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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版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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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全日制研究生培养质量，特

修订且颁布执行《２０１４版河海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现就有关事项说明

如下：

一、培养目标

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和我校研究生培养总体目标的要求，对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思想品

德、基础理论、专业知识、独立工作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提出要求，特别是体现不同类型研究

生培养的特定要求。

二、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职学习的可

延长１年）。

三、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一般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一般为１８学分，非学位课程一般

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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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应根据具体情

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

必须的总学分。

四、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论文工作的有关规

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

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

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

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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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

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各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主要手段。理工类学科的

研究生要加强科学实验训练，文科学科的研究生应重视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与分析。实践形

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各项实践活动的累计时长要达１周以上，并由

导师对学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文献阅读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位论文选题过程中不可缺少的

环节。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较广泛地阅读中文和外文文献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

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

４０％。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

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五、论文工作

参照《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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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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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师确认 研究生与导师双向选择，确认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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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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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学年内完成

５ 文献阅读综述报告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阅读中文和外文文献并撰

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硕士研
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
文献不少于４０％。；学科根据本学科培养目标给学
生列出主要参考书目和文献

第３学期结束前完成

６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

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

学术研讨活动等。

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

１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
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
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

少做１次。

７ 论文开题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

入学后的第３学期作论文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
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

于３人）。开题报告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
查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第３学期内完成

８ 论文中期考核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

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

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

第４学期内完成

９ 学术论文
按照《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

文件执行。

１０ 学位申请资格确认 学习成绩、开题报告、所需科研成果是否达标 一般为第６学期３月１日前

１１ 论文预审 包括导师初审和预答辩
预答辩时间比答辩时间至少提

前１个月

１２ 论文评阅
论文评阅时间不得少于７天，涉密论文的评阅时间
一般不少于４０个工作日

１３ 论文答辩
按照《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

文件执行。

１４ 证书领取 学校学位委员会通过后颁发学历／学位证书 一般为６月、１２月

１５ 其他

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考试 每学期１次

申请高水平学术会议资助 全年

申请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每年上半年

申报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 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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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０１０１）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学科门类：哲学（０１）　　一级学科：哲学（０１０１）

一、学科简介

１９８８年，河海大学与其他学校联合开始招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科技哲学

和中共党史三个专业的硕士生。从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２年，我校先后设立科技哲学、马

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和中国哲学硕士点。２０１０年，获得哲学一级学科授予权。

本学科现有博士生导师４名，硕士生导师１４名，其中教授１０名，副教授４名。近

年来，学科点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６项，省部级重点项目３项、一般项目１５项，

承担科研经费２００余万元。获江苏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各１

项，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２人，江苏省

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２人，“３３３工程”培养对象２人。拥有江苏省“公民

道德与人的现代化研究基地”。出版著作２０余部，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

究》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３００余篇。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科技与社会、公民道德等，主要就业方向是高校教师、辅导员、党政机关文秘等。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良好政治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具有严谨的求学态度和

学术道德；具有扎实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能够及时把握学科领域前沿问题，有创

新性思维；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并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备独立且熟练操

作计算机技能；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于社会实践，具有从事党政机关管理和政策研

究工作，学校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及其他相关领域实际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马克思主义哲学（Ｍａｒｘｉｓ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２．科学技术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伦理学（Ｅｔｈｉｃｓ）

４．中国哲学（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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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作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

告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

参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

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

考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３０％

（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可适当减少），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

４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

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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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应在导师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

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

系统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选题应当主要集中在哲学一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和

中国哲学等四个二级学科范围内进行，同时鼓励进行交叉学科研究。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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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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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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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７Ｍ０１０１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ｎＭａｒｘｉｓｍ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０２
科学技术哲学经典著作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０３
伦理学名著选读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ｏｎ
Ｅｔｈ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０４
中国哲学名著选读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７Ｍ０１０５ 伦理学原理
Ｅｔｈ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０６
唯物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ｃＤｉａ
ｌｅｃｔ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０７
科学技术哲学原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０８
中国哲学重大命题研究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７Ｍ０１０９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１０ 科学技术思想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１１
中国伦理思想史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１２
西方伦理思想史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１３ 中国哲学史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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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１４ 应用伦理学
Ｅｔｈｉｃ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１５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
Ｍａｒｘｉｓ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１６ 科学知识社会学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１７
科学技术与社会专题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Ｉｓ
ｓｕ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１８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１９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Ｍａｒｘｉｓｍ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１６ １ 秋、春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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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人民出版社
［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１０册），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列宁专题文集》（５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毛泽东选集》（１－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５］《邓小平选集》（全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６］［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７］［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１９９９
［８］［法〗卢梭著，其林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９］［德〗康德著，邓晓芒译：《实践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０］［德〗费尔巴哈著，荣震华译：《基督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１１］［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陈绍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５

［１２］［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３］陈先达著：《陈先达文集》（第１－６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２００６
［１４］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５］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６］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第２版），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７］张亮：《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８］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９］王逢迎：《詹姆逊文集第１卷：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０］吴国盛：《科学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１］刘大椿：《科技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２］胡显章、曾国屏：《科学技术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３］殷瑞钰：《工程与哲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４］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
［２５］王海明：《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２６］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７］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８］王夫之：《读四书大全注》、《尚书引义》，中华书局

［２９］杨国荣：《中国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３１］金岳霖：《论道》（８７年版）、《知识论》（８３年版），商务印书馆
［３２］洪修平：《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荀子》、《周易》、《老子》、《庄子》、《坛经校释》，中华书局

［３４］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ＴｈｅＮｉｃｏｍａｃｈｅ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Ｅ．Ｐ．Ｄｕｔｔｏｎ＆Ｃｏ．，１９３４
［３５］Ｋａｎ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３４
［３６］ＤａｖｉｄＭｏｒｒｉｅ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Ｉｎｃ．，１９９６
［３７］ＬａｒｒａｉｎＪｏｒｇ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Ｍｏｎｄｅｒｎ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３８］ＨｕｇｈＴｒｅｖｏｒ－Ｒｏｐｅ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ｓｓａｙｓ，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６７

［３９］ＡｌａｓｄａｉｒＭａｃｈｉｎｔｙｒｅ，ＡｆｔｅｒＶｉｒ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ｔｒｅＤＡＭ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
［４０］Ｍｉｌｌ，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Ｃｏ．，１９７０
［４１］重点期刊：《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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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科技

进步与对策》、《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东西方哲学》、《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哲学史》、《学术月刊》、《齐鲁学刊》、Ｄａｏ：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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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０２０１０６）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学科门类：经济学（０２）　　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０２０１）

一、学科简介

我校经济学学科创建于１９８０年代，水利部在我校设立了水利经济研究所，开

展水利经济的研究。目前，我校理论经济学具有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设有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二级学科硕士点。本学科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佛罗里

达国际大学、阿拉巴马大学亨茨维尔分校等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近五年以

来，本学科主持承担了５０余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２００余篇，出版专著１２部，获国

家和省部级以上奖励１０多项。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熟悉本学科的国内

外研究现状与前沿动态，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创新精神，能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高

级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人口经济学（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环境经济学（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资源经济学（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可持续发展经济学（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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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以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

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论文选题在

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在明确研究方向的前提下予

以确定。一般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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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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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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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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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学科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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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
课程

１３Ｍ１３１７ 区域经济学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２４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１４
经济地理信息系统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０１ 产业经济学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１３ 经济博弈论（双语）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３Ｍ０３０１
环境灾害评价与预警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Ｗａｒｎ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１９ 金融经济学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１８
水资源技术经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３Ｍ１３０２ 高级发展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３０２ 经济理论和方法史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２２ 新制度经济学
Ｎｅ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１０ 技术经济学（双语）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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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本科非
本专业
研究生
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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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庇古．福利经济学［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琼·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２．
［４］威廉·阿·刘易斯．二元经济论［Ｍ］．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９．
［５］沃·惠·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Ｍ］．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６］西蒙·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Ｍ］．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０．
［７］约·阿·熊彼得．经济发展理论［Ｍ］．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８．
［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２．
［９］汤姆·泰坦伯格．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Ｍ］．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０］威廉·Ｊ·鲍莫尔，华莱士·Ｅ·奥茨．环境经济理论与政策设计［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１］阿兰·Ｖ·尼斯，詹姆斯·Ｌ·斯威尼．自然资源与能源经济学手册［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２］Ｎ·史普博，Ａ·萨巴奇．水资源经济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３］路遇．新中国人口五十年［Ｍ］．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４］内森·凯菲茨．应用数理人口学［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５］Ｈｅｒｍａｎ·Ｅ·Ｄａｌｙ，ＪｏｓｈｕａＦａｒｌｅｙ．生态经济学：原理与应用［Ｍ］．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６］钟水映，简新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７］邓宏兵，张毅．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８］张象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９］刘传江，侯伟丽．环境经济学［Ｍ］．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０］宋国君等．环境政策分析［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１］车维汉．发展经济学［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２］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３］王保乾．发展经济的困惑与选择［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４］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五版）［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５］瑟尔沃．增长与发展（第六版）［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６］威廉·伊斯特利．在增长的迷雾中探索．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７］达托罗．经济发展（第六版）［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８］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Ｃ．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Ｍ］．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６．
［２９］ＢＩ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ｅｓｓＴｅｓｔｉｎｇｂｙＬａｒｇ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ｕｅｓ［Ｍ］，２０００．
［３０］ＹａｍａｉＹ，ＹｏｓｈｉｂａＴ．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Ｓｈｏｒｔｆａｌｌ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ａｔ－Ｒｉｓｋ：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ｄ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Ｓｅｒｉｅｓ，２０１２．
［３１］ＬｏｎｇｉｎＦＭ．Ｆｒｏｍｖａｌｕｅａｔｒｉｓｋｔｏｓｔｏｃｋｓｔｒｅｓｓ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ｖａｌｕ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０．
［３２］Ｈｓｉｅｈ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ｆｏｒ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ｎｄＱｕａｎ

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９９３．
［３３］ＢａｓａｋＳ，ＳｈａｐｉｒｏＡ．Ｖａｌｕｅ－ａｔ－ｒｉｓｋｂａｓｅｄ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ａｓｓｅｔｐｒｉｃｅｓ［Ｍ］．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０．
［３４］罗伯特·Ｕ·艾尔斯，孙舒宁．可持续经济学的发展与前景［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３（０５）：６２－７９．
［３５］管理世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３６］金融研究，中国金融学会．
［３７］中国投资，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３８］经济研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３９］人口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４０］中国人口科学，中国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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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山东师范大学．
［４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４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４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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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学（０２０１Ｚ１）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学科门类：经济学（０２）　　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０２０１）

一、学科简介

一、学科简介

我校低碳经济学学科于２０１３年获硕士授予权。本学科是一门新兴交叉学

科，培养低碳经济研究与管理实践领域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本学科拥有低碳经济

与技术研究所、苏南经济发展研究所、企业信息化与工业工程研究所、水利信息统

计与管理研究所、中小企业管理研究所和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及省级经济与管理实

验教学中心等６个科研基地和省级实验教学中心。近５年来，本学科主持与承担

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和江苏省社科基

金等各类科研项目２０多项，发表论文２００余篇，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１６余项，出版

专著和教材１８部。

二、培养目标

具有较为扎实的低碳经济学理论基础和基本功底，知识面宽、结构合理，较强

的创新能力。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

实守信，勤奋敬业，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敬业精神。系统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

论和专门知识，较为全面地掌握资源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理论及其他经济学知识，

把握本学科国内外学术动态，对于国内外低碳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有清

楚的了解，能够熟练地运用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和技术研究理论与现实问题。具有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专门技术能力。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够

熟练地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道德心理素质和身体

素质，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毕业后能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具有从事低碳经

济和生态文明研究与管理的工作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低碳经济理论与方法（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低碳城市与产业规划（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低碳技术经济评价（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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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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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硕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选题以低碳经济学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背景，密切

联系规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明确研究方向的前提下予以确定。一般在课

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具体按照《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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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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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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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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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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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Ｍ１３２３
应用统计与计量模型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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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４Ｍ０２０３ 区域经济学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１４Ｍ０２０４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１４Ｍ０２０５ 产业经济学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１４Ｍ０２０６ 经济博弈论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４Ｍ０２０１ 低碳经济学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１４Ｍ０２０２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１４Ｍ０２０７ 低碳经济评价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１４Ｍ０２０８ 能源经济学
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常州校区
人文社科部

１４Ｍ０２０９ 国际经济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１４Ｍ０１０５
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１４Ｍ０２１０
低碳经济理论与实践前沿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ｃｔｕｒｅ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１４Ｍ０２１１ 金融学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春、秋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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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薛进军．低碳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２］胡运权主编．管理运筹学，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３］黄贤金．资源经济学（第二版），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４］阿半·Ｖ·尼斯．詹姆斯·Ｌ·斯威尼主编．自然资源与能源经济学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５］薛进军，赵忠秀．中国低碳发展报告（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
［６］林伯强主编．高级能源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８月
［７］史丹著．能源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究评述，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８］魏一鸣，焦建玲编著．高级能源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９］田泽，马海良．国际企业管理：文化、战略与行为，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１０］苏东水．产业经济学，高教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８月
［１１］谢识予．经济博弈论（第三版），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１
［１２］姚国庆．博弈论，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１３］王济干主编，预测与决策方法，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４］李菽林．工业企业低碳经济发展评价体系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１５］林汐．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６］清华大学课题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１７］参考期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１８］参考期刊：管理世界
［１９］参考期刊：资源科学
［２０］参考期刊：经济研究
［２１］参考期刊：世界经济
［２２］参考期刊：国际贸易问题
［２３］参考期刊：中国经济问题
［２４］参考期刊：国际经济评论
［２５］参考期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６］参考期刊：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７］参考期刊：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８］参考期刊：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２９］重要网站：ＷＷＷ．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联合国贸发会议
［３０］重要网站：ＷＷＷ．Ｕｎｄｐ．ｏｒｇ联合国开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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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０２０２）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学科门类：经济学（０２）　　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０２０２）

一、学科简介

我校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历史最早可追溯到１９８０年代，水利部在我校设立了

水利经济研究所，开展水利经济的研究。目前，我校应用经济学具有一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予权，设有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

数量经济学等６个二级学科。另有国际商务硕士、金融硕士等相关专业硕士学位

两个。本学科目前已形成本科、硕士、专业硕士学位等一系列的人才培养体系，拥

有江苏省优秀课程“宏观经济学”，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

优秀人才。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十一五＇以来，本

学科主持承担了１００多项科研项目，科研规模年均超过１００万元，发表论文５００余

篇，出版专著１５部，获国家和省部级以上奖励１０多项。研究生的就业单位有科

研院所、高等学校、政府机关、金融、信息、服务等部门。本学科紧密跟踪学科发展

动态，积极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对管理人才的需求，基础雄厚，特色明显。

二、培养目标

学位获得者具有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熟悉现代经济研

究方法和国内外经济理论，了解本学科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前沿动态，具备

较系统的金融学专业知识，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创新精神，毕业后能胜任本专业和

相关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具有从事金融部门（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的业务

和管理工作。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国民经济学（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产业经济学（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区域经济学（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金融学（Ｆｉｎａｎｃｅ）

５．国际贸易学（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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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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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以应用经济学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际

问题等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论文选题在导师的指导

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在明确研究方向的前提下予以确定。一

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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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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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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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学科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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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
课程

１３Ｍ１３１７ 区域经济学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２４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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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Ｍ１３０１ 产业经济学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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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Ｍ１３１３ 经济博弈论（双语）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３Ｍ１３１９ 金融经济学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４０２ 证券投资分析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４０１
商业银行管理理论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１８
水资源技术经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３Ｍ１３０２ 高级发展经济学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２２ 新制度经济学
Ｎｅ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１４
经济地理信息系统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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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春、秋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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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本科非本
专业研究
生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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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裴平，等．国际金融［Ｍ］．第三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兹维·博迪，罗伯特·莫顿．金融学［Ｍ］．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斯蒂芬Ａ·罗斯，伦道夫Ｗ·威斯特菲尔德，杰弗利Ｆ·杰富．公司理财［Ｍ］．第九版．北京：机械工业出
版社，２０１２．

［４］ＪｏｈｎＣ· Ｈｕｌｌ．Ｏｐｔｉｏｎｓ，Ｆｕ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Ｍ］．５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２００２．
［５］亚当·斯密．国富论［Ｍ］．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９．
［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Ｍ］．北京：商务出版社，１９９９．
［７］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Ｍ］．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２．
［８］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刘耀彬．区域经济学模型与案例分析［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０］陈秀山，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１１］Ｊ·卡布尔．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Ｍ］．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２］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３］Ｙ．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４］哈罗德·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５］道格拉斯·Ｃ·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Ｍ］．北京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４．
［１６］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
［１７］王保乾，岳金桂．发展经济的困惑与选择［Ｍ］．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８］Ａ．Ｐ．瑟尔沃．增长与发展［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９］田凤岐．区位选择理论综述［Ｊ］．辽宁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８（１２）：５７－５９．
［２０］李永霞，陈修颖．国内外区位选择理论研究进展［Ｊ］．经济管理，２００９，２０（２）：６８－６９．
［２１］王方方，陈恩．区位选择理论研究进展－－基于企业异质性［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１３（５）：

９０－９６．
［２２］Ｗｅｉ－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ｗｉｔｈ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

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２０１１，４６：２１９－２４５．
［２３］罗伯特·Ｕ·艾尔斯，孙舒宁．可持续经济学的发展与前景［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３，
［２４］金融研究，中国金融学会．
［２５］国际金融研究，中国国际金融学会．
［２６］经济研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２７］世界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２８］管理世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２９］系统工程学报，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３０］管理科学学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３１］经济学动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３２］国际贸易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３３］国际金融研究，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学会．
［３４］国际贸易，中国商务出版社．
［３５］中国投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３６］财贸经济，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
［３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３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Ｓｔ．Ｌｏｕｉｓ
［３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８２



法学（０３０１）

（Ｌａｗ）

学科门类：法学（０３）　　一级学科：法学（０３０１）

一、学科简介

法学一级学科点设立于２０１０年，目前在以下五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招生：环境

与资源保护法学、民商法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其中环境

与资源保护法学于２０００年开始招生，民商法学和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于２００５年开

始招生，经济法学和国际法学于２０１０年开始招生。本学科教学目标明确，课程设

置合理。学科点师资力量雄厚，现有导师１８名，其中教授、副教授１７人，讲师１

人。近年来，学科点的老师承担了大量教学与科研任务，取得显著成绩。已承担

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十余项；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十余部，合著多

部。相关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对立法及法律实务工作起到了促

进作用。现在涉及的研究领域主要为：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金融法、宪法学、

行政法学、环境行政法学、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环境法与环境管理、国际河流

法、水资源法等，其中多个研究学科与领域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毕业后主要从

事高等院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教学、科研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实务

性工作。

二、培养目标

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旨在培养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学风严谨，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熟悉本

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知识的法学高级专门人才。通过学习和钻研，形成

较强的专业理论研究能力和一定的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能力。较为熟悉地掌握

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毕业后能够胜任高等院校、国家机关、企业事

业单位的教学、科研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实务性工作。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Ｌ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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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民商法学（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ａｗ）

３．宪法学与行政法学（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

４．经济法学（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

５．国际法学（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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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应与宪法、行政法、水行政执法、公用事业法、民法、商法、知识

产权法、水资源法、经济法基本理论、金融法、竞争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环境法

与环境管理、国际法基本理论、国际河流法和国际海洋法密切联系，以法学发展中

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

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

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

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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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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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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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６Ｍ０１０１ 法理学
Ｌｅｇ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Ｍ０１０２ 行政法学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Ｍ０１０３ 民法学
ＣｉｖｉｌＬａｗ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必修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６Ｍ０１０４ 环境法专题研究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Ｍ０１０５ 商法专题研究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ａｗ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必修

专业
课程

１６Ｍ０１０６
自然资源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Ｌａｗ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Ｍ０１０７ 宪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Ｍ０１０８ 诉讼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Ｌａｗ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Ｍ０１０９ 经济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Ｍ０１１０ 国际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６Ｍ０１１１ 水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Ｍ０１１２
国际环境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Ｍ０１１３ 公司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Ｍ０１１４ 合同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Ｍ０１１５
知识产权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Ｍ０１１６
国际河流与海洋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Ｓｅａ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１６Ｍ０１１７ 证券法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Ｌａｗ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法学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春、秋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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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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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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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４９２１
［４２］参考期刊：中国法学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１７０７
［４３］参考期刊：法学研究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８９６Ｘ
［４４］参考期刊：法商研究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０３９３
［４５］参考期刊：政法论坛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０２０８

３３



［４６］参考期刊：中外法学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４８７５
［４７］参考期刊：法律科学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５３０７
［４８］参考期刊：现代法学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２３９７
［４９］参考期刊：法学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４２３８
［５０］参考期刊：法学评论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１３０３
［５１］参考期刊：法制与社会发展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６１２８
［５２］参考期刊：环球法律评论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６７２８
［５３］参考期刊：比较法研究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８５６１
［５４］参考期刊：法学家 ＩＳＳＮ：１００５－０２２１
［５５］参考期刊：清华法学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９２８０
［５６］参考期刊：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ＩＳＳＮ：００１７－８１１Ｘ
［５７］参考期刊：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ＳＮ：００４４－００９４
［５８］参考期刊：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ＩＳＳＮ：：００１０－１９５８．
［５９］参考期刊：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ＩＳＳＮ：００３８－９７６５
［６０］参考期刊：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ＩＳＳＮ：００２６－２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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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０３０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学科门类：法学（０３）　　一级学科：政治学（０３０２）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于２００６年开始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建设，并于２００７年正式招收

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河海大学政治学专业特色鲜明，目前下设政治学理论、

工程与政治、移民与政治以及资源、环境与政治四个研究方向。政治学学科在过

去的五年共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等省部级基金课题１０余项，主持水利部、三峡办及各省市课题１０余项，并获得１

项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政治学专业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专业特色突出，

科研能力强，实践经验多，毕业后主要就业单位有高等学校、政府机关、企事业单

位等。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备坚实基础理论以及系统

专门知识，同时拥有优良品质和严谨学风，并具有独立从事政治学研究工作能力

的政治学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政治学理论（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２．工程与政治（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３．移民与政治（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４．资源、环境与政治（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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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政治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关注以下领域：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重大理

论与现实问题；工程尤其水利工程所引发的政治问题；移民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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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问题所引发的政治问题。选题应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

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

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

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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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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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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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５Ｍ０４０１ 政治学理论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４０２ 政治学经典著作研读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公管院

必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５Ｍ０４０３ 政治社会学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４０４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必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５Ｍ０４０５ 工程、移民与政治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４０６ 环境政治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必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５Ｍ０４０７ 水与政治
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４０８ 政治制度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４０９ 公共管理学
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４１０ 公共政策分析
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４１１
国际投资政治与法律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４１２ 国际河流与政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ｖｅｒ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春、秋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８３



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格林斯坦．政治学手册精选［Ｍ］．竺乾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
［２］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Ｍ］．王浦劬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Ｍ］．胡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４］古尔德．现代政治思想［Ｍ］．杨淮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
［５］萨拜因．政治学说史［Ｍ］．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６］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Ｍ］．李天然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７］罗素．权力论［Ｍ］．吴友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
［８］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Ｍ］．胡宗泽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
［９］洛克．政府论［Ｍ］．杨思派译．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０］密尔．论自由［Ｍ］．许宝

!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１１］勒鲁．论平等［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
［１２］罗尔斯．正义论［Ｍ］．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３］．麦金泰尔．德性之后［Ｍ］．龚群译．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４］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Ｍ］．万俊人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５］萨托利．民主新论［Ｍ］．冯克利 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６］布莱克．比较现代化［Ｍ］．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７］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Ｍ］．王冠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８］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
［１９］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Ｍ］．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２０］汤森等．中国政治［Ｍ］．顾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１］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２２］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Ｍ］．徐式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２３］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Ｍ］．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４］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５］罗兴佐．治水：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６］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７］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Ｍ］．陈郁译．上海：格致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８］Ｍ·麦金尼斯．多中心治道与发展［Ｍ］．毛寿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
［２９］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Ｍ］．余逊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２．
［３０］俞可平．治理与善治［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１］郇庆治．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Ｍ］．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２］郇庆治．环境政治国际比较［Ｍ］．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３］贾恭惠．环境友好型政府［Ｍ］．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４］蔡守秋．欧盟环境政策法律研究［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５］托马斯·思德纳．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政策工具［Ｍ］．张蔚文 黄祖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３６］保罗．Ｒ．伯尼特．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Ｍ］．穆贤清 方志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７］齐晔．中国环境监管体制研究［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８．
［３８］温宗国．当代中国的环境政策－形成、特点与趋势［Ｍ］．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９］林孝洪．水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０］王金南等．中国水污染防治体制与政策［Ｍ］．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１］李雪松．中国水资源制度研究［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４２］劳里．大坝政治学－－恢复美国河流［Ｍ］．石建斌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３］参考期刊：政治学研究
［４４］参考期刊：世界政治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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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参考期刊：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４６］参考期刊：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４７］参考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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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０３０２０４）

学科门类：法学（０３）　　一级学科：政治学（０３０２）

一、学科简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重视研究和总结自己的历史。１９４５年党的六届

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历史，奠

定了中共党史的学科基础。新中国建立后，党史学科逐步形成和发展，并在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得到迅速发展。我校本学科的特色为：一、对张闻天、沈泽民的研

究。二、从思想政治教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党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

治教育史领域成果显著。三、在人才培养上，注重执政党的党建理论与实际相结

合，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服务。本学科有教授２人，副教

授２人，具有博士学位和博士在读的讲师５人，初步形成一支职称、学历和年龄结

构均较为合理的导师队伍。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理论、政策与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并反映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的发展规律和党自身的发展规律。旨在培养能较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拥护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路线，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术修养；

掌握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专业功底扎

实，知识结构合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及有关工作的能力；掌握一门外

国语，能独立地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毕业后能胜任高校、党校、科

研机构党史党建及相关内容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务

政务等管理工作，以及新闻出版系统编辑工作的一专多能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主要包括张闻天、沈泽民研究）（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

２．党的建设研究（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

３．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进程（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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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应根

据具体情况在导师指导下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究

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包括译文），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
２４



究生的文献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

料须经指导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应与中国共产党人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与实践建设、中

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密切联系。论文选题应在导

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

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

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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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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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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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７Ｍ０１０１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
ｒｘｓｉ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０１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７Ｍ０２０２
政治学理论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
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０３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专业
课程

１７Ｍ０２０４
中共党史专题研究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ＣＰＣ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０５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专题研究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０６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Ｒｕｌｉｎｇｏｆ
ＣＰＣ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０７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ＣＰＣ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０８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０９
党的建设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１７Ｍ０２１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１８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选修
３门

必修

必修

选１门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本科非
中共党校
专业研究
生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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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列宁选集（１～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毛泽东选集（１～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４］毛泽东文集（１～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５］刘少奇选集（上、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６］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７］邓小平文选（１～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８］中共中央文件选编（１－１４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９８７．
［９］中央档案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
［１０］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２０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９９８．
［１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１～１３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９９８．
［１２］．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１３］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中、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９８８．
［１４］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１５］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１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１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二卷上、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８］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９］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０］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１］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２］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３］刘少奇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４］樊瑞平、张乐岭主编．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５］当代中国党政关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６］王邦佐等．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７］李友仁等．中国国民党简史（１８９４－１９４９）．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８］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１８９４－１９４９）．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１９８５．
［２９］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１９８５．
［３０］李君如．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１］田海林．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２］俞祖华、王国庆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３］翁有为等．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４］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５］高放．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书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６］迟福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７］浦兴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８］萧超然等．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９］李景鹏．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０］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９０．
［４１］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４２］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４３］参考期刊：《中共党史研究》
［４４］参考期刊：《党的文献》
［４５］参考期刊：《党史研究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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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参考期刊：《上海党史与党建》
［４７］参考期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４８］参考期刊：《毛泽东思想研究》
［４９］参考期刊：《社会主义研究》
［５０］参考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
［５１］参考期刊：《党建研究》
［５２］参考期刊：《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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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０３０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学科门类：法学（０３）　　一级学科：社会学（０３０３）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２００３年获得社会学二级学科硕士授予权，２００５年获得社会学二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１２年获批设立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目前是全国１９家具有博士学位授予的单位之一。河海社会学特

色鲜明，硕士学位一级学科下有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社会工作等二级学科。

研究方向包括移民社会学、城乡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社会评估、人口学、文化人类

学、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等方向。过去５年，本学科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国家博士后基金等省

部级基金课题３０余项，主持世行、亚行、水利部、农业部、住建部等课题百余项，科

研经费充裕。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有优良的品质和严谨的学

风，掌握较深厚的社会学理论，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观察、分析、解决现实中的

社会学问题的能力，并能熟练掌握和运用一门外国语的应用社会学高级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移民社会学（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城乡社会学（Ｒｕｒａｌ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环境社会学（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４．社会评估（Ｓｏｃｉ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５．人口学（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６．文化人类学（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７．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Ｓｏ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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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专业课程１－２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培

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研、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１５

篇，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

献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

导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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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应以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为背景，具有

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并能有所创新。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

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

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一般为４－５万字。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

靠、推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

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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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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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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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５Ｍ０５０１ 社会学理论Ⅰ
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Ⅰ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５０２ 社会学理论Ⅱ
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Ⅱ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５０３ 人口学理论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选修
４～６
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５Ｍ０５０４ 社会研究方法Ⅰ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Ｉ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５０５ 社会研究方法Ⅱ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Ｉ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５０６ 社会统计学
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５Ｍ０５０７ 移民社会学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５０８ 农村社会学
Ｒｕｒａｌ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５０９ 环境社会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５１０ 社会评估
Ｓｏｃｉ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５１１ 人口迁移与流动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５Ｍ０５１２ 写作
Ｗｒｉｔｉｎｇ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５１３ 人类学理论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５１４ 城市社会学
Ｕｒｂ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５１５ 组织与制度研究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５１６ 经济社会学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５１７ 发展社会学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５１８ 社会心理学
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５１９ 人口社会学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５２０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５２１ 性别与家庭
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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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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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
１０．

［２］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迪尔凯姆．《自杀论》［Ｍ］．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
［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准则》［Ｍ］．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
［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Ｍ］．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０．
［６］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Ｍ］．渠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７］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Ｍ］．苏国勋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
［８］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Ｍ］．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韦伯．《学术与政治》［Ｍ］．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０］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Ｍ］．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１］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Ｍ］．董国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
［１２］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Ｍ］．张明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３］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Ｍ］．唐少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４］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Ｍ］．孙立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５］布劳．《社会生活的交换与权力》［Ｍ］．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
［１６］布劳．《不平等与异质性》［Ｍ］．王春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７］戈夫曼．《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现》［Ｍ］．冯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８］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Ｍ］．陈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１９］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下）［Ｍ］．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０］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Ｍ］．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１］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Ｍ］．李康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
［２２］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Ｍ］．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３］埃里亚斯．《文明的历程》（Ｉ、ＩＩ）［Ｍ］．袁志英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
［２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Ｍ］．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
［２５］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Ｍ］．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
［２６］鲍曼．《流动的现代性》［Ｍ］．欧阳景根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２．
［２７］格尔兹．《文化的解释》［Ｍ］．纳日碧力格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８］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Ｍ］．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９］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１－４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３０］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１］费孝通．《江村经济》［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３２］费孝通．《中国绅士》［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３］塞尼．《移民与发展：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Ｍ］．水库移民中心编译．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３４］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５］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Ｍ］．庄孔韶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
［３６］许?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Ｍ］．王秡、徐隆德译．台北：南天书局，２００１．
［３７］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Ｍ］．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８］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Ｍ］．史建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９］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Ｍ］．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０］参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
［４１］参考期刊：社会学研究
［４２］参考期刊：中国人口科学
［４３］参考期刊：社会
［４４］参考期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５



［４５］参考期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４６］参考期刊：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ｃｅ
［４７］参考期刊：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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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０３０５０１）

（Ｍａｒｘｉｓｔ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学科门类：法学（０３）　　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０３０５）

一、学科简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

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

学社会主义分门别类的研究不同，它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有机结

合起来，揭示它们的内在逻辑联系，从总体上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我校本学科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研究，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方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原则，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实践。本学科具有较强的学

术团队，有教授６人，博导５人，副教授４人，初步形成一支职称、学历和年龄结构

均较为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江苏省３３３工程人才计划１名。近１０年来，学科承

担国家、部、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课题２０余项，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２０多部，发表

高质量论文３００多篇，获得３０项部省级科研、教学奖，在省内外有较高的影响。

本学科研究生就业单位有政府机关、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大型国企等。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具有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较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较宽的知识面，具有

正确的理论方向和良好的学风。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

文资料和一定的写作能力，成为本专业的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和党政实际工作部

门的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Ｂａｓ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２．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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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包括译文），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

究生的文献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

料须经指导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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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应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社会思潮等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密切联系，以马克思主义

理论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

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

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

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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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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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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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７Ｍ０１０１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
ｒｘｓｉ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０１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７Ｍ０２０３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３０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专业
课程

１７Ｍ０３０２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３０３
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
Ｉｓｓｕ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Ｍａｒｘｉｓｔ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１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１９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Ｍａｒｘｉｓｍ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３０４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０６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Ｒｕｌｉｎｇｏｆ
ＣＰＣ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１８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春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本科非
马克思
主义理论
专业研究
生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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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１－１０），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３］《列宁专题文集》（１－５），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４），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５］《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６］《斯大林全集》１３卷，人民出版社。
［７］《毛泽东选集》（１－４）卷。
［８］《邓小平文选》（１－３）卷。
［９］李达《经济学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１０］陈先达《陈先达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１１］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
［１２］冒从虎《欧洲哲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１３］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上、下），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１４］金增嘏《西方哲学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版。
［１５］陶大庸《社会发展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１６］王亚南《资本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
［１７］赵光武《哲学来自非哲学》，首都师大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１８］陈先达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１９］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２０］孙伯

"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２１］顾海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界》，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２２］靳辉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２３］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２４］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梨－西方马克思思潮经典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２５］许涤新、陶大镛等《资本论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２６］林岗、张宇《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２７］何干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与理论逻辑》，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２８］《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译文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２９］商德文《马克思中青年时代的经济学哲学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３０］衣俊卿《２０世纪新马克思主义》（修订版），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３１］孔明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研究：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版。

［３２］（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
［３３］（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
［３４］（德）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３５］（德）黑格尔《逻辑学》（上、下），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
［３６］（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３７］（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
［３８］（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３９］（意）戴斯托等《马克思的＜大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４０］参考相关期刊：如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伦理学研究》、《中国社会科

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政治学研究》等；外文期刊《历史唯物主义》（英

文）、《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德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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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发展史（０３０５０２）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学科门类：法学（０３）　　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０３０５）

一、学科简介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各个阶段思想的发展脉络，包

括各个阶段经典作家的重要思想及其实践。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旨在了解马

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流派及其实践运动，以便从总体上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本学科的鲜明特点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剖

析当代社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我校本学科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坚

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将本学科的研究成果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

实践。已获国家基金项目４项，在核心杂志发表论文５０多篇。本学科有教授３

人，副教授２人，初步形成一支职称、学历和年龄结构均较为合理的导师队伍。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掌握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的专门知识，比较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和一定的写作能力，胜任党和国家

机关、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等单位从事理论宣传、思想教育和党务管理等方面工

作的高层次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研究（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ａｎｄＥｎｇｅｌ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２．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Ｓｔｕｄｙ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ａＭａｒｘｉｓｍ）

３．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Ｔｅｘｔｓ）

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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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包括译文），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

究生的文献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

料须经指导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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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工作应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马克思主义专题史研究、马克

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等研究方向密切联系，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存在的重要理论

问题和实际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

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

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

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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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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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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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７Ｍ０１０１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０１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７Ｍ０２０３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３０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专业
课程

１７Ｍ０３０３ 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
ＭａｒｘｉｓｔＴｈｅｏｒｙ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１９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Ｍａｒｘｉｓｍ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４０１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１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３０４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３０２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０６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念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Ｒｕｌｉｎｇｏｆ
ＣＰＣ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春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公共课除
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本科非
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
专业研究
生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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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孙伯
"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２］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３］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４］张一兵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５］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６］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 （上、下卷）．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７］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８］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９］胡克．理解 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１０］弗罗姆．生存还是占有．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
［１１］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１２］列菲伏尔．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三联书店，１９６６年版；
［１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
［１４］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１５］普兰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１６］德拉－沃尔佩．卢梭与马克思．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１７］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１８］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１９］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启蒙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２０］阿尔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２１］哈贝马斯．交往理论 （上、下卷）．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２２］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２３］施米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版；
［２４］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２５］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２６］戈德曼．隐蔽的上帝．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２７］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２８］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２９］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３０］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３１］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辞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３２］霍夫曼．实践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３３］赖特．马克思主义者．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６年版；
［３４］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３５］麦克莱兰．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３６］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１、２卷）．１９８６年版；
［３７］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３８］马斯泰罗内主编．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９］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第八章）．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４０］外文参考期刊：历史唯物主义（英）、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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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０３０５０３）

（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学科门类：法学（０３）　　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０３０５）

一、学科简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科。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重点，深入研究

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系统掌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

本学科的鲜明特点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剖析当代社会实践和科

学认识中出现的最新理论与实践问题。本学科有教授５人，副教授３人。近年

来，共出版学术专著８余部，获得省部级以上学术成果奖４项，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论文１００余篇，获得国家、省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８项。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比较系统地掌握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与理论成果，认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较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能在党

和国家机关、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等单位从事理论宣传、党务管理、教学科研等方

面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研究（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研究（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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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发展研究（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

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

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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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译文），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

究生的文献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

料须经指导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应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马克思主义专题史研究、马克

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等研究方向密切联系，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存在的重要理论

问题和实际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

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

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

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开

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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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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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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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７Ｍ０１０１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
ｒｘｓｉ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０１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７Ｍ０２０３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１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专业
课程

１７Ｍ０２０６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Ｒｕｌｉｎｇｏｆ
ＣＰＣ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５０１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选
读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Ｔｅｘ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３０４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１８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１９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Ｍａｒｘｉｓｍ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５０２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专题
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５０３ 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研究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春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７６



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毛泽东选集１～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３］邓小平文选１～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４］江泽民文选１～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何一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高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
［７］刘仁荣，方小年．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８］关志钢．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当代反思．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肖浩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０］张静如等．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１］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２］张渝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３］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４］王继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及启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２００９．
［１５］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６］包心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与当代走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７］朱志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８］张国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十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９］陈金龙．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０］王令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１］皮家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２］许志功，库桂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３］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４］黄卓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５］王霁．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６］刘放桐．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７］彭明．中国近代的思想历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８］李泽厚．中国现代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９］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３０］吉利斯．发展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１］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

##

批判性的质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２］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３］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４］迈斯纳（Ｍｅｉｓｎｅｒ，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５］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８．
［３６］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３７］Ｍｅａｄｅ，Ｊ．Ｅ．（１９５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ｎ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Ａｌｌｅｎ＆Ｕｎｗｉｎ．
［３８］ＰｅｔｅｒＣｏｆｆｅ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３）ＮＡＦＴＡ：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３９］Ｓａｈｌｉｎｓ，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７２）ＳｔｏｎｅＡｇ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ｉｃａｇｅ：Ａｌｄｉｎｅ－Ａｔｈｅｒｔｏｎ．
［４０］Ｅｔｚｉｏｎｉ，Ａｍｉｔａｉ（１９９３）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ｒｏｗ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４１］参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
［４２］参考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
［４３］参考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４４］参考期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４５］参考期刊：《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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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参考期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４７］参考期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４８］参考期刊：《毛泽东思想研究》

９６



思想政治教育（０３０５０５）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学科门类：法学（０３）　　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０３０５）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历史悠久，最早起源于１９６２年举办政治理论师

资班，１９８６、１９９７年举办和招收本学科专科和本科生，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获得本学科硕

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１２年获得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本学科历来注重基本理论

的研究和探索，对本学科基本概念、地位、学科体系等提出过重要见解，并通过社

会学视角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特色。学科拥有较强的学

术团队，现有教授１０名和博士生导师７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１名、教育部“全

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２名、江苏省“３３３高层次

人才培养工程”３名。拥有江苏省“公民道德提升与人的现代化研究基地”。多年

来，学科承担国家部省级社会科学课题３０余项，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２０多部，发

表高质量论文近２００篇，获得多项部省级科研、教学奖，为国家、江苏地方和水利

系统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省内外有较大的影响。本学科研究

生就业单位有科研院所、高等学校、政府机关、大型国企等。

二、培养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

论，全面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熟悉思想形成、发展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

规律，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阅读本专业的外

文资料，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能胜任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党政、群团、

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比较思想政治教育（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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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事务管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５．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需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各项实践活动的累计

时长要达１周以上，或者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

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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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包括译文），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

究生的文献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

料须经指导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应紧紧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比较思想政治

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事务管理、思想政治教育与

传统文化等方面展开，以思想政治教育中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社会实际问题为主

题。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

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

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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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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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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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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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７Ｍ０１０１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０１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７Ｍ０２０３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讲课／
研讨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０８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ＰＣ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专业
课程

１７Ｍ０６０１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
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６０２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６０３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事务
管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６０４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１１８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６０５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０６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Ｒｕｌｉｎｇｏｆ
ＣＰＣ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Ｍ０２１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秋、春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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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本科非
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
研究生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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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１－１０），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２］《列宁专题文集》（１－５），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３］《毛泽东选集》（１－４），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４］《邓小平文选》（１－３），人民出版社。
［５］《江泽民文选》（１－３），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６］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王瑞荪主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

［７］邱伟光、张耀灿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８］张耀灿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９］及海龙著：《思政学基础（修订版）》，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１０］刘德华主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著作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１１］陈秉公著：《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１２］孙其昂著：《社会学视野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国物价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１３］席文启等著：《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概论》，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１年版。
［１４］石云霞主编：《“两课”教学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１５］张耀灿、徐志远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１６］张蔚萍主编：《思想政治工作学教程》，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１７］祖嘉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１８］隋淑芬主编：《中国古代思想教育史》，红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１９］王律中、李文祥王昕、郭惠琳著：《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心理学问题及其对策（１－３）》，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版。

［２０］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２１］张耀灿等著：《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２２］余仰涛著：《思想政治工作学研究方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２３］万光侠等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２４］李合亮著：《思想政治教育探本：关于其源起及本质的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２５］荆惠民主编：《思想政治工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２６］李俊伟著：《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与科学化》，红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２７］沈壮海著：《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第２版）》，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２８］戴志伟著：《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新论》，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２９］黄书光著：《价值观念变迁中的中国德育改革》，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３０］李德芳、李辽宁、杨素稳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料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３１］王树荫主编：《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纲：１９４９－２００９》，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３２］郑永廷主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３３］李征著：《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３４］陈立思主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３５］喻包庆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政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３６］檀传宝等著：《公民教育引论：国际经验、历史变迁与中国公民的选择》，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３７］罗洪铁、周琪、王斌等著：《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演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３８］邱柏生、董雅华著：《思想政治教育学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３９］宇文利：《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４０］孙其昂著：《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４１］金林南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４２］［美］伊斯顿著：《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４３］［美］柯尔伯格：《道德教育的哲学》，魏贤超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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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美］罗伯特·Ｎ．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周穗明、翁寒松译，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版。

［４５］［美］沃尔特·Ｃ·帕克：《美国小学社会与公民教育（第十二版）》，谢竹艳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４６］［法］卢梭：《爱弥尔：论教育》，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
［４７］［法］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陈光金、沈杰、朱谐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４８］［英］彼得斯：《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邬冬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４９］［苏］《苏霍姆林斯基选集（五卷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５０］参考期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教育研究》、《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思想政治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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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０４０１）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学科门类：教育学（０４）　　一级学科：教育学（０４０１）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高等教育专业始建于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开始招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２０１１年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获得批准。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二级

学科，学科设置１３年来，已发展成为包括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管理、比较高等

教育、教育评价、教育经济学等诸多分支学科的学科群。目前学科点拥有教师１３

名，其中教授８人，副教授４人，讲师１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９人。学科近５年

来承担或完成各类课题近５０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１项，省部级各类项目２５

项，科研经费总数达１６０余万元。本专业研究生毕业后一般从事教育及相关领域

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二、培养目标

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和邓小平理论；德、智、体全面发展，具

有勇于追求真理和献身科教事业精神；掌握丰富扎实的教育学尤其是高等教育学

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现代教育与管理的技能与方法，了解本学科

发展前沿，灵活应用掌握的知识从事教育相关部门的教学、科研及管理工作；掌握

一门外语，并能熟练运用于教育研究或管理；毕业后能独立胜任教育科学研究、教

育教学以及教育管理等工作。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教育理论与实践（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高等教育管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教育经济与政策（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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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在入学后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听取管理学、社会学、哲学、工学等学科博士生导师讲座不

少于５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

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

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

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并在学位论文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

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主要手段。学

科要求研究生要积极申报和参加各类课题研究项目，重视并参与各种教育与社会

实践、社会调查与分析活动。如，参与导师或学科的相关课题研究；学科鼓励在学

研究生独立申报研究课题，如，申报研究生院专为研究生设置的各种研究课题；参

加在校内相关部门的实习，如，助学、助管、助教以及社会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

活动。研究生参加实践活动的累计３６学时以上，并由导师对学生实践环节的时

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文献阅读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位论文选题过程中

不可缺少的环节。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广泛阅读中外文文献并撰写阅读报

告，阅读报告篇幅应不少于８０００字。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阅读本专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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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著作应不少于３０本（教材不计在其中），阅读学术期刊文献的篇数应不少于１００

篇，其中外文文献应达到４０％。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阅读工作，加强对

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在学位论文开题前，研究生必须提交不少于８０００字的

文献阅读报告，文献阅读报告的内容须与学位论文相关，报告的书面材料须经指

导教师审核、签字、打分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工作必须经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论文中期

检查；学术论文发表；论文预答辩；论文送审（外审与内审）；论文正式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选题内容应围绕教育发展中的理

论和实际问题，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

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

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３学期作论文开

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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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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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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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５Ｍ０６０１
教育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授／研讨 论文／
考试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６０２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授／研讨 论文／

考试
公管院

必修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５Ｍ０６０３ 高等教育学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授／研讨 论文／

考试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６０４ 教育经济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授／研讨 论文／

考试
公管院

必修

专业
课程

１５Ｍ０６０５ 高等教育管理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授／研讨 论文／

考试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６０６ 教育政策与评价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授／研讨 论文／

考试
公管院

必修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５Ｍ０６０７ 教育哲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３２ ２ 秋 讲授／研讨 论文／

考试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６０８ 世界高等教育史
Ｗｏｒｌ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授／研讨 论文／

考试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６０９ 教育心理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授／研讨 论文／

考试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６１０
水利高等教育
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Ｗａｔｅｒ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６ １ 春 讲授／研讨 论文／
考试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６１１ 比较教育学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６ １ 春 讲授／研讨 论文／

考试
公管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７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补修课程 由导师指定２门以上课程 考查

本科非
教育学
专业研究
生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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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Ｍ］．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约翰·Ｓ·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Ｍ］．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罗纳德．巴尼特．高等教育理念［Ｍ］．蓝劲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４］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Ｍ］．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德里克·博克．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Ｍ］．侯定凯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２．

［６］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第二版）［Ｍ］．侯定凯等译．上海：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７］约翰·范德格拉夫．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Ｍ］．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８］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第二版）［Ｍ］．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９］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Ｍ］．郑继伟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０］伯顿·克拉克．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Ｍ］．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１］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２１世纪的问题［Ｍ］．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２］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Ｍ］．徐辉，陈晓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３］张红霞．教育科学研究方法［Ｍ］．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４］潘懋元主编．高等教育学［Ｍ］．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５］闵维方．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６］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７］威廉·维尔斯马、斯蒂芬·Ｇ·于尔斯．教育研究方法导论（第９版）［Ｍ］．袁振国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

社，２０１０．
［１８］英博（ＩｎｂａｒＤａｎＥ．）等．教育政策基础［Ｍ］．史明洁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９］袁振国．教育政策学［Ｍ］．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０］弗兰斯·Ｆ·范富格特．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Ｍ］．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１］埃尔查南·科恩，雷特·Ｇ·盖斯克．教育经济学（第３版）［Ｍ］．范元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２］矢野真和．高等教育的经济分析与政策［Ｍ］．张晓鹏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３］Ｄ．Ｃ．Ｌｏｒｔｉｅ．Ｓｃｈｏｏｌｔｅａｃｈｅｒ：Ａ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Ｍ］．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５．
［２４］教育研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２５］高等教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
［２６］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北京大学．
［２７］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清华大学．
［２８］复旦教育论坛．复旦大学．
［２９］教育发展研究．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３０］教育与经济．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
［３１］比较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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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心理学（０４０２０３）

（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学科门类：教育学（０４）　　一级学科：心理学（０４０２）

一、学科简介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河海大学开始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２００４年建成了一

个以应用心理学研究所为依托的教学科研机构，负责该学科的建设与管理。２００５

年获得应用心理学硕士授予权。河海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在心理学与哲学、思

想政治教育的结合上以及对大学生心理、特殊儿童心理、心理测评的研究等方面

比较占优。近年来，主持了部、省级研究课题，在《心理行为研究》和《中国临床心

理学杂志》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研究生就业主要流向高校从事学生管

理、心理咨询和企业从事人力资源管理。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能较好地胜任未来的心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应用心理学

高级人才。他们应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严谨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

的精神，掌握系统的心理学知识和各种研究方法，并能较熟练运用一门外国语。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心理健康与教育 （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社会及管理心理学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应用发展心理学 （Ａｐｐｌｉ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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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４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于第三学期提交，

书面材料须经指导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必读

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应以某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影响因素、某群体的发展心理特

征、某群体的社会心理和管理心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

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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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

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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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心理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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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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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５Ｍ０７０１
心理实验的理论与设计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ｓ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７０２ 心理学理论和历史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必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５Ｍ０７０３
心理咨询与治疗（双语）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７０４ 社会及管理心理学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必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５Ｍ０７０５ 高级心理测量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Ｍｅａｓｕｒ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７０６
心理学研究中的非实验方法
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必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５Ｍ０７０７ 应用发展心理学
Ａｐｐｌｉ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７０８
心理研究高级软件的操作与应
用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ｄａ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７０９ 教育心理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７１０ 人格心理学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７１１ 变态心理学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７１２ 老年心理学
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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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Ｍ］．王垒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杨鑫辉．心理学通史［Ｍ］．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３］伯格．人格心理学［Ｍ］．陈会昌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汪云九、杨玉芳等．意识与大脑－－多学科研究及其意义［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５］欧文·斯通．心灵的激情（上、下）［Ｍ］．朱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６。
［６］荣格．回忆、梦、思考（荣格自传）［Ｍ］．刘国彬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７］阿德勒．自卑与超越［Ｍ］．黄光国译．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７。
［８］弗洛姆．逃避自由［Ｍ］．陈学明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１９８７。
［９］克莱尔．现代精神分析“圣经”－－客体关系理论与自体心理学［Ｍ］．贾晓明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２００２。

［１０］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Ｍ］．王映桥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１］徐光兴 西方心理咨询经典案例集［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２］胡佩诚等．心理治疗与咨询的理论及案例（上、下）［Ｍ］．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３］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８版）［Ｍ］．张智勇、乐国安、侯玉波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４］周爽，朱志洪，朱星萍．社会统计分析：ＳＰＳＳ应用教程－－高等学校文科专业大学计算机规划教材［Ｍ］．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５］孟庆茂，刘红云，赵增梅．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设计及统计分析［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６］米勒．发展的研究方法［Ｍ］．郭力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７］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Ｍ］．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８］舒华．心理与教育研究中的多因素实验设计［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９］郭秀艳．实验心理学［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０］张厚粲．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修订版）［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２１］戴海琦等．心理与教育测量［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２］卢纹岱．ＳＰＳＳ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统计分析［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３］张厚粲等．现代英汉－汉英心理学词汇（修订版）［Ｍ］．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４］参考期刊：心理科学。
［２５］参考期刊：心理科学进展。
［２６］参考期刊：心理与行为研究。
［２７］参考期刊：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２８］参考期刊：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２９］参考期刊：心理学探新。
［３０］参考期刊：应用心理学杂志。
［３１］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２］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３３］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４］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５］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６］参考期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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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训练学（０４０３０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学科门类：教育学（０４）　　一级学科：体育学（０４０３）

一、学科简介

体育教育训练学是研究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学科，具有多

学科交叉的特点。２００７年开始招收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本硕士点充分

利用学校其他学科的课程和师资资源，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领域。学校高水平运动

队为研究生理论联系实践提供有利条件。与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江

苏省和南京市体育局训练基地的友好协作，为研究生搭建了科研实践的平台。本

专业现有教授５人，博士３人，硕士生导师９人，副教授１７人。科研实力雄厚，成

果丰硕，主持了１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多项省部级课题。研究生毕业后主

要从事大、中、小学体育教学和体育管理。

二、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坚实的体育学基础理

论，系统的专门知识和规范的学术训练，能独立承担体育教学、训练和研究工作的

专门人才。具体包括：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对于学术研究和学术规

范有深刻理解，恪守学术道德；具有较系统的体育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

专业知识，掌握体育学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能独立进行

科学研究。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能从事学

校、科研机构的教学及研究工作和体育相关工作，也可进一步攻读相关学科的博

士学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运动训练与管理（Ｓｐｏｒｔ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体育保健教育与方法学（ＨｅａｌｔｈＦｉｔｎｅｓ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普通高校体育课程与教学论（ＣｏｌｌｅｇｅＰ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４．体育教育与训练（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ｒｔ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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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位课程

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对缺少

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应根据具体

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培养计划，但

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第一个学期入学二个月内按照培养方案

和学位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各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教学实习一个月，以助理教练参与运动队实践一个月，裁判员实习一次，各项

实践由导师对学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较广泛地阅读中文和外文文献并撰写读书报告，读

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

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

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

备查。

七、论文工作

１．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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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工作应以体育教育、训练、管理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践问题为

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

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

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

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３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体育系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体育系备案。

４．学术论文

参照《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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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训练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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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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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必修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９Ｍ０１０１ 运动生理学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ｏｒｔａｎｄ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体育系

１９Ｍ０１０２ 体育科研方法
Ｓｔｕｄ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Ｓｐｏｒｔ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体育系

必修

必修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９Ｍ０１０３ 体育课程与教育论
Ｐ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体育系

１９Ｍ０１０４
中国养生锻炼学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
Ｌｉｆ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体育系

必修

必修

专业
课程

１９Ｍ０１０５ 体育管理学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体育系

１９Ｍ０１０６ 运动训练学
Ｓｐｏｒｔ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体育系

必修

必修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１９Ｍ０１０７
乒乓球教学训练研究
ＰｉｎｇＰａ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体育系

１９Ｍ０１０８
羽毛球教学与训练研究
Ｂａｄｍｉｎｔ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体育系

１９Ｍ０１０９
网球教学与训练研究
Ｔｅｎｎｉ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体育系

１９Ｍ０１１０
体育赛事运营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Ｅ
ｖｅｎｔ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体育系

１９Ｍ０１１１ 体育与人生
Ｓ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Ｌｉｆｅ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体育系

１９Ｍ０１１２ 体育课教学评价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ｐｏｒｔ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体育系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群体竞赛、裁判员等
级考试和教学、运动队实践等）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必修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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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鲍明晓．体育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田麦久．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曲宗湖，杨文轩．域外学校体育传真．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凌平．中美高校体育管理比较研究．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５］王家宏．我国篮球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６］杨再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７］杨铁黎．职业篮球市场论．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８］谭建湘．体育经纪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参考期刊：体育科学
［１０］参考期刊：中国体育科技
［１１］参考期刊：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１２］参考期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１３］参考期刊：体育科研
［１４］参考期刊：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１５］参考期刊：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１６］参考期刊：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１７］Ｐｅｊｏｒｉｃｈ．ｓ．１９９０．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ｒ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ＫｌｕｗｅｎＡｃａｄｅｍ

ｉｃ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ｒｓ
［１８］Ｊｏｈｎ．Ｒ．Ｇｅｒｄｙ．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ｔｈｌｅｔｉ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ｙｘ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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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学（０５０２）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学科门类：：文学（０５）　　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０５０２）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一级学科硕士点外国语言文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硕士

点：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该学科点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在

重视创新型教学的同时，致力于培养教师良好的学术素养和科研意识。学科点现

有６名教授、２３名副教授。二级学科硕士点“英语语言文学”重点从事英美十九

世纪和现当代文学作品研究，建有“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精品课程。近年来获得江

苏省人文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以及其他省级以上项目７项，翻译出版多

部外文著作，发表核心期刊论文３０余篇，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二级学科硕士

点“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侧重于对比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二语习得

等领域的研究，尤以在对比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方面研究成果显著，近年来获得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省级以上项目５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２０余篇。

二、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科研能力的高层次英语人才。具有坚实

的英语语言文学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了解和掌握本学科的当前

状况和发展趋势；具有严谨、求实的学风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学位论

文语言流畅并具有新的见解。此外应较熟练地掌握第二外国语，具有一定的口、

笔译能力及阅读与本专业有关书刊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英语语言文学（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翻译研究（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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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

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

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

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

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６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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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应与对比语言学、语用学、二语习得、翻译理论、实用翻译、工程

翻译、翻译文化、翻译史、十九世纪英美文学作品和作家以及西方现代文论等方面

的研究密切联系，以英语语言文学研究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及实际问题为背

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

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

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英文撰写，字数不少于１．５万字。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

推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

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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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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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１８Ｍ０１２２
第二外国语（日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１８Ｍ０１２３ 第二外国语（法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ｒｅｎｃｈ）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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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４学分

必修
２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８Ｍ０１０１ 跨文化交际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６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外语院

１８Ｍ０１０２ 语义学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外语院

１８Ｍ０１０３ 学术论文写作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Ｗｒｉｔｉｎｇ ３６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外语院

选修
４～６
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８Ｍ０１０４ 西方现代文论
Ｍｏｄｅｒ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１８Ｍ０１０５
汉英语言对比研究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６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１８Ｍ０１０６ 翻译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３６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选修
４～６
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８Ｍ０１０７ 应用语言学
Ａｐｐｌｉｅｄ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１８Ｍ０１１１
现当代英美文学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６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选修
２～４
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８Ｍ０１１２ 世界文学名著研究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１８Ｍ０１１４ 语料库语言学
Ｃｏｒｐｕ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１８Ｍ０１１５ 翻译文化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 ３６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１８Ｍ０１１７
语言学与计算机运用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３６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外语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高级阅读 ３６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外语院

高级写作 ３６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外语院

本科非
英语专业
研究生
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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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ＧｉｄｅｏｎＴｏｕｒｙ．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２］Ａｎｄｒｅ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Ｆａｍｅ［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３］ＳｕｓａｎＢａｓｓｎｅｔｔ＆ＡｎｄｒｅＬｅｆｅｖ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４］ＡｎｄｒｅＬｅｆｅｖｅｒ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Ａ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ｏｋ［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５］ＴｈｅｏＨｅｒｍａｎ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６］Ｆ．ｄｅ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ｄ．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Ｍ］．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７］ＳｔｅｐｈｅｎＣ．Ｌｅｖｉｎｓｏｎ．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Ｍ］．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８］ＤａｎＳｐｅｒｂｅｒ＆ＤｅｉｒｄｒｅＷｉｌｓｏｎ．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２ｎｄｅｄ）［Ｍ］．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９］Ｊｅｆ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Ｍ］．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１０］ＰａｕｌＧｒｉｃ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ｈｅＷａｙｏｆＷｏｒｄｓ［Ｍ］．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１１］王宪生．西方文化［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２］王磊．圣经与西方文化［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３］杨建华．西方译学理论辑要［Ｍ］．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４］孙有中．西方思想经典导读［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５］刘小枫．拯救与逍遥［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１６］加德纳．宗教与文学［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７］杨慧林．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８］伯尔等．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
［１９］陆扬．欧洲中世纪诗学［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０］特雷西．诠释学、宗教、希望［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８．
［２１］卞昭慈．天路、人路：英国近代文学与基督教思想［Ｍ］．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２］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３］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４］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５］郭宏安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６］塔迪埃．２０世纪的文学批评［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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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０５０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学科门类：文学（０５）　　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０５０３）

一、学科简介

本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以新闻生产与传播，特别

是职业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传播学以人类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重点在于传播、

交往与人类的关系。本学科在新闻传播实务、文化传播、新媒体传播等方面形成

了一定的特色。

目前学科共有专职教师１７人，兼职教师１３人。其中，正高职称４人，副高职

称１０人，有博士学位教师９人，形成了年龄、职称合理的学术梯队，为培养新型新

闻传播人才提供了保障。

新闻传播学硕士点已毕业５届学生，共８７人，主要就业于各类媒体、高校及

政府机构，部分学生攻读博士学位或在企业的宣传部门工作。

二、培养目标

具有宽阔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全面扎实的专业知识，经过规范的学术训

练，熟悉新闻传播实践，具备学术研究的能力和独立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人才。

具体包括：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有比较系统的阅读和掌握；对于新闻

传播知识有系统掌握和透彻理解，能创造性地从事新闻实践工作；对于本专业、本

领域的研究及其成果，有全面和深入掌握；拥有研究方法论和基础知识、能够根据

具体选题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对于学术、学术研究、学术规范有深刻理解，恪守

学术道德；思维严谨、逻辑严密，具有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新媒体传播（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影视传播（Ｖｉｄｅ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文化传播（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新闻传播实务（ＴｈｅＰ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Ｎｅｗ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５．新闻史论（Ｎｅｗ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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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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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审核后于第三学期末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应围绕新媒体传播、影视传播、新闻史论、新闻传播业务和文化

传播等领域展开，与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及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密切联系，以

新闻传播学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背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和现实意义，并能有所创新。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

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

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

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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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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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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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５Ｍ０８０１
新闻传播学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８０２
新闻传播史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必修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５Ｍ０８０３ 受众研究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ｔｕｄ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８０４ 新闻舆论研究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Ｎｅｗｓ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必修

专业
课程

１５Ｍ０８０５
广播电视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ｌ
ｅｖｉｓ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８０６
新闻传播实务研究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必修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５Ｍ０８０７ 媒介融合研究
ＲｅｓｅｒｃｈｏｎＭｅｄｉａ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８０８ 传播体制与传播政策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８０９ 影视传播
Ｖｉｄｅ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８１０
媒介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ｃｈＭｅｔｈｅｒｓｏｎ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ＴＶＮｅｗ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８１１ 新闻编辑理论与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ＮｅｗｓＥｄｉｔｉｎｇ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８１２ 新闻图片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Ｎｅｗｓ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８１３ 广告理论与实务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８１４ 传播与文化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新闻学导论 ３２ ２ 考试 公管院

传播学引论 ３２ ２ 考试 公管院

本科非
新闻传播
专业研究
生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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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方汉奇，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简史［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３］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Ｍ］．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黄瑚．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５］魏永征．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６］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外国新闻传播史［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７］卜卫．媒介与性别［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８］刘晓红、卜卫．大众传播心理研究［Ｍ］．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２００１
［９］柯惠新、祝建华、孙江华．传播统计学［Ｍ］．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０］张国良．２０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１］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Ｍ］．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２］张子让．当代新闻编辑［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３］喻国明．传媒影响力［Ｍ］．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４］［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Ｍ］．梅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４
［１５］［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Ｍ］．金燕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６］［美］巴顿·卡特等．大众传播法概要［Ｍ］．黄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７］［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Ｍ］．郭镇之译．北京：华夏出版

社，２０００
［１８］［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Ｍ］．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
［１９］［美］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Ｍ］．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０］［美］希伦·Ａ·洛厄里等．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Ｍ］．刘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９
［２１］ＫｅｎＭｅｔｚｌｅｒ．创造性的采访（第三版）［Ｍ］．李丽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２］［美］威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Ｍ］．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３］［荷］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Ｍ］．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４］［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Ｍ］．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

版社，２０００
［２５］［美］卡迈利保尔．全球传播［Ｍ］．尹宏毅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６］［美］威廉·阿伦斯．当代广告学（第七版）［Ｍ］．丁俊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７］［英］密尔顿．论出版自由：阿留帕几底卡［Ｍ］．吴之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
［２８］［美］理查德ｏ韦斯特．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Ｍ］．刘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９］［美］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Ｍ］．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０］参考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３１］参考期刊：新闻大学，复旦大学
［３２］参考期刊：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
［３３］参考期刊：新闻传播（复印资料），中国人民大学
［３４］参考期刊：出版发行研究，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３５］参考期刊：编辑学刊，上海市编辑学会
［３６］参考期刊：国际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
［３７］参考期刊：新闻记者，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３８］参考期刊：［美］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Ｓ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１９９９－－ＩＳＳＮ：１５２２－６３７９
［３９］参考期刊：［美］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Ｓ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ｓ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ｓ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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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１９９５－－ＩＳＳＮ：１０７７－６９５８
［４０］参考期刊：［美］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Ｓ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１］参考期刊：［澳］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４２］参考期刊：Ｈａｒｖａ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ｅｓ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ｌｓｏｋｎｏｗｎａｓ：Ｐｒｅｓ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

：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ＩＳＳＮ：１５３１－３２８Ｘ
［４３］参考期刊：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ＩＳＳＮ：１５４９－９０４９
［４４］参考期刊：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ａｚｅｔ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Ｏａｋｓ，Ｃａｌｉｆ．：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６－ －ＩＳＳＮ：１７４８－０４８５
［４５］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ｋｎｏｗｎａｓ：ＩＪｏＣ）－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Ｃ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Ａｎｎｅｎｂｅｒｇ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 －ＩＳＳＮ：１９３２－８０３６
［４６］参考期刊：ＩＰＩｇｌｏｂ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ａｌｓｏｋｎｏｗｎａｓ：Ｇｌｏｂ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ｓ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ｇｌｏｂａｌｊｏｕｒｎａ

ｌｉｓｔ）－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Ｍ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ｓ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４７］参考期刊：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ｌｓｏｋｎｏｗｎａｓ：ＮＲＪ）－［Ｍｅｍｐｈｉｓ：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Ｎ：０７３９－５３２９
［４８］参考期刊：Ｐｒｅｓｓｔｉｍｅ（ａｌｓｏｋｎｏｗｎａｓ：Ｐｒｅｓｓｔｉｍｅ）－［Ｒｅｓｔｏｎ，Ｖ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ＩＳＳＮ：０１９４－３２４３
［４９］参考期刊：Ｒｙｅｒｓ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Ｔｏｒｏｎｔｏ：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Ｒｙｅｒｓｏｎ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９８４］－ －ＩＳＳＮ：０８３８－０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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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０７０１）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学科门类：理学（０７）　　一级学科：数学（０７０１）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数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于 ２００５年设立。本学科点下设基础数学

（０７０１０１）、应用数学（０７０１０４）、计算数学（０７０１０２）、运筹学与控制论（０７０１０５）四

个二级学科点，现有在职教师５０余人，其中，教授７人，副教授１９人，具有博士学

位者２０余人，现有博士生指导教师４人，硕士研究生导师１２人。本学科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者１人，江苏省“３３３工程”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培养人选

２人，江苏省“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培养人选或青年骨干教师３人。本学科已形

成了稳定的、特色明显的研究方向，其中，偏微分方程、非线性泛函分析、微分方程

与动力系统、科学计算、数学在水利科学中的应用等，已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水

平。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的硕士应恪守学术道德规范，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严

谨的治学态度及较强的创新精神，善于接受新知识，探索新思路，研究新课题，并

有较强的从事相关学科工作的能力。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

的专门知识，初步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能使

用一门外国语进行国际交流和熟练阅读本学科外文文献，能承担与数学相关的科

研、教学或其他实际工作。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基础数学 （Ｐｕｒ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２．计算数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３．应用数学 （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４．运筹学与控制论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ｏｒ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本学科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修

满规定的课程学分、完成必修环节和学位论文，可提前毕业或延期毕业（最长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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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５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课程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和教学环节。课程

学习的最低要求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具

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应在导师指导下，入学后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论文工作的有关

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

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

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

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负责人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公开的学

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各项实践活动的累计

时长要达到１周，并由导师对学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７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

经指导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除了取得必要的课程学分之外，需具备独立从事科

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并在学术上做出具

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于申请硕士学位前将成果发表在高水平专业期刊上。

硕士学位论文工作需要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学术

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

进展情况，从而确定自己可行的研究方向。选题工作一般应在研究生一年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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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是集思广益、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一种途径，

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

通常应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内完成。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具体按照《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６．论文审查

论文审查包括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硕

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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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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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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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２Ｍ０１０１ 现代分析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１０２ 抽象代数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ｌｇｅｂｒａ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必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２Ｍ０１０３
线性偏微分方程
Ｌｉｎｅａｒ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
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１０４
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
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０１ 高等数理统计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０９
信息安全数学基础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０６ 最优化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２Ｍ０１０５ 非线性泛函分析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０３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１０６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
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１０７
傅里叶分析，小波及其应用
Ｆｏｕｒｉ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ｖｅｌｅｔｓａｎｄ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１０８ 密码学
Ｃｒｙｐｔ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１０９ 计算流体水动力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１１０ 图论
Ｇｒａｐｈ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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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２Ｍ０１１１
无穷维动力系统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０２ 随机过程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１１２
Ｂａｎａｃｈ空间积分理论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Ｂａｎａｃｈ
Ｓｐａｃ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１１３
微分方程数值解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１２
智能计算与数据分析技术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Ｄａｔａ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必修

选修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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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Ｍ０１１４
密码算法分析与设计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ｒｙｐｔｏｌ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１１５
学科前沿知识讲座
ＬｅｃｔｕｒｅｏｎＮｅ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Ｍａｔｈｅ
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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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ＬｅｅＰｅｎｇＹｅｅ，Ｌａｎｚｈｏｕ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１９８９．
［２］Ｅ．Ｚｅｉｄｌｅｒ，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ｓ－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５．
［３］Ｊ．Ｃ．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ｖｅＰａｒａｂｏｌｉｃＰＤ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Ａｔｔｒａｃｔｏｒ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４］钟承奎等，非线性泛函分析引论，兰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５］Ｊ．Ｍａｗｈｉｎ，Ｍ．Ｗｉｌｌｅｍ，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ｐ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９．
［６］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Ｃ．Ｅｖａｎｓ，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８．
［７］袁亚湘，孙文瑜，最优化理论与方法，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８］Ｈ．ＫＶｅｒｓｔｅｅｇ＆Ｍａｌａｌａｓｅｋｅｒａ，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００．
［９］卯诗松、王静龙、濮晓龙．高等数理统计（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０］Ｄｕｍｍｉｔ，ＤａｖｉｄＳ，Ｆｏｏｔ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ｌｇｅｂｒａ，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Ｉｎｃ，２０１１．
［１１］ＡｎｔｏｎｉｏＧａｌｖｅｓ，ＪａｃｋＫ．Ｈａｌｅ，ＣａｒｌｏｓＲｏｃｈ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ｔｈｅ

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２００２．
［１２］１．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２．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ＳＤ），３．Ｗｉｌｅｙ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１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ａｔｈＳｃｉＮｅｔ．
［１４］Ａｃｔ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０２５２９６０２
［１５］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ａｔｈéｍａｔｉｑｕｅ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０００７４４９７
［１６］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ｏｏｋ／９７８０４４４５１７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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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态物理（０７０２０５）

（ＣｏｎｄｅｎｓｅｄＭａｔｔ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ｓ）

学科门类：理学（０７）　　一级学科：物理学（０７０２）

一、学科简介

凝聚态物理学是研究由大量粒子（原子、分子、离子）组成的凝聚态物质结构

间的相互作用和粒子的运动规律、动力学过程以及它们与物理性质之间联系的学

科。凝聚态物理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固体物理、晶体物理、金属物理、半导体物理、

电介质物理、磁学、固体光学性质、低温物理与超导电性、高压物理、稀土物理、低

维物理、介观物理、缺陷与相变物理、纳米材料、非晶物理、准晶、也包括液晶物理、

液体物理等软凝聚态物理。凝聚态物理学的特色是基础研究与技术应用有着紧

密的联系，在当今世界的高新科技领域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是材料、信

息、能源等重要工业发展的基础。近年来凝聚态物理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

技术日益向相邻学科渗透、扩展，深刻地影响着当前高新技术中的带头领域（如新

型功能材料、信息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等）的发展思路和方向。

我校凝聚态物理专业硕士点设置于２００７年（并于当年开始招生），是应用物

理本科教育的继续和提升。主要有纳米材料的设计与计算、纳米材料的光电特

性、薄膜材料的电磁特性等研究方向。在注重物理基础研究的同时，发展应用物

理特色，着力于培养物理应用能力与前沿科学研究素质兼具的专门人才。

二、培养目标

通过本学科相关领域的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使学生达到既具有凝聚态物理

学坚实的基础，又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相关领域的专门知识，

技术和方法，能够解决科学研究或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能较熟练地掌握一门

外语，能够进行外文文献的阅读和写作。具有从事本学科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

教学、工程、技术及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纳米光电子技术（Ｎａｎｏ－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纳米材料的设计及计算（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纳米材料制备及物性表征（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ｈｏ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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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４．薄膜物理 （ＴｈｉｎＦｉｌｍＰｈｙｓｉｃｓ）

５．固体磁性（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ｉｎＳｏｌｉｄ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

分，另设教学环节。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或导师组的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

方案和学位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

划，其中学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一经确定，要切实执行，不得随意变动。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各项实践活动的累计

时长要达到１周，并由导师对学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５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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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

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

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是学位论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硕士生学位论文开题时间

应在第３学期完成。学位点根据选题情况，成立由３－５名导师组成的审查小组，

听取研究生汇报，对论文选题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分析难点，明确方向，以保证学

位论文按时完成并达到预期结果。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具体按照《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本专业的硕士学位论文要求能对凝聚态物理某一研究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有

广泛深入的了解，并有一定的自己的见解；掌握该研究领域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有

关技能；要有相当的工作量和一定的阶段性新结果；分析要论据充分，有一定的新

见解。

在学位论文工作开展期间，每隔２－４周，研究生应在在一定范围内报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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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情况，导师、指导小组及有关人员参加，帮助硕士生分析论文工作进展中的难

点，及时给予指导，促进论文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研究生独立完成学位论文撰写后，应聘请本专业有影响的专家学者进行评

阅。学位论文评阅通过后，可组织答辩，答辩通过后方能授予硕士学位。

学位论文是培养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重要环节。

硕士研究生在开展论文工作期间应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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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态物理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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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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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选修
５－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２Ｍ０３０１ 材料科学基础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３０２ 现代物理测试技术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３０３
群论及在固体物理中的应用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Ｓｏｌｉ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选修
３－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２Ｍ０３０４ 固体磁性
Ｓｏｌｉｄ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３０５ 薄膜物理
ＴｈｉｎＦｉｌｍＰｈｙｓ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３０６ 纳米光子学
ＮａｎｏＰｈｏｔｏｎ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３０７ 固体量子化学
ＳｏｌｉｄＱｕａｎｔｕｍ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辨证法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２Ｍ０３０８ 傅里叶光学
ＦｏｕｒｉｅｒＯｐｔ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３０９
纳米材料设计与计算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ｎａｎ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３１０ 导波光学
ＧｕｉｄｉｎｇＯｐｔ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３１１ 高等量子力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Ｑｕａｎｔｕ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专业基础
或专业课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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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冯端等，《凝聚态物理新论》，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２］谢希德等，《固体能带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姜寿亭等，《凝聚态磁性物理》，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熊兆贤，《材料物理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５］薛增泉，《分子电子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６］李正中，《固体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７］冯有前，《数值分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赵冷柱、张希成，《高等半导体物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９］蒋民华，《晶体物理》，济南：山东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０
［１０］钟维烈，《铁电物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１］张沛霖、钟维烈，《压电铁电材料与测量》，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２］侯云智，《群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３］戴道生，《铁磁学》，北京：北京大学，１９８７
［１４］邹世昌、林成鲁，《Ｂａｃｋ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ｅｒｙ》，Ｗｅｉ－ＫａｎＣｈｕ，ＪａｍｅｓＷＭａｙｅｒａｎｄＭａｒｃＡＮｉｃｉｌｅｔ（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中译本：背散射分析技术，北京：原子能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５］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Ｐ·Ｍｅｙｓｔｒｅ，ＡｔｏｍＯｐｔｉｃｓ》，２００１
［１６］Ｃ·Ｊ·Ｐｅｔｈｉｃｋ＆Ｈ·Ｓｍｉｔｈ：《Ｂｏｓｅ－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ｌｕｔｅＧａｓ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１７］Ｓｐ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ｈｔｔｐ：／／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
［１８］ＩＯＰ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ｏｐ．ｏｒｇ／
［１９］Ｗｉｌｅｙ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ｈｔｔｐ：／／ｏｌａｂｏｕｔ．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ＷｉｌｅｙＣＤ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ｄ－４０６０８９．ｈｔｍｌ
［２０］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
［２１］Ｎａｔｕｒ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ａｇ．ｏｒｇ／
［２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ｌｅｔｔｅｒｓ：ｈｔｔｐ：／／ｐｒｌ．ａｐｓ．ｏｒｇ／
［２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Ｂ：ｈｔｔｐ：／／ｐｒｂ．ａｐｓ．ｏｒｇ／
［２４］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Ｅ：ｈｔｔｐ：／／ｐｒｅ．ａｐｓ．ｏｒｇ／
［２５］Ａｐｐｌｌｉ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ｈｔｔｐ：／／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ｉｐ．ｏｒ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ｉ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ｐｌ
［２６］Ｅｕｒｏｐｈｙ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ｈｔｔｐ：／／ｉｏｐ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ｏｐ．ｏｒｇ／０２９５－５０７５
［２７］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ｈｔｔｐ：／／ｅｐｊｄ．ｅｐｊ．ｏｒｇ／
［２８］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ｈｔｔｐ：／／ｉｏｐ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ｏｐ．ｏｒｇ／０９５３－４０７５／
［２９］Ｎａｎｏｌｅｔｔｅｒｓ：ｈｔｔｐ：／／ｐｕｂｓ．ａｃｓ．ｏｒ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ａｌｅｆｄ
［３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ｈｔｔｐ：／／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ｉｐ．ｏｒ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ｉ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ａｐ
［３１］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ｃｏｍ／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ａ／
［３２］Ｐｈｙｓｉｃａａ／ｃ：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ｃｏｍ／
［３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ｙｓ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ｙｓ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
［３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ｙｓｉｃｓ：ｈｔｔｐ：／／ｉｏｐ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ｏｐ．ｏｒｇ／１００９－１９６３
［３５］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ｈｔｔｐ：／／ｉｏｐ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ｏｐ．ｏｒｇ／０２５６－３０７Ｘ／
［３６］物理学报：ｈｔｔｐ：／／ｗｕｌｉｘｂ．ｉｐｈｙ．ａｃ．ｃｎ／ＣＮ／ｖｏｌｕｍｎ／ｈｏｍｅ．ｓｈｔｍｌ
［３７］理论物理通讯：ｈｔｔｐ：／／ｃｔｐ．ｉｔｐ．ａｃ．ｃｎ／ＥＮ／ｖｏｌｕｍｎ／ｈｏｍｅ．ｓｈｔｍｌ
［３８］计算物理：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ｊｃｐ．ｎｅｔ／
［３９］光学学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ｐｔ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ｇｘｘｂ．ｈｔｍ
［４０］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报：ｈｔｔｐ：／／ｊａｍｐ．ｓｃｕ．ｅｄｕ．ｃｎ／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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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学（０７０５０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学科门类：理学（０７）　　一级学科：地理学（０７０５）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自然地理学科于２００６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７年开始招收第

一届硕士研究生。依托河海大学在水利、土木、环境等学科的综合优势，形成了一

支以水文地理研究及多学科交叉融合为特色的学术队伍，现有教授８人，副教授

１２人。本学科主要研究流域与海岸带地理要素的时空演变过程与区域分异规律、

基于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地理要素时空分析方法、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区

域规划，为流域机构、环境部门、高等院校以及科研院所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河

海大学拥有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工程

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并在宜兴等地建设有多个野外教学与科研实践基地，为

培养自然地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自然地理学与水文水资源科

学研究相结合，承担了大量国家及部、省级重点科研项目，取得了多项省部级教学

与科研成果。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注重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着重培养具有

较高地理学素养的综合性高层次人才，要求具有自然地理学科的坚实基础理论和

系统专业知识，具备相关领域的实际工作和科研创新能力，适应２１世纪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的高层次专业人才；能够熟练阅读外文和利用外文进行学术交流，

掌握本学科的理论与技术前沿动态；能够面向各类行业应用需求，胜任资源环境

规划与管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应用研究工作。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地理环境演变及水文效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２．河流与海岸地貌学（Ｆｌｕｖｉａｌ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３．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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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学习年限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

（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硕士研究生课程由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和研究环节组成。硕士研究生课程

总学分不少于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少于１８学分，非学位课程不少于１０学分，

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 （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５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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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论文选题需要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密切联系，围绕地理环

境演变及水文效应、河流与海岸地貌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等研究方向，面向重

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

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

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

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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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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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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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３ 最优化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５ 数理统计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１Ｍ２１０１ 现代地貌学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１１Ｍ２１０２ 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０３ 遥感地学分析
ＲＳＧｅ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１０ 地理数据分析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地理学
本科专业
加修１门）

专业
课程

１１Ｍ２３０４ 现代地图学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０３ 区域规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０１Ｍ０１１４ 数字流域基础
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１７ 生态水文学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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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１Ｍ０１１９
地理信息系统与应用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１１Ｍ２３０６ 空间分析与建模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１０３ 土地利用与评价
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０２
产汇流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ｕｎｏｆ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１０
水资源系统规划与管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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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伍光和等编著．自然地理学（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杨吾扬．地理学思想简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
［３］［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４］［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地理学、这绵历史、性质和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５］国家科委等．《中国２１世纪议程》．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６］梅安新，彭望?，秦其明，刘慧平．遥感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７］赵英时等著．遥感应用分析原理与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８］ＪｏｈｎＲ．Ｊｅｎｓｅｎ（美）著，陈晓玲等译．遥感数字影像处理导论（原书第三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９］党安荣．ＥＲＤＡＳＩＭＡＧＩＮＥ遥感图像处理方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０］陈述彭，鲁学军，周成虎．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１］陈述彭主编．地球信息科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２］邬伦，刘瑜，张晶等．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方法和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３］朱长青，史文中．空间分析建模与原理．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４］［美］哈特向著，黎樵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１５］［英］大卫·哈维著，高泳源等译．地理学中的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
［１６］［美］皮特，周尚意译．现代地理学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
［１７］张兰生．全球变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８］学术期刊：地理类：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
［１９］学术期刊：遥感类：遥感学报、遥感信息、遥感科学与技术、国土资源遥感．
［２０］学术期刊：水利类：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水利学报．
［２１］学术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２］学术期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３］学术期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２４］学术期刊：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５］学术期刊：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６］学术期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７］学术期刊：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８］学术期刊：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２９］学术期刊：Ｅａｒｔｈ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
［３０］学术期刊：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１］学术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２］学术期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
［３３］学术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４］学术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３５］学术期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３６］学术期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７］学术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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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０７０５０２）

（Ｈｕｍ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学科门类：理学（０７）　　一级学科：地理学（０７０５）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人文地理学属地理学二级学科，２００６年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点。本

学科依托河海大学水利、环境等优势学科，突出流域与区域社会经济之间的相关

关系研究，涉及资源环境与区域开发、城乡规划与可持续发展、流域景观生态规划

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为城市水利、建设规划部门及流域机构培养

高层次科研人才。河海大学已有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水

资源高效利用与工程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常熟、浦口等多个科研实践基地。

在流域与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城市涉水景观规划设计、湖泊保护与开发等科研

领域承担了百余项科研项目，取得了具有重要学术及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注重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着重培养具有

较高地理学素养的综合性高层次人才，要求具有人文地理学科的坚实基本理论和

系统专业知识，具备相关领域的实际工作和科研创新能力，适应２１世纪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的高层次专业人才；能够熟练阅读外文和利用外文进行学术交流，

掌握本学科的理论与技术前沿动态；能够面向各类行业特别是水利行业的应用需

求，胜任资源环境规划与管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应用研究工作。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环境景观评价与规划（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区域与城乡规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流域人文地理（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Ｈｕｍ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学习年限实行弹性学制，最短不低于２年，

最长不超过５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硕士研究生课程由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和研究环节组成。硕士研究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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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学分不少于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少于１８学分，非学位课程不少于１０学分，

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 （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５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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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选题需要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密切联系，围绕环境景

观评价与规划、区域与城乡规划、流域人文地理等研究方向，面向重要理论问题、

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

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

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

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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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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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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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３ 最优化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５ 数理统计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１Ｍ２３１０ 地理数据分析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１Ｍ２２０１ 现代人文地理学
ＭｏｄｅｒｎＨｕｍ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１１Ｍ２２０２ 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双语）
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１１Ｍ２２０３ 区域规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１１Ｍ２２０４ 应用生态学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地理学
本科专业
加修１门）

专业
课程

０１Ｍ０２０６
水土资源综合利用规划及管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１１Ｍ２１０３ 土地利用与评价
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２０８ 资源环境经济学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１７ 生态水文学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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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１Ｍ２３０４ 现代地图学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０１Ｍ０１１９
地理信息系统与应用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１１Ｍ２３０６ 空间分析与建模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０３ 遥感地学分析
ＲＳＧｅ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０１Ｍ２２０１ 区域水资源规划（双语）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５２１



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金其铭．人文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张文奎．人文地理学概论．吉林：东北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７．
［３］杨吾扬．《高等经济地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爱尔兰］基钦，［英］泰特著，蔡建辉译．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
［５］［法］阿·德芒戎著，葛以德译．人文地理学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３．
［６］［德］阿尔弗雷德·韦伯著，李刚剑等译．工业区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７］［美］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纪念版）．江苏：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６．
［８］［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
［９］杨吾扬．地理学思想简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０］［美］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１１］［美］哈特向著，黎樵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１２］［德］约翰．冯．杜能著，吴衡康译．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１３］［英］约翰斯顿著，江涛译．哲学与人文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１４］［英］大卫·哈维著，高泳源等译．地理学中的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
［１５］［美］皮特，周尚意译．现代地理学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
［１６］［英］约翰斯顿著，柴彦威译．人文地理学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１７］吴传钧．人文地理研究．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８］鲍觉民．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９］陈述彭主编．地球信息科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０］邬伦，刘瑜，张晶等．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方法和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１］朱长青，史文中．空间分析建模与原理．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２］赵英时等著．遥感应用分析原理与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３］党安荣．ＥＲＤＡＳＩＭＡＧＩＮＥ遥感图像处理方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４］学术期刊：地理类：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人文地理、经济地理．
［２５］学术期刊：规划类：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刊、中国国家地理．
［２６］学术期刊：水利类：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水利学报．
［２７］学术期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２８］学术期刊：Ｕｒｂ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９］学术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ｂａ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３０］学术期刊：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１］学术期刊：Ｃｉｔｉｅｓ．
［３２］学术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３］学术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３４］学术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５］学术期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６］学术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ｎｔ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
［３７］学术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Ｂ．
［３８］学术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
［３９］学术期刊：１Ｕｒｂ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４０］学术期刊：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ｎＨｕｍ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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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０７０５０３）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学科门类：理学（０７）　　一级学科：地理学（０７０５）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２０００年开始招收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本科生，２００３年起开始招收地

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硕士生，２００７年起，按地理学一级学科招收硕士研究生，

迄今本专业已毕业研究生２００余人。近年来，本学科教师主持和参与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以及国家９７３计划、８６３计划、国家支撑计划等重大课题，多项研究成果

获得省部级奖励。研究生就业主要面向规划、国土、水利、交通、电力、能源等国民

经济各部门，部分研究生可从事资源环境、区域可持续发展、全球变化研究工作。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注重培养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着重培养具有

较高地理学素养的地理信息系统理论与应用技术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能够胜任教

学、科研或大型地理信息应用项目的设计、开发和管理工作。要求掌握本学科坚

实的理论知识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够熟练阅读外文和利用外文进行学术交流，

掌握本学科的理论与技术前沿动态；能够面向各类行业应用需求，进行大型 ＧＩＳ

应用系统和遥感信息工程的研究与开发，具有解决实际科研与工程问题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ＧＩＳ空间分析与建模 （ＧＩＳ－ｂａｓ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２．ＧＩＳ设计、开发与应用 （ＧＩＳＤｅｓｉｇ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３．遥感信息工程（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数字流域、数字海洋 （Ｄｉｇｉ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ｃｅａｎ）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学习年限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

（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硕士研究生课程由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和研究环节组成。硕士研究生课程

总学分不少于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少于１８学分，非学位课程不少于１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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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 （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５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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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选题需要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密切联系，围绕ＧＩＳ建

模理论与方法、地理信息系统设计、开发与应用、水旱灾害遥感、遥感信息工程、数

字流域、数字海洋等研究方向，面向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

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

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

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

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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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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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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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３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１Ｍ２３０１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４～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１Ｍ２３０２ 高级地理信息系统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Ｇ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０３ 遥感地学分析
ＲＳＧｅ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０４ 现代地图学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５～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１Ｍ２３０５ 地理信息系统开发与集成
Ｇ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０６ 空间分析与建模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０７ 遥感图像模式识别
ＲＳＩｍａｇ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０８ 激光雷达及其应用
ＬｉＤＡＲ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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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Ｍ０１１４ 数字流域基础
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１１Ｍ２１０２
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
Ｇｌｏｂ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１０３ 土地利用与评价
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１１Ｍ２３０９ 遥感技术进展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１０ 地理数据分析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１１ 空间数据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１２ 分布式水文模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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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地理信息系统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考试 地学院

遥感原理与应用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考试 地学院

本科非
地理学
专业研究
生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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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Ａｌｔｈｅｉｄｅ，ＤａｖｉｄＬ．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
［２］Ｇｒａｎｔ，ＣｏｌｉｎＢ．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７．
［３］Ｒａｌｓｔｏｎ，Ｂｒｕｃｅ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Ｇ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Ｍａｐ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Ｂａｓｉｃ．Ｏｎ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４］ＤｏｎａｌｄＰａｔｒｉｃｋＡｌｂｅｒｔ．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１２．

［５］Ｋｒｙｇｉｅｒ，Ｊｏｈｎ．Ｍａｋｉｎｇｍａｐｓ：ａｖｉｓｕａｌｇｕｉｄｅｔｏｍａｐ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ＧＩＳ．Ｇｕｉｌｆ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６］ＪｏｈｎＳｔｉｌｌｗｅｌｌ，ＧｒａｈａｍＣｌａｒｋ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ＩＳ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ｉｌｅｙ，２００４．
［７］Ｐｅｔｅｒｓ，Ｄａｖ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Ｇ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ＥＳＲＩ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８］梅安新，彭望?，秦其明，刘慧平．遥感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９］赵英时等著．遥感应用分析原理与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０］郭华东等著．雷达对地观测理论与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１］李小文，汪骏发，王锦地，柳钦火著．多角度与热红外对地遥感．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２］童庆禧，张兵，郑兰芬主编．高光谱遥感－原理、技术与应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３］田国良等著．热红外遥感．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４］ＪｏｈｎＲ．Ｊｅｎｓｅｎ（美）著，陈晓玲等译．遥感数字影像处理导论（原书第三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１５］党安荣．ＥＲＤＡＳＩＭＡＧＩＮＥ遥感图像处理方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６］李征航，黄劲松．ＧＰＳ测量与数据处理．北京：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７］ＰａｕｌＡ．Ｌｏｎｇｌｅ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Ｇｏｏｄｃｈｉｌｄ，ＤａｖｉｄＪ．Ｍａｇｕｉｒｅ，ＤａｖｉｄＷ．Ｒｈｉｎｄ等编，唐中实，黄俊峰等译．

地理信息系统（上、下卷）（第二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８］Ｋａｎｇ－ｔｓｕｎｇＣｈａｎｇ（美）著，陈健飞译．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９］ＰａｕｌＡ．Ｌｏｎｇｌｅ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Ｇｏｏｄｃｈｉｌｄ（美）等著，张晶，刘瑜等译．地理信息系统与科学．北京：机械工

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０］陈述彭，鲁学军，周成虎．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１］陈述彭主编．地球信息科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２］龚健雅．当代地理信息系统进展综述．北京：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２００４．
［２３］龚健雅主编．当代ＧＩＳ的若干理论与技术．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４］龚健雅等编著．当代地理信息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５］杜道生，陈军，李征航编著．ＲＳ、ＧＩＳ、ＧＰＳ的集成与应用．北京：测绘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６］龙毅，温永宁，盛业华编著．电子地图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７］黄杏元，马劲松，汤勤．面向２１世纪教程：地理信息系统概论（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８］邬伦，刘瑜，张晶等．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方法和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９］朱长青，史文中．空间分析建模与原理．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０］参考期刊：地理类：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
［３１］参考期刊：遥感类：遥感学报、遥感信息、遥感科学与技术、国土资源遥感．
［３２］参考期刊：测绘地理信息类：测绘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测绘科学、地球信息科学．
［３３］参考期刊：水利类：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水利学报．
［３４］参考期刊：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５］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６］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７］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８］参考期刊：ＩＳＰ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９］参考期刊：Ｔｈｅ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０］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１］参考期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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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参考期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４３］参考期刊：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４］参考期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４５］参考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Ｂ：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
［４６］参考期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７］参考期刊：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４８］参考期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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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技术与应用（０７０５Ｚ１）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学科门类：理学（０７）　　一级学科：地理学（０７０５）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２０１２年在地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的基础上自行设立遥感技术与应

用专业，但河海大学在遥感技术方面的人才培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８０年代，２０００

年后逐步建立了系统的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人才培养体系。河海大学的遥感技

术研究立足河海大学自身特色，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为河海大学水文水

资源、港口海洋等优势学科和地质、测绘等地学相关学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和技术支撑，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近年来，本学科教师主持和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国家９７３计划、８６３

计划、国家支撑计划等重大课题，多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本学科拥有较

好的科研条件，与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工

程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校内国家级科研平台有紧密的科研合作与人员交流。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注重培养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着重培养具有

较高地理学素养的遥感技术与应用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能够胜任教学、科研或大

型遥感应用项目的设计、开发和管理工作。要求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

统的专业知识；能够熟练阅读外文和利用外文进行学术交流，掌握本学科的理论

与技术前沿动态；能够面向各类行业应用需求，进行大型遥感信息工程的开发与

研究，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遥感机理与定量方法（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２．生态环境遥感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遥感信息工程（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海岸带遥感（Ｃｏａｓｔ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学习年限实行弹性学制，最短不低于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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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不超过３．５年（非全日制学生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硕士研究生课程由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和研究环节组成。硕士研究生课程

总学分不少于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少于１８学分，非学位课程不少于１０学分，

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 （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５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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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需要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密切联系，围绕遥感机

理与定量方法、水旱灾害遥感、遥感信息工程、海岸带海洋数字海洋等研究方向，

面向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论文选

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

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

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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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技术与应用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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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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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３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１Ｍ２３０１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选修
４～６
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１Ｍ２３０２ 高级地理信息系统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Ｇ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０３ 遥感地学分析
ＲＳＧｅ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０４ 现代地图学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４～５
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１Ｍ２３０６ 空间分析与建模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０７ 遥感图像模式识别
ＲＳＩｍａｇ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０８ 激光雷达测量及其应用
ＬｉＤＡＲ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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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Ｍ２１０２
全球变化与区域响应
Ｇｌｏｂ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１０３ 土地利用与评价
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１１Ｍ２３０９ 遥感技术进展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１０ 地理数据分析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０５ 地理信息系统开发与集成
Ｇ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２３１２ 分布式水文模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公共
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地理信息系统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考试 地学院

遥感原理与应用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考试 地学院

本科非
地理学
专业研究
生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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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海洋学（０７０７０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学科门类：理学（０７）　　一级学科：海洋科学（０７０７）

一、学科简介

物理海洋学学科属海洋科学一级学科，服务于海洋科学、海洋技术、海洋环境

保护、海洋气象、海洋军事和海洋工程等领域。主要从事大洋环流、海洋波动、海

洋环流和物质输运过程、灾害性海洋过程理论及数值预报、环境海洋动力过程、气

候与海平面变化以及海洋调查与监测技术等方面研究。

目前本学科研究方向以近海动力过程和机制为主，以大洋环流和全球气候与

海平面变化为特色，研究课题包括环流、环境和气候变化等诸多方面，突出学科交

叉、综合与解决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近年来学科发展成果丰硕，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各１项。近５年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

划（９７３）、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基础研究和国际合作课题与专

题２０余项。

本学科是江苏省重点学科，拥有物理海洋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现有博士生导

师５人，教授７人，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１１人，近年发表ＳＣＩ、ＥＩ及国家核心刊物

论文２００余篇。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物理海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高层次人才，能从事教学、科学

研究或科技开发与管理等工作。要求具有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

知识；能阅读外文文献、撰写英语论文；具有较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浅海海洋波动（Ｗａｖｅｓ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Ｓｅａｓ）

２．海洋环流、环境及物质输运（Ｏｃｅａｎ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３．灾害性海洋过程（ＤｉｓａｓｔｒｏｕｓＯｃｅａ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４．气候与海平面变化（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

５．海洋遥感（Ｏｃｅａ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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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

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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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应以物理海洋学科学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

题、高新技术和国家基础科学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

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

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

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举行学术

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职称）

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

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师和

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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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海洋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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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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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７７Ｍ０００５ 流体力学
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０３Ｍ０３０１
海洋中数学物理方法
Ｍａｒｉｎ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选修
２～５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３Ｍ０３０２ 物理海洋学（双语）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３０３ 海洋调查方法
Ｍａｒｉｎ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３０４
海洋环境要素分析方法
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选修
５～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３Ｍ０３０６ 地球流体动力学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６４ ４ 春、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３０７ 大洋环流理论（双语）
Ｏｃｅａ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３０８
计算地球流体动力学Ｉ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选修
５～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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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３Ｍ０３０９ 环境海洋动力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ｒｉｎ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３１０ 海洋波动
ＯｃｅａｎｉｃＷａｖｅ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３１１ 风暴潮导论
ＳｔｏｒｍＳｕｒｇ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３１２
海洋遥感与海洋数据处理
Ｍａｒｉｎ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Ｄａｔ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３１３
物理海洋数值计算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１１１
科技论文阅读与写作
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ａ
ｐｅｒｓ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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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海洋科学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５６ ３．５ 考试 港航院

专业英语
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４ １．５ 考试 港航院

本科非
物理海洋
专业研究
生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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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包澄澜．海洋灾害及预报［Ｍ］．海洋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陈渭民．卫星气象学［Ｍ］．气象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陈玉璞．流体动力学［Ｍ］．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４］陈宗镛．潮汐学［Ｍ］．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
［５］陈宗镛等．海洋科学概论［Ｍ］．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６］董庆，郭华东．合成孔径雷达海洋遥感［Ｍ］．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方国洪等．潮汐和潮流的分析和预报［Ｍ］．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６．
［８］方欣华，吴巍，海洋．海洋随机资料分析［Ｍ］．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９］方欣华，杜涛．海洋内波基础和中国海内波［Ｍ］．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０］冯士笮，孙文心．物理海洋数值计算［Ｍ］．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１］弗里德兰德Ｓ．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数学理论导论［Ｍ］．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２］季仲贞．计算地球流体力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讲义，１９９９．
［１３］金亚秋．电磁散射和热辐射的遥感理论［Ｍ］．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４］李凤岐，苏育嵩，海洋学．海洋水团分析［Ｍ］．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５］梁瑞驹．环境水文学［Ｍ］．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６］刘式达，刘式适．地球流体力学中的数学问题［Ｍ］．海洋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７］沈国英，施并章．海洋生态学［Ｍ］．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８］侍茂崇．物理海洋学［Ｍ］．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９］徐肇廷．海洋内波动力学［Ｍ］．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０］王斌，季仲贞．大气科学中的数值新方法及其应用［Ｍ］．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１］文圣常．海浪理论与计算原理［Ｍ］．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
［２２］乌拉比，穆尔，冯健超．微波遥感 （第一卷）：微波遥感基础和辐射测量学［Ｍ］．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３］杨大升，刘余滨，刘式适．动力气象学［Ｍ］．气象出版社，１９８０．
［２４］杨殿荣．海洋学［Ｍ］．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
［２５］曾庆存．大气红外遥感原理［Ｍ］．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４．
［２６］章澄昌，周文贤，大气科学．大气气溶胶教程［Ｍ］．气象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７］朱家鲲．计算流体力学［Ｍ］．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２８］朱建荣．海洋数值计算方法和数值模式［Ｍ］．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９］周静亚，杨大升等．海洋气象学［Ｍ］．气象出版社，１９９４．
［３０］周秀骥．大气微波辐射及遥感原理［Ｍ］．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
［３１］ＤａｌｅＢ．Ｈａｉｄｖｏｇｅｌ，王东晓，宏波，蔡树群．海洋环流数值模拟．气象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２］ＤｅａｎＲＧ，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ＲＡ．ＷａｔｅｒＷａｖ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ｆｏ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Ｍ］．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３３］ＫｏｍｅｎＧ．Ｊ．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ｏｆＯｃｅａｎＷａｖｅ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３４］Ｍ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ＪＣ．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３５］Ｐｅｄｌｏｓｋｙ．大洋环流理论［Ｍ］．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６］ＰｉｃｋａｒｄＧＬ，ＥｍｅｒｙＷＪ．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Ｐｅｒｇａｍ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３７］中国科学院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试验室．大洋环流和海气相互作用的数值模拟

讲义．气象出版社，２０１３．
［３８］２００７ＧＢＴ．海洋调查规范 ［Ｓ］［Ｄ］．２００７．
［３９］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物理海洋学数据分发存档中心：ｈｔｔｐ：／／ｐｏｄａａｃ．ｊｐｌ．ｎａｓａ．ｇｏｖ．
［４０］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ＮＯＡＡ）管辖的资料中心和有关资料部门网站地址：

国家环境卫星数据信息服务署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ｅｓｄｉｓ．ｎｏａａ．ｇｏｖ／
卫星运行办公室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ｓｏ．ｎｏａａ．ｇｏｖ／
卫星数据处理和分发办公室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ｓｄｐｄ．ｎｏａａ．ｇ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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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资料中心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ｏｄｃ．ｎｏａａ．ｇｏｖ／
国家气候资料中心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ｃｄｃ．ｎｏａａ．ｇｏｖ／ｏａ／ｎｃｄｃ．ｈｔｍｌ
国家地质资料中心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ｇｄｃ．ｎｏａａ．ｇｏｖ／
国家浮标资料中心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ｄｂｃ．ｎｏａａ．ｇ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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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０７０９）

（Ｇｅｏｌｏｇｙ）

学科门类：理学（０７）　　一级学科：地质学（０７０９）

一、学科简介

我校地质学属于一级学科，涵盖地球化学与构造地质学两个二级学科。２００９

年，在新一届领导决策下，整合了原土木院地质系、原科研院同位素水文所、水文

院地理系，成立了地学院。经过调整，地质学学科成为院重点培养学科，形成了四

个稳定的研究方向：构造地质与地下水深循环、同位素地球化学、环境地球化学、

构造演化与岩石变形。２０１０年地质学学科获得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成为

国内培养水利、水电与水环境等地质类高级人才的重要基地。本一级学科现有教

授７名，副教授７名，具有博士学位教师１５人，近年来，在国际国内优秀期刊上发

表学术论文１５０篇以上，出版了多部专著，平均每年承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及重大工程项目在内的经费达３００万元，获得了多项国家及省

部级奖项。同时，学科还拥有国内先进的同位素水文测试平台和地球化学实验

室。本学科研究生毕业后主要从事水利、水电、土木、交通、国土资源与环境等领

域的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地质学人才。毕业生具备本学科

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较强的创新意识、创造能力与科学作风，能较

熟练地阅读本学科领域科技书刊和撰写科技论文，掌握构造地质学、地球化学、地

球物理学等基础知识与实验方法，具有开展野外及室内实验研究能力，能独立开

展与本学科有关的研究、生产及管理工作，适应２１世纪地球科学发展和国家在水

资源、水环境、地质灾害、工程规划等相关领域的需要。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地球化学（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构造地质学（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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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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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应与水利水资源、环境与灾害、岩土交通工程、能源与矿产等国

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密切联系，以地球科学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

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

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

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

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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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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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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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５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１Ｍ０６０１ 高等地球化学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Ｈｉｇｈｅｒ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６０２
板块构造与地壳演化
Ｐｌａｔ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ｎｄＣｒｕｓｔａｌ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６０３ 环境地质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６０４ 资源地质学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５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１Ｍ０６０５ 水文地球化学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６０６ 新能源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ＮｅｗＥｎｅｒ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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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查
马院

１１Ｍ０６０７ 灾害地质学
Ｈａｚａｒｄ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６０８
现代仪器分析方法与测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６０９ 高等岩石学概论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６１０ 同位素水文学前沿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ｏｆｉｓｏｔｏｐｅ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６１１
应用地球化学与环境评价
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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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刘传正．重大地质灾害防治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朱大奎．环境地质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ＨｕｄａｋＰ．Ｆ．水文地质学原理（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吴吉春，薛禹群．地下水动力学．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李学礼．水文地球化学（第二版）．北京：原子能出版社，１９８８．
［６］王汝成．地球科学现代测试技术．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７］王恒纯．同位素水文地质概论．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９１．
［８］李春昱，郭令智，朱夏，等．板块构造基本问题．北京：地震出版社，１９８６．
［９］韩吟文，马振东．地球化学．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０］蒋敬业．应用地球化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１］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ｔｏｍ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Ａｇｅｎｃｙ．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ＤｅｕｔｅｒｉｕｍａｎｄＯｘｙｇｅｎ－１８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Ｃｙ

ｃｌｅ．Ｖｉｅｎｎａ：ＩＡＥＡ，１９８１．
［１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ｔｏｍ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Ａｇｅｎｃｙ．ＧｕｉｄｅｂｏｏｋｏｎＮｕｃｌｅａ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Ｖｉｅｎｎａ：ＩＡＥＡ，１９８３．
［１３］ＨｏｅｆｓＪ．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８．
［１４］ＫｅｎｄａｌｌＣ．，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Ｊ．ＩｓｏｔｏｐｅＴｒａｃｅｒｓｉｎ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１９９８．
［１５］ＥｄｍｕｎｄｓＷ．Ｍ．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８．
［１６］ＧａｔＪ．Ｒ．Ｉｓｏｔｏｐｅ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１０．
［１７］张济世，陈仁升，吕世华，等．物理水文学．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８］顾慰祖．同位素水文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９］参考期刊：Ｎａｔｕｒｅ，ｗｗｗ．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Ｎａｔｕ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ｐ．
［２０］参考期刊：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ａｇ．ｏｒｇ．
［２１］参考期刊：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２２］参考期刊：Ｇｅ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３］参考期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２４］参考期刊：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２５］参考期刊：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２６］参考期刊：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７］参考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２８］参考期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２９］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３０］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３１］参考期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
［３２］参考期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３３］参考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３４］参考期刊：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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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０７１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学科门类：理学（０７）　　一级学科：统计学（０７１４）

一、学科简介

统计学是关于收集、整理、分析及解释数据的科学，属于认识方法论性质的一

门科学，其目的是通过分析数据，达到对客观事物内在规律的科学认识。统计学

的理论基础是数理统计学，包括观察和试验数据的收集以及数据分析的理论基

础，统计推断和决策中的统计思想、理论模型及样本结构等；具体而言有统计推

断、统计建模、数据分析方法、统计计算等为核心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河海大学统计学依托本校水利、土木、经济等学科发展的大背景，以数理统计

理论研究为主，结合各专业特色开展了大量的统计应用及统计与相关学科融合的

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长期以来形成了数理统计及应用、社会经济统计、金融统

计、应用统计、水利统计等五个主要研究方向。近５年来承担了２００多万元的研

究课题经费，公开发表了１２０多篇学术论文。

二、培养目标

为企业、政府或学术领域培养统计专门人才。具体包括：（１）掌握一定的交叉

学科知识，能开展跨学科特别是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２）具有很好的数理统计和

数据分析基础，能熟练运用统计方法和统计软件分析数据，具备学术研究的基本

能力；（３）恪守学术规范和道德，在某个统计专业方向上做出有理论和实际应用的

成果，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文献；（４）具有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能在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在科学研究、经济、

管理等部门，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从事统计应用研究和数

据分析工作。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数理统计及应用（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社会经济统计（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金融统计（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应用统计（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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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水利统计（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各项实践活动的累计

时长要达到１周，并由导师对学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３５１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

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

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具体按照《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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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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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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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２Ｍ０２０１ 高等数理统计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０２ 随机过程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必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２Ｍ０２０３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０４ 随机分析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０５ 非参数统计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０６ 最优化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２Ｍ０２０７ 统计诊断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０８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１０ 时间序列分析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０９
信息安全数学基础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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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２Ｍ０１０１ 现代分析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１１３
微分方程数值解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０８９９Ｍ０９ 高级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１１
随机模拟及统计软件应用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１２
智能计算与数据分析技术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Ｄａｔａ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１１５
学科前沿知识讲座
ＬｅｃｔｕｒｅｏｎＮｅ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Ｍａｔｈｅ
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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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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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ｍｓｔａｔ．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ｊａｓａ．ｃｆｍ
［３４］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ｅｒｉｅｓＢ（ＪＲＳＳＢ）．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ｓｐｒｅｆ＝１３６９－７４１２
［３５］参考期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ｕｃｌｉｄ．ｏｒｇ／ＤＰｕｂ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Ｕ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０＆ｖｅｒｂ＝

Ｄｉｓｐｌａｙ＆ｈａｎｄｌｅ＝ｅｕｃｌｉｄ．ａｏｓ
［３６］参考期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ｕｃｌｉｄ．ｏｒｇ／ＤＰｕｂ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Ｕ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０＆ｖｅｒｂ＝

Ｄｉｓｐｌａｙ＆ｈａｎｄｌｅ＝ｅｕｃｌｉｄ．ｓｓ
［３７］参 考 期 刊：Ｂｅｒｎｏｕｌｌｉ．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ｕｃｌｉｄ．ｏｒｇ／ＤＰｕｂ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Ｕ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０＆ｖｅｒｂ＝

Ｄｉｓｐｌａｙ＆ｈａｎｄｌｅ＝ｅｕｃｌｉｄ．ｂ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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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参考期刊：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０．１１１１／
（ＩＳＳＮ）１４６７－９４６９

［３９］参考期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ｓｔａｔ．ｓｉｎｉｃａ．ｅｄｕ．ｔｗ／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
［４０］参考期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０．１００２／（ＩＳＳＮ）

１７０８－９４５Ｘ
［４１］参考期刊：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０．１１１１／（ＩＳＳＮ）１４６７－８４２Ｘ
［４２］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ｕｌｔｉ

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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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统计学（０７１４Ｚ１）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学科门类：理学（０７）　　一级学科：统计学（０７１４）

一、学科简介

统计学是关于数据的科学，其方法基础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属于理科。统

计学本质上是一个交叉学科，它的生命力在于应用，主要应用领域有社会、自然、

经济、工程等。社会经济统计学属于一级学科统计学下的二级学科，由河海大学

企业管理学院负责培养并授予经济学学位。社会经济统计学主要研究统计学的

一般理论和方法在社会发展与评价、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资源保护与利用、电子

商务、保险精算、金融业数据库建设与风险管理、宏观经济监测与预测、政府统计

数据收集与质量保证等。本学科拥有包括水利信息统计与管理研究所、中小企业

管理研究所等６个研究所和１个省级实验教学中心，相关人员主持与承担了国家

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和江苏省社科基金等２０多项课

题，发表论文１００余篇，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１０余项。出版专著和教材１０多部。

本学科的毕业生可从事统计学教学与研究，或在政府部门（统计局等），银行、

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部门，或市场调查公司、咨询公司、市场研究部门以及

工业企业的质量检测部门等企业事业单位从事统计分析与计算等工作。

二、培养目标

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培养能掌握统计理论方法、数量经济学定量

分析方法、国民经济核算和企业经营统计等经济统计理论方法；具有较宽广的宏

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理论功底和统计学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培养能熟练运用

计算机及数据挖掘软件，具有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较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理

论联系实际，具有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统计分析的能力，将经济关系数量化和统

计初步建模的能力，并能从事统计实务工作的能力；毕业后可承担政府、企业和金

融机构的中高层次统计分析实务工作、科研及管理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宏观经济统计理论与方法（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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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经济信息统计与数据挖掘（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

３．金融统计分析（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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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应与风险管理与保险精算方面、空间统计学及其应用方面、政

府统计数据质量研究与评价方面、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统计学的应用方面、金融

及证券理论研究方面、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应用方面、灾害损失统计指标与方法

研究、金融市场风险测度及管理模型研究、旅游经济、假日经济和休闲时间统计研

究、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研究、统计综合评价理论与应用研究等，以在社会领域和经

济领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

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

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

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０６１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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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统计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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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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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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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０１ 高等数理统计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２１ 现代决策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０４ 高级经济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４Ｍ０２０３ 区域经济学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１２Ｍ０２０３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４Ｍ０２０５ 产业经济学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１４Ｍ０２０６ 经济博弈论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４Ｍ０１０３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１４Ｍ０１０４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１４Ｍ０１０６ 数据挖掘方法与应用
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１４Ｍ０２１１ 金融学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常州校区
人文社科部

１４Ｍ０１０５
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
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１４Ｍ０１０７ 统计软件及案例应用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１４Ｍ０１０８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１４Ｍ０１０９
社会经济统计学前沿知识讲座
ＬｅｃｔｕｒｅｏｎＮｅ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企管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专业课
（至少选
２门）

本科非本
专业研究
生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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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戴维．Ｓ．穆尔（ＤａｖｉｄＳ．Ｍｏｏｒｅ）［著］，郑惟厚［译］．统计学的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游士兵．统计学，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魏宗舒，施锡铨［译］．统计学（第二版），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张尧庭，方开泰．多元统计分析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
［５］吴喜之．从数据到结论，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９
［６］张尧庭．金融市场的统计分析，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７］张文彤．ＳＰＳＳ１１统计分析教程（高级篇）北京：北京希望出版社，２００２
［８］范剑青，姚琦伟．非线性时间序列 －建模，预报及应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９］陈忠琏［译］．探索性数据分析，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０］王静龙［译］．应用线性回归，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１］王学民．应用多元分析（第二版），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２］王吉利，张尧庭．ＳＡＳ软件与应用统计分析，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３］高惠璇．应用多元统计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４］王静龙：多元统计分析，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５］余锦华，杨维权．多元统计分析与应用，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６］张润楚．多元统计分析，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７］ＧｅｏｒｇｅＡ．Ｆ．Ｓｅｂｅｒ，ＡｌａｎＪ．Ｌｅｅ．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ｌｅｙ－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
［１８］ＦｒａｎｋＥ．Ｈａｒｒｅｌｌ，Ｊ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１
［１９］Ｔ．Ｗ．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ｌｅｙ－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３
［２０］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Ｈａｒｄｌｅ，ＬｅｏｐｏｌｄＳｉｍａｒ．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３
［２１］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Ｊｏｈｎｓｏｎ，ＤｅａｎＷ．Ｗｉｃｈｅｒ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６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ｅａｒｓｏｎ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２００７
［２２］ＰｅｔｅｒＪ．Ｂｒｏｃｋｗｅｌｌ，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Ｄａｖｉｓ．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
［２３］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Ｒｅｉｎｓｅ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３．
［２４］ＲｕｅｙＳ．Ｔｓａ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ｌｅｙ－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
［２５］ＪａｍｅｓＥ．Ｇｅｎｔｌ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５
［２６］ＭａｒｔｉｎＡ．Ｔａｎｎｅｒ．Ｔｏｏｌｓｆｏ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１
［２７］ａｍｅｓＥ．Ｇｅｎｔｌｅ，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Ｈａｒｄｌｅ，ＹｕｉｃｈｉＭｏｒｉ．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

ｅｒ，２０１２
［２８］ＰｅｔｅｒＲｏｓｓｉ，ＧｒｅｇＡｌｌｅｎｂｙ，ＲｏｂＭ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Ｗｉｌｅｙ－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
［２９］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ＳＡ
［３０］参考期刊：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ｉａｎ，ＡＳＡ
［３１］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ＳＡ，ＩＭＳ，ＩＦＮＡ
［３２］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ＲＳＳ
［３３］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ＳＮＢＳ
［３４］参考期刊：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ＰＳＡ
［３５］参考期刊：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ＳＩ
［３６］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ＲＴＩ
［３７］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ＬＳ
［３８］参考期刊：统计与信息论坛，西安财经学院；中国统计教育学会高教分会
［３９］参考期刊：统计与决策，湖北省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４０］参考期刊：中国统计，中国统计出版社
［４１］参考期刊：数理统计与管理，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
［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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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参考期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４４］参考期刊：上海统计，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统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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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０８０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学科简介

我校力学学科由著名力学家、教育家徐芝纶院士创建，是河海大学历史最悠

久的学科之一，是国家 “２１１工程”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学科，也是江苏省

首批重点建设的优势学科之一。“工程力学”二级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力学”

一级学科为江苏省优势重点学科。拥有力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本学科具有解决我国重大水利水电、环境和土木工程中

力学问题的研究特色，解决了一系列重大工程中的力学问题，获国家和省部级奖

２０多项。现已建成国家工科基础课程（力学）教学基地１个，获准建设国家实验

力学教学示范中心１个、国家级力学教学团队１个、国家精品课程４门、国家双语

示范课程１门。已成为国内一流的培养工程力学高层次人才和解决工程关键技

术问题的基地。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具备扎实的力学基础知识、数值 计算和实验能力，能够在水利、土

木等领域从事有关核心工程力学问题的分析、计算、试验和研究的高层次人才。

要求掌握坚实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有关的工程实践知识；具有严谨求实

的科学态度和作风；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对工程问题能运用现代基础理论和先进

的计算方法及实验技术手段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的能

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１）非线性动力学与控制（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多尺度动力学（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工程结构中的一般力学问题（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４）振动控制与智能结构（器件）力学（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ｔｒ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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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ａｌ（ｄｅｖｉｃｅ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固体力学（Ｓｏｌ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１）工程材料的力学特性与行为（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损伤与断裂力学（Ｄａｍａｇｅ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结构力学与结构优化（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新型材料与结构的力学行为（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５）纳米力学（Ｎａｎ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６）岩体力学与土力学（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流体力学（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１）计算流体力学（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环境流体力学（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泥沙流体力学（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４）地下水力学（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５）非牛顿流力学与流变学（Ｎｏｎ－Ｎｅｗｔｏｎｉａｎ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Ｒｈｅｏｌｏｇｙ）

４．工程力学（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１）高坝破坏力学与安全评估（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

Ｄａｍ）

（２）计算力学与工程仿真（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

（３）地下工程理论与分析（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结构试验与病险结构的检测和加固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

ｎｉｎｇｏｆ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５）结构动力学与工程抗震（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Ｅａｒｔｈ

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６）工程结构的可靠性与优化设计（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

ｓｉｇｎ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７）水利土木工程灾变力学（Ｗａｔ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ａｔａｃｌｙｓ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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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６６１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应与灾变破坏力学、计算力学和虚拟仿真、结构试验与病险结

构的检测和加固、工程结构的可靠性与优化、结构动力学与工程抗震等密切联系，

以力学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

术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

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

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

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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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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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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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５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０Ｍ０１０１ 连续介质力学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０２ 高等流体力学（双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０３ 计算固体力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ｌ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０４ 现代实验力学
Ｍｏｄｅｒ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０５ 紊流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０６ 分析力学Ⅰ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Ⅰ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０７ 边界层理论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选修
２～３学分

选修
２～３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０Ｍ０１０８ 断裂与损伤力学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ａｍａｇ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０９ 振动力学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１０ 力学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１１ 流体数值计算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１２ 实验流体力学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选修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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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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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０Ｍ０１１３
边界单元法基础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１４
弹塑性力学中的广义变分原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１５
有限元程序设计与图形处理
ＦＥＭ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Ｇｒａｐｈ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１６
工程与科学中的高性能计算
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１７ 工程可靠性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１８
工程结构最优设计原理与方法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１９ 计算结构动力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２０ 细观力学
Ｍｅｓｏｓｃｏｐ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２１
结构振动控制及应用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２２ 环境流体力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２３ 多相流体力学
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２４ 泥沙运动力学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２５
流体力学新进展
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Ｆｌｕｉｄ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考试 力材院

考试 力材院

本科非
力学专业
研究生
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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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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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ＰｙｒａｇａｓＫ．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ｃｈａｏｓｂｙ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１９９２，１７０（６）：４２１－４２８．
［７］ＰｅｃｏｒａＬＭ，ＣａｒｒｏｌｌＴＬ．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ａｏ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０，６４（８）：８２１－８２４．
［８］顾仲权，马扣根，陈卫东．振动主动控制．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７．
［９］张亚辉，林家浩．结构动力学基础．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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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王仁，熊祝华，黄文彬．塑性力学基础，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３］程耿东．工程优化设计基础．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４］马礼敦．高等结构分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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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王自强，陈少华．高等断裂力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８］李爱群，丁幼亮．工程结构损伤预警理论及其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９］钟万勰．应用力学的辛数学方法．应用力学的辛数学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０］Ｚｉｅ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Ｏ．Ｃ．，ＴａｙｌｏｒＲ．Ｌ，ＺｈｕＪ．Ｚ．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ｘ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２００５．
［２１］ＳｉｍｏＪ．Ｃ．，ＨｕｇｈｅｓＴ．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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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参考期刊：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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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力学数学基础（０８０１Ｚ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力学（０８０１）

一、学科简介

现代力学数学基础学科设置于２０１３年，旨在将数学与河海大学强势专业紧

密结合开展学术研究，重点开展数学在力学中的应用研究。本学科现有教授７

人，副教授１９人，其中博士生指导教师３人，具有博士学位者２０余人，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者１人，江苏省“３３３工程”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培养人选２

人，江苏省“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培养人选或青年骨干教师３人。本学科具有很

好的科学研究条件，相关学术期刊和实验研究条件比较完善。近五年来在国际数

学与应用数学的ＳＣＩ期刊上共发表学术论文８０余篇，其中部分发表在国际权威

ＳＣＩ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ｅｒｉｅｓ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ｈｙｓｉｃａＤ等上。在国内外

著名出版社出版专著及教材６部。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元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等各类项目２０项。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的硕士应是数学方面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和严谨的学风，具有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并掌握相关应用学科的力学基础理

论，擅长解决具力学背景的数学问题，能熟练运用计算机及数学软件，初步具有独

立开展科研的能力，较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毕业后可从事数学和相关学科中力学

理论的教学及科研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力学中的变分方法（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偏微分方程与力学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动力系统与力学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力学中的随机分析与计算（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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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位课程

为１０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７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

经指导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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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

进展情况，从而确定自己可行的研究方向。选题工作一般应在研究生一年级课程

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是集思广益、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一种途径。

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

通常应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内完成。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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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力学数学基础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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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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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２Ｍ０１０１ 现代分析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１０２ 抽象代数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ｌｇｅｂｒａ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必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２Ｍ０１０３ 线性偏微分方程
Ｌｉｎｅａｒ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１０４
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
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０１ 高等数理统计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０Ｍ０１０２ 高等流体力学（双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２Ｍ０１０５ 非线性泛函分析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０３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１０６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０Ｍ０１０９ 振动力学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２Ｍ０１１０ 图论 Ｇｒａｐｈ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１１１
无穷维动力系统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２０２ 随机过程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７７Ｍ０００３ 弹性力学
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１２Ｍ０１１３
微分方程数值解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Ｍ０１１５
学科前沿知识讲座
ＬｅｃｔｕｒｅｏｎＮｅ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Ｍａｔｈｅ
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１６ １ 春、秋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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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ＬｅｅＰｅｎｇＹｅｅ，Ｌａｎｚｈｏｕ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１９８９．
［２］Ｅ．Ｚｅｉｄｌｅｒ，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ｓ－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５．
［３］钟承奎等，非线性泛函分析引论，兰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Ｊ．Ｍａｗｈｉｎ，Ｍ．Ｗｉｌｌｅｍ，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ｐ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９．
［５］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Ｃ．Ｅｖａｎｓ，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８．
［６］ＬｏｋｅｎａｔｈＤｅｂｎａｔｈ，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ＤＥ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Ｂｉｒｋｈｕｓｅｒ，１９９７．
［７］Ｈ．ＫＶｅｒｓｔｅｅｇ＆Ｍａｌａｌａｓｅｋｅｒａ，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００．
［８］Ｊ．ＢｏｎｄｙａｎｄＵ．Ｍｕｒｔｙ，ＧｒａｐｈＴｈｅｏｒｙ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ｒｅｓｓＬＴＤ，１９７６．
［９］ＡｎｔｏｎｉｏＧａｌｖｅｓ，ＪａｃｋＫ．Ｈａｌｅ，ＣａｒｌｏｓＲｏｃｈ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ｔｈｅ
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２００２．

［１０］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２．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ＳＤ），３．Ｗｉｌｅｙ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１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ａｔｈＳｃｉＮｅｔ．
［１２］Ａｃｔ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０２５２９６０２
［１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ａｔｈéｍａｔｉｑｕｅ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０００７４４９７
［１４］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ｓ／１８７４５７１７
［１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００２２０３９６
［１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００１６００３２
［１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００２２１２３６
［１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ＭａｔｈéｍａｔｉｑｕｅｓＰｕｒｅｓｅｔＡｐｐｌｉｑｕéｅ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００２１７８２４
［１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０３７７０４２７
［２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００２２２４７Ｘ
［２１］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ｗｉｔｈ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ｏｏｋ／９７８０１２３８６９１１１
［２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

ｎａｌ／０３６２５４６Ｘ
［２３］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４６８１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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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０８０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机械工程（０８０２）

一、学科简介

机械工程是研究各类机械在设计、制造、运行和服务等全生命周期中的理论

和技术的工程学科，其基本任务是应用并融合机械科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管

理科学和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对机械结构、机械装备、制造过

程和制造系统进行研究，研制满足人类生活、生产和科研活动需求的产品和装置，

并不断提供设计和制造的新理论与新技术。河海大学机械学科创建于１９８６年，

１９９０年获“机电控制及自动化”硕士点，１９９６年列为水利部重点学科，同时设立水

利部“机电控制及自动化重点实验室”，１９９３年设立“水利部水工金属结构安全监

测中心”，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３年依次获“机械设计及理论”、“材料加工工程”

和“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硕士点，２００５年设立“机械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本

学科拥有 “疏浚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机电控制及自动化水利部重点实验

室”、“水利部水工金属结构安全监测中心”三个部级科研基地和 “常州市数字化

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常州市光伏系统集成与生产装备技术重点实验室”、“常

州市特种机器人及智能技术重点实验室”等三个常州市重点实验室。现有博士生

导师５名、教授１５名。围绕“水利特色，学科融合”建设目标，近５年以来，本学科

主持与承担了３６６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４００余篇，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１０

余项。本学科紧密跟踪与引领学科发展动态，在疏浚技术与装备、机械设计理论、

水利抗洪抢险机械、水工金属结构、水工构筑物探测与修复、新能源利用技术的理

论与应用研究、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及水下机器人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

二、培养要求

掌握机械工程学科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系统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方法，对本

学科的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前沿领域具有系统深入的了解；具有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理论联系实际，善于钻研与创新；具有从事本学

科的科学研究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胜任与机械工程相关的科学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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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术开发或科技管理等工作；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能比较熟

练使用外语阅读、撰写科技论文和进行学术交流。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机电系统设计理论与方法（Ｄｅｓｉｇｎ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ｅｃｈａ

ｔｒ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

２．疏浚技术与设备（Ｄｒｅｄ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３．ＣＡＤ／ＣＡＰＰ／ＣＡＭ／ＣＡＥ系统集成技术研究与开发（ＣＡＤ／ＣＡＰＰ／ＣＡＭ／ＣＡＥ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机械结构的强度分析理论与结构可靠性设计（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ｔ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５．机械装备的智能控制及机器人技术（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ｏ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６．机械制造先进技术（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７．工业设计理论与方法（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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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应与疏浚技术与疏浚装备、机械设计方法及理论、机械先进制

造技术、机械自动化、金属结构设计与制造、先进材料与加工技术、计算机辅助设

计与制造、机器人技术等方面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密切联系，以机械

工程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

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

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

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

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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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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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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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常州校区
外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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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３ 最优化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５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９Ｍ０２０２ 现代控制工程
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３０８
弹性力学与有限单元法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
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３０２ 设计学研究方法
Ｄｅｓｉｇ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９Ｍ０１０１ 制造系统学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２０１
计算机实时控制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３０１
现代机械设计理论与应用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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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９Ｍ０２０３
现代测试技术与应用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３１０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ＣＡＤ／ＣＡ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３０６ 可靠性分析与设计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３０９ 两相流动（双语）
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３０３ 机械振动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１０２ 先进制造技术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３０７ 结构力学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３个学分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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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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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毅芳，陈柏鸿，王周宏．多学科综合优化设计原理与方法，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４］王勖成，有限单元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５］顾寄南．基于网络的设计制造及智能集成，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６］孔珑，工程流体力学（第三版），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０７
［７］殷宗泽，土工原理，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７
［８］钱宁、万兆惠，泥沙运动力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９］ＫａｔｓｕｈｉｋｏＯｇａｔａ，Ｍｏｄ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０］ＣｏｔｔｒｅｌｌＪ．Ａｕｓｔｉｎ，Ｈｕｇｈ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Ｊ．Ｒ．，ＢａｚｉｌｅｖｓＹｕｒｉ．Ｉｓｏ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ｗａｒ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Ｄａｎｄ

ＦＥＡ［Ｍ］．Ｗｉｌｅｙ：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Ｌｔｄ，２００９．
［１１］Ｔ．Ｊ．Ｒ．Ｈｕｇｈｅｓ，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ＬｉｎｅａｒＳｔａｔｉｃ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ｏｖｅｒ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２０００．
［１２］ＭａｒｔｉｎＰｈｉｌｉｐＢｅｎｄｓｏｅ，ＯｌｅＳｉｇｍｕｎｄ．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３
［１３］Ｐ．Ｗ．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Ａ．Ｋｌａｒｂｒｉｎｇ，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
［１４］Ｌ．Ｐｉｅｇｌ，Ｗ．Ｔｉｌｌｅｒ，ＴｈｅＮＵＲＢＳＢｏｏ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７．
［１５］Ｋ．Ｋ．Ｃｈｏｉ，ＮａｍＨ．Ｋｉ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５
［１６］Ｋ．Ｋ．Ｃｈｏｉ，Ｎａｍ－ＨｏＫｉ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０
［１７］ＭａｒｋＳ．Ｇｏｃｋｅｎｂａｃ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ＡＭ，２００６
［１８］ＶｕｏｎｇＡＶ．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ｉｓｏ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２．
［１９］ＫａｒｌＪｏｈａｎＡｓｔｒｏｍ，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Ｍｕｒｒａｙ，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Ｐｒｉｎ

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２０］ＨｕｇｈｅｓＴ．Ｊ．Ｒ．，ＣｏｔｔｒｅｌｌＪ．Ａ．，ＢａｚｉｌｅｖｓＹ．Ｉｓｏ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Ｄ，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ＮＵＲＢＳ，ｅｘａｃｔｇｅ

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ｍｅｓｈ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１９４（３９－
４１）：４１３５－４１９５．

［２１］ＣｏｔｔｒｅｌｌＪ．Ａ．，ＨｕｇｈｅｓＴ．Ｊ．Ｒ．，ＲｅａｌｉＡ．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ｉｎｉｓｏ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１９６（４１－４４）：４１６０－４１８３．

［２２］参考期刊：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３］．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ＳＭＥ
［２４］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ＡＳＭＥ
［２５］参考期刊：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ＭＥ
［２６］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ＩＥＥＥ
［２７］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ｇｚｉｎｅ，ＩＥＥＥ
［２８］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ＥＥＥ
［２９］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ＥＥＥ
［３０］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ＥＥＥ
［３１］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Ｆｕｚｚ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ＥＥＥ
［３２］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Ａｓｍ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ＥＥＥ
［３３］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ＥＥＥ
［３４］参考期刊：ＩＥ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ＥＴ
［３５］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６］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ＡＳＣＥ）
［３７］参考期刊：机械工程学报（中英文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３８］参考期刊：自动化学报，中国自动化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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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参考期刊：力学学报，中国力学学会
［４０］参考期刊：计算力学学报，中国力学学会
［４１］参考期刊：振动工程学报，中国振动工程学会
［４２］参考期刊：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４３］参考期刊：系统仿真学报，中国系统仿真学会
［４４］参考期刊：机器人，中国自动化学会
［４５］参考期刊：船舶工程，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４６］参考期刊：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Ａ辑、Ｂ辑，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４７］参考期刊：中国港湾建设，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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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０８０４０２）

（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仪器科学与技术（０８０４）

一、学科简介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学科属仪器科学与技术中的二级学科。本学科是由光

学、电子学、精密机械、传感器技术、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及通信技术

和信息处理技术等学科相互渗透和融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学科。我校的测试计

量技术及仪器学科始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建成一支知识

结构合理、团结而充满活力的科研教学队伍，并已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本学科

的特色是水利水电工程中的测试技术及其仪器仪表的研究与开发，以及计算机测

试技术和智能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等。我校在水利水电工程测试技术、计算机测控

技术、智能系统开发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均能紧密跟踪现代测试技术的发展方向，

并已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果。本学科在强化特色的同时也在开拓如环境监测等领

域的新技术研究。目前，本学科技术的发展趋向节能化、智能化、微型化、集成化

和网络化，其发展及应用与现代科技的各领域发展密切相关。研究生毕业后就业

领域主要是电子信息、高新技术产业等部门的企业、公司和研究院所。

二、培养目标

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水利水电测试技术及仪器仪表（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ａｎｄＨｙｄｒｏ

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传感技术与工程检测（Ｓｅｎ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３．计算机测控技术与智能系统（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Ｔｅｓ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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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

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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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工作应与水利水电测试、传感技术与工程检测、计算机测控技术等

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密切联系，以仪器科学与技术发展中面临的

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论文

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

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

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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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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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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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５ 数理统计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７ 工程随机过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必修

选修
３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６Ｍ０１０１ 数字信号处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１０２ 现代测试技术及应用
Ｍｏｄｅｒ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４０３
计算机控制理论及应用（双语）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
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６Ｍ０４０４ 智能控制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１０３ 微弱信号检测
ＷｅａｋＳｉｇｎ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４０５
优化理论与最优控制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选修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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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Ｍ０１０４ 信息融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４０８ 现场总线技术
Ｆｉｅｌｄｂｕ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４０９ 嵌入式系统设计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４０７ 自适应控制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４１０ 鲁棒控制
Ｒｏｂｕｓ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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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丁玉美，高西全．数字信号处理［Ｍ］．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王艳芬．数字信号处理原理及实践学习指导［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刘顺兰，吴杰．数字信号处理［Ｍ］．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周兵，林锦实．现场总线技术与组态软件应用［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５］吴道悌．非电量电测技术［Ｍ］．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王跃科，叶湘滨．现代动态测试技术［Ｍ］．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７］姜常珍．信号分析与处理［Ｍ］．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８］刘俊，张斌珍．微弱信号检测技术［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周求湛，胡封晔，张利平．弱信号检测与估计［Ｍ］．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０］李士勇．模糊控制 神经控制和智能控制论［Ｍ］．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１］易继锴，侯媛彬．智能控制技术［Ｍ］．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２］李人厚．智能控制理论和方法［Ｍ］．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３］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ＳＮ：１０９４－６９６９）
［１４］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ＳＮ：００１８－９４５６）
［１５］参考期刊：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ＳＮ：１５２５－６０３０）
［１６］参考期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ＳＮ：１５２４－２５６０）
［１７］参考期刊：ＩＥ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ＳＮ：１７５１－８８２２）
［１８］参考期刊：ＩＥＴ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ＳＮ：１７５１－９６７５）
［１９］参考期刊：仪器仪表学报（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３０８７）
［２０］参考期刊：控制理论与应用（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８１５２）
［２１］参考期刊：机器人（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０４４６）
［２２］参考期刊：计算机应用研究（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３６９５）
［２３］参考期刊：中国图象图形学报（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８９６１）
［２４］参考期刊：传感技术学报（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１６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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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０８０５）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学科简介

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是我校重点建设学科，始建于１９５２年，１９８３年开始

招收硕士研究生，１９９６年获“材料学”和“材料加工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５年

获该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目前分设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

３个二级学科方向。学科现拥有一支以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骨干为主的学术队

伍，其中教授９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９３％。学科研究以高性能

混凝土材料、结构修复与防护新材料、高强韧金属以及焊接等为特色，研究内容涉

及高性能水泥基材料、高性能金属基材料、材料表面工程、材料成形与加工和高分

子合成与改性等。近五年，本学科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４０余项，同时承担了

大量社会服务项目，科研经费总额４０００多万元，获国家科技奖２项、省部级科技

奖９项。本学科研究生就业面广，可在水利、土木、机械、交通、国防等领域从事材

料科学研究、材料合成与加工、材料成型与热处理、技术开发、质量检验、施工监

理、经营销售以及相关教学等工作。

二、培养目标

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理论联系实际，善于钻研

与创新，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具有坚实的本学科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

识，对材料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掌握本学科基本工艺与装

备、现代分析与测试技术和性能评价方法，可应用一门外语进行科学研究与交流，

具有一定独立从事本学科科学研究和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面向我国材料开

发和利用需求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学术型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材料物理与化学（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海洋工程材料（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新型复合材料（Ｎｅｗ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３）新型陶瓷材料（ＮｅｗＣｅｒａｍ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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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生物工程材料（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５）功能材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材料学（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高性能水泥基材料（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高性能金属材料（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ｅｔａｌ－ｂａｓ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材料表面工程（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材料成形与加工（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５）高分子材料合成与改性（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ｙｍｅｒ）

（６）功能建筑材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材料加工工程（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材料组织结构与性能研究（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焊接设备及自动控制 （Ｗｅｌｄ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ｕ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３）材料加工过程控制及自动化（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

（４）材料加工过程的质量检测与控制（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ｏｆ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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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

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

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

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３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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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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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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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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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７ 工程随机过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ａｎｄｏｍ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５ 数理统计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１０Ｍ０２０１ 材料物理化学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选修
５－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０Ｍ０２０２
材料结构与性能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２０３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２０４ 材料热力学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２０５ 物理冶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０９Ｍ０２０２ 现代控制工程
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选修
４－５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０Ｍ０２０６ 高等材料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２０７
材料成形理论与工艺
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２０８ 功能高分子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２１０ 先进复合材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０９Ｍ０４０２
焊接过程自动控制
Ａｕ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ｏｆＷｅｌｄｉｎｇ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选修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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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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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０Ｍ０２０９ 新型陶瓷材料
ＮｅｗＣｅｒａｍ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２１１
材料腐蚀与防护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２１２ 材料表面技术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２１３
金属材料失效分析
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２１４ 水泥化学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ｅｍｅｎｔ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２１５ 高分子合成工艺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０９Ｍ０４０５
材料加工过程的数值模拟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２０４ 现代电力电子技术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２０１
计算机实时控制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材料科学基础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６４ ４ 考试 力材院

材料性能学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４８ ３ 考试 力材院

本科非
材料专业
研究生
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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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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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郝士明，蒋敏，李洪晓．材料热力学［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吴代鸣．固体物理基础［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４］王崇琳．相图理论及其应用［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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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赵国藩．高等钢筋混凝土结构学［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董湘怀．材料成形理论基础［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８］陈惠发编译．混凝土和土的本构方程［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ＪｕｌｉａｎＥａｓｔｏｅ．表面活性化学［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０］石德珂．材料物理［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１］江见鲸．高等混凝土结构理论［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２］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Ｉｎｃ，２００６．
［１３］ＺａｋｉＡｈｍａｄ，ＤｉｇｂｙＤ．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ｒｒｉ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Ｌｔｄ，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３．
［１４］ＤｏｎａｌｄＭ．Ｍａｔｔｏｘ．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Ｖａｐｏ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Ｖ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Ｍ］．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ｎｄｒｅｗ，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０．
［１５］ＣｏｌｉｎＤ．Ｂｒｏｗｎ．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Ｍ］．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Ｌｔｄ，１９９７．
［１６］ＡｒｍｅｎＧ．Ｋｈａｃｈａｔｒｙａ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ｏｌｉｄｓ［Ｍ］．Ｄｏｖ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２００８．
［１７］ＪｏｓｅＡｎｔｏｎｉｏＡｒｅｓ．Ｍｅｔａｌ：Ｆｏｒｍｉｎｇ，Ｆｏｒｇ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ｌｄ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Ｍ］．Ｂａｒｒｏｎ＇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ｒｉｅｓ，

２００６．
［１８］ＰｉｅｒｒｅＲ．Ｒｏｂｅｒｇｅ．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８．
［１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２０］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２１］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
［２２］ＭＲ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Ｊ］
［２３］Ａｃ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ａ［Ｊ］
［２４］Ｓｃｒｉｐ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ａ［Ｊ］
［２５］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２６］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２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Ｊ］
［２８］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ａｔｉｎｇ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２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Ｊ］
［３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Ｊ］
［３１］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３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ｌｌｏｙ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Ｊ］
［３３］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Ｊ］
［３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３５］Ｐｏｌｙｍｅ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Ｊ］
［３６］无机材料学报［Ｊ］
［３７］功能材料［Ｊ］
［３８］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Ｊ］
［３９］金属学报［Ｊ］
［４０］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Ｊ］
［４１］腐蚀与防护［Ｊ］
［４２］建筑材料学报［Ｊ］
［４３］混凝土［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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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０８０７）

（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ｍ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是由其二级学科流体机械及工程发展

而来，该二级学科创建于１９５８年，历史悠久，于１９８６年即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是

全国最早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之一，现为河海大学重点学科，也是“江苏高

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主要承担学科之一，于２０１１年获“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并新增二级学科“可再生能源科学与工程”。目前学科成员

由在职正高职称７人、副高级职称１１人、讲师及教学科研辅助人员１２人组成。本

学科试验室经过“２１１工程”的建设，新建成了“水力机械多功能试验台”，“水力机

械动态模拟试验台”，“低速风洞试验台”、风－光－蓄及海水淡化综合利用平台等

试验装置，已经在电站（泵站）整体水力模型、流体机械的内特性和外特性研究方

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承担了各种课题近百项，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２项、

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１项、省部级二等奖６项、国家专利５０授权余件，在国内外主

要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４００余篇，出版学术专著２０部。本学科培养的人才

在国家电网、水电设计、科学研究、抽水蓄能电站管理、大型水电集团、可再生能源

利用和事业等单位发挥了突出作用，许多人已成为我国大型水电部门的技术骨

干，有些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本学科研究生连续多年就业率为１００％。

二、培养目标

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流体机械及工程安全运行、故障测试与诊断（Ｓａｆｅｔ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ａｕｌｔＴｅｓｔｓ

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Ｆｌｕｉ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流体机械特性、建模技术及优化设计（Ｆｌｕｉ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水力机组的动态特性、过渡过程控制与仿真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Ｄｙｎａｍ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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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４．水利机械与金属结构优化设计、制造及安全性研究（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Ｍａ

ｃｈｉｎｅ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Ｓｔｕｄｉｅｓ）；

５．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Ｐｏｗ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低

于２年，最长不超过５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

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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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以能源动力科学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

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

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

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

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对本学科、专业研究方向的国内

外发展动态、趋势、新成就应有较全面的了解，选题应当是本学科领域内具有一定

实用价值或理论意义的课题。选题应与指导教师研究方向和学科专长相结合。

选题时应充分考虑已具备的条件，充分估计现有物质条件、研究经费和工作周期

等因素，并尽量和指导老师正在从事的科研项目相结合。委托培养或与工程单位

联合培养的研究生的选题应尽可能结合委托单位或工程单位的实际课题。课题

分量和难易程度要恰当，既要有先进性又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经过努力可以出研究

成果。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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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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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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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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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３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春、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７７Ｍ０００３ 弹性力学
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选修
５或６
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６Ｍ０２０１ 流体动力学及叶栅理论
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Ｃａｓｃａｄｅ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２０２ 现代控制理论
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２０３ 湍流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２０４
高等传热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选修
２或４
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６Ｍ０２０５
流体机械控制与仿真
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Ｈｙ
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２０６
流体机械ＣＦＤ及优化设计
ＴｈｅＦｌｕｉ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ＣＦＤａｎｄＯｐ
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２０７ 现代机械设计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选修
４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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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Ｍ０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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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Ｍ０２０９ 可逆式水力机械
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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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Ｍ０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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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Ｍ０２１２ 机组与设备测试与诊断
Ｔｅｓ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２１３
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２１４

水利金属结构及机械安全分析
与评价
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Ｍｅ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必修

选修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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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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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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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明，郑圣义．水工金属结构健康诊断理论、方法及应用［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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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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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参考会议论文集：ＩＡＨＲ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Ｃ］．
［１９］参考会议论文集：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Ｍ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
［２０］参考会议论文集：全国水力机械及其系统学术会议［Ｃ］．
［２１］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ｌｕｉｄ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００９８－２２０２）
［２２］推荐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ＳＮ：００２２－１６８６）
［２３］推荐期刊：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２３７０）
［２４］参考期刊：水利学报（ＩＳＳＮ：０５５９－９３５０）
［２５］参考期刊：水力发电学报（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１２４３）
［２６］参考期刊：工程热物理学报（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２３１Ｘ）
［２７］参考期刊：农业机械学报（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
［２８］参考期刊：Ｗｉ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ＩＳＳＮ：１０９５－４２４４）
［２９］参考期刊：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ＳＳＮ：０９６０－１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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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０８０８）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学科简介

电气工程一级学科（０８０８）覆盖五个二级学科：电机与电器（０８０８０１）、电力系

统及其自动化（０８０８０２）、高电压与绝缘技术（０８０８０３）、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０８０８０４）、电工理论与新技术（０８０８０５），主要研究方向覆盖了电能生产、传输、变

换、应用、检测、控制、调试和管理的全过程。该学科成立于１９８７年，经过多年的

发展，已在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地区电力系统自动化、电力设备故障诊断、电力

电子与电气传动、电机与控制、风力发电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我校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专业是国家特色专业，电气工程学科是校重点学科。近年来，本学科主

持或参与国家９７３项目、８６３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杰出青年基

金项目、面上项目等国家级科研课题３０余项，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３００余篇，出

版专著１０余部，获部省级科技进步奖多项。本学科科研条件良好，建有“可再生

能源发电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电力系统动态模拟实验室”和“电力系统

健康诊断实验室”，拥有“电力系统自动化”、“电力电子与电气新技术”、“智能电

网”和“新能源”等多个研究所。近年来，本学科快速发展，为我国电气工程领域的

人才培养和科学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毕业生主要分布在电力公司、大型国企、

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

二、培养目标

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地区电力系统自动化（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电气设备故障诊断与信息处理（Ｆａｕｌ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

４．新型交直流电气传动系统（ＮｏｖｅｌＡＣ／ＤＣ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Ｄｒ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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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申请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在入学后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至少听取５次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做１次公开的学

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由导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

生参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

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所做学术报告由导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

考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导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生实

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１０

篇，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导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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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导师审

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发表、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的选题应以电气工程领域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工程问题、高新技术

问题等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

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

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

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导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报

告，汇报论文工作的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中期报告以校内学

术报告会的形式开展，报告会由导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

相当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

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发表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４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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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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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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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７ 工程随机过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３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５ 数理统计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６Ｍ０３０１
电力系统稳态分析
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Ｓｙｓ
ｔｅ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４０１ 线性系统理论
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３０２
电气工程新技术（双语）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３０３ 高电压工程
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３０４
电力系统微机保护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６Ｍ０３０５
电力系统动态分析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３０６
现代电力电子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选修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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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Ｍ０３０７ 现代电力系统控制
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３０８
现代输配电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３０９ 系统理论及其应用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３１０
电气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Ｄｉ
ａｇｎｏｓｉｓ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３１１
配用电与能效系统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ｅ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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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电力工程（１）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能电院

电机学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能电院

本科非
电气专业
研究生
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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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王锡凡．现代电力系统分析［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夏道止．电力系统分析［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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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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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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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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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鞠平．电力系统建模理论与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８］梅生伟，申铁龙，刘康志．现代鲁棒控制理论与应用［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９］康重庆，夏清，徐玮．电力系统不确定性分析［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０］周双喜，等．电力系统电压稳定性及其控制［Ｍ］．北京：中国电力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１］马宏忠．电机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２］刘明波，谢敏，赵维兴．大电网最优潮流计算［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３］ＰｒａｂｈａＫｕｎｄｕｒ．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Ｉｎｃ１９９４．
［１４］Ｔ．Ｖ．Ｃｕｔｓｅｍ，Ｃ．Ｄ．Ｖｏｕｒｎａｓ．Ｖｏｌｔａｇ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Ｂｏｓｔｏｎ，ＭＡ：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８．
［１５］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ＳＳＮ：０８８５－８９５０）
［１６］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ｏｗｅ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ＳＳＮ：０８８５－８９７７）
［１７］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ｍａｒｔＧｒｉｄ（ＩＳＳＮ：１９４９－３０５３）
［１８］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ＳＳＮ：１９４９－３０２９）
［１９］参考期刊：ＩＥ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ＳＳＮ：１７５１－８６８７）
［２０］参考期刊：ＩＥＴ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Ｐｏｗ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Ｎ：１７５２－１４１６）
［２１］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ＳＳＮ：０１４２－０６１５）
［２２］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ｃｌ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ＩＳＳＮ２１９６－５６２５（ｐｒｉｎｔ）；ＩＳＳＮ２１９６－５４２０

（ｏｎｌｉｎｅ））
［２３］参考期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ＩＳＳＮ：０２５８－８０１３）
［２４］参考期刊：电工技术学报（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６７５３）
［２５］参考期刊：电机与控制学报（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４４９Ｘ）
［２６］参考期刊：太阳能学报（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００９６）
［２７］参考期刊：电力系统自动化（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０２６）
［２８］参考期刊：电力自动化设备（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６０４７）
［２９］参考期刊：电网技术（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３６７３）
［３０］参考期刊：高电压技术（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６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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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学与技术（０８０９）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于２００５年首次招生，是以国防军工和水利信

息化需求为导向，主要围绕学科关键领域，系统地开展应用基础理论探索和关键

技术研究的一级硕士学科。目前该一级学科在 “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电磁

波”、“信息对抗技术”、“信息获取技术”等四个方面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方向

与鲜明的专业特色。本学科点现有博士生导师２人，硕士生导师１５人，为本学科

开展研究生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近年来，本学科点先后完成国家“九五”、“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高新研、总装备部、水利部、江苏省重点科技计划等一批科研项目；获

得高精度测量传感器及新型遥测技术应用（南京市科技进步１等奖，２００６）等一批

科研成果；出版学术专著２０余部，发表ＳＣＩ、ＥＩ检索收录论文２６０多篇，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３０余项。

二、培养目标

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电路与系统（Ｃｉｒｃｕｉｔ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

２．电磁场与电磁波（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Ｗａｖｅ）

３．信息获取技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信息对抗技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ａｒｆａ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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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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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

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

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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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学与技术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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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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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３ 最优化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７ 工程随机过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７Ｍ０１０２
现代信号处理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Ｓｉｇ
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１０３
通信与编码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ｄ
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１０４ 高等电磁场理论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１０５ 微波工程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７Ｍ０１０６
电子信息系统设计导论（双语）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３０４ 检测与估计理论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０７Ｍ０６ 专用集成电路设计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ｉｒｃｕｉｔ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０７Ｍ０１ 电路与系统仿真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１１０ 微波电路与设计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Ｃｉｒｃｕｉｔｄｅｓｉｇｈ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选修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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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７Ｍ０１０１ ＤＳＰ技术
ＤＳＰ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１１１
嵌入式系统设计及应用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１１２
无线通信信号处理新技术
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１１４
多媒体信息处理与传输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１１５
现代集成电路测试技术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Ｔｅｓ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１１６
无线系统的微波与射频设计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ｎｄＲＦ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ｗｉｒｅ
ｌｅｓｓ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必修

选修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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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７Ｍ０１１７
毫米波通信技术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 ｗａ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１１８ 现代天线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ｔｅｎｎ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１２０
现代微波与天线测量技术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ｏｄｅｒｎ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ｎｄａｎｔｅｎｎａ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通信原理 ３２ ２ 考试 计信院

电磁场与波 ３２ ２ 考试 计信院

本科电子
科学与
技术专业
研究生
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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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通信工程（０８１００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０８１０）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源于我校基础理论及电子学工程系的无线

电设计与制造专业（１９６０－１９６２）。１９９８年获批“通信与信息系统”二级学科硕士

点，２００３年获批“信号与信息处理”二级学科硕士点，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１年分别获批

“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和一级学科博士点。２００８年通信工程专业获

批江苏省精品专业，２０１０年被评为国家特色专业。

学科围绕“信息获取与处理、通信传输、领域应用”信息链，以行业重大需求为

导向，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在信息获取与处理、遥感与遥测、水利通信网与专

用通信系统、多维信号处理、雷达探测与信号处理等几个方向形成了与国际研究

前沿／热点接轨、与工程应用技术紧密结合的鲜明特色。现有教授１５名，博导１１

名，其中江苏省“３３３”人才工程，江苏省高等学校“青蓝工程”培养对象６名。“十

一五”以来，本学科主持与承担了３１０余项国家、省部级和企事业单位委托的科研

项目，经费总额近５千万元，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３０项，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奖１

项，出版专著和教材２０余部，发表ＳＣＩ、ＥＩ检索收录论文３００余篇，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４０余项，主持和参与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１０余项。研究生就业单位有机关

事业单位、高校和科研机构、大中型ＩＴ企业等。

二、培养目标

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通信与信息系统（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２．信号与信息处理（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３．遥测与信息网络（Ｔｅｌｅ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４．微波技术与应用（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５．物联网技术与应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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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入学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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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应围绕“水信息获取与处理、通信传输、领域应用”信息链，系统

地开展应用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以行业重大需求为导向，注重理论与技术

创新，基础理论和工程应用技术紧密结合，积极跟踪国际同类学科前沿／热点，在

信息获取与处理、遥感与遥测、水利通信网与专用通信系统、多维信号处理等几个

领域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热点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

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

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

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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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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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常州校区
外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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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７ 工程随机过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３ 最优化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５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７Ｍ０３１３
现代数字信号处理（双语）
Ｍｏｄｅｒ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３０８ 数字通信（双语）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３１６
信息论与编码（双语）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ｄｉｎｇ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物联网院

０７Ｍ０３０４ 检测与估计理论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物联网院

选修
５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７Ｍ０３１５
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３１８
遥测遥控系统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３１２
未来媒体互联网（双语）
ＦｕｔｕｒｅＭｅｄ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查 计信院

选修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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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校区
人文社科部

０７Ｍ０３０７ 视频图像处理
Ｖｉｄｅｏ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３１９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应用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３１１ 通信网络分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３０３
多媒体通信技术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物联网院

０７Ｍ０３０５ 嵌入式系统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３０９
数字通信系统仿真与分析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３１４ 现代天线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ｔｅｎｎ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必修

选修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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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７Ｍ０３０１ 传感器原理
Ｓｅｎｓｏｒ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８Ｍ０１０２ 虚拟现实与３Ｄ打印
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３Ｄｐｒｉ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物联网院

０８Ｍ０１０３ 传感网技术
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物联网院

０８Ｍ０１０４ 云计算技术
Ｃｌｏｕ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物联网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３学分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通信原理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信号与系统
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

本科非
通信专业
研究生
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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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刘蕴才，无线电遥测遥控，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王秉中，计算电磁学，高教分社，２００５
［３］方开泰．实用多元统计分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４］张贤达，现代信号处理，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５］Ａ．Ｖ．奥本海姆，离散时间信号处理，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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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ＪｏｈｎＧ．Ｐｒｏａｋｉｓ．数字通信（第四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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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ＳｅｒｇｉｏｓＴｈｅｏｄｏｒｉｄｉｓ，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ｏｎｓＫｏｕｔｒｏｕｍｂａｓ，模式识别（第４版），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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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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科学与工程（０８１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学科简介

控制科学与工程是研究控制理论、方法、技术及其工程应用的学科。控制科

学与工程学科的应用已遍及工业、农业、交通、环境、军事、生物、医学、经济和社会

等各个领域。我校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在水利水电自动化、电气传动自动化、交

通综合自动化系统、自适应控制、智能控制、最优控制、系统辩识与建模、计算机测

控系统、过程控制、模式识别、电能质量监控及电力电子系统控制等研究领域取得

了显著的科研成果。我校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有一支知识结构合理、团结而充满

活力的教学科研队伍。

二、培养目标

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先进控制理论及应用（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智能控制与智能系统（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３．运动控制系统（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４．现代检测技术与系统（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

５．水利水电自动化（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６．智能化仪器与自动化装置（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

７．模式识别理论与应用（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

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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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应紧扣控制理论研究前沿和控制工程实际问题，与国家发展战

略等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密切联系，以控制科学与工程发展中面

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

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

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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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做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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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科学与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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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常州校区
外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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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校区
人文社科部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７ 工程随机过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５ 数理统计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５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６Ｍ０４０１ 线性系统理论
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７Ｍ０５０９ 算法设计与分析（双语）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６Ｍ０４０２ 非线性系统控制理论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４０３
计算机控制理论及应用（双语）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
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１０１ 数字信号处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７Ｍ０４０４ 人工智能原理 （双语）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选修
３学分

选修
２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６Ｍ０４０４ 智能控制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物联网院

０７Ｍ０４０１ 模式识别
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６Ｍ０４０５
优化理论与最优控制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物联网院

０７Ｍ０５０８ 数字图像处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４０５ 神经网络设计（双语）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选修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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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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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考查

马院
常州校区
人文社科部

０６Ｍ０４０６
控制科学与工程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４０７ 自适应控制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物联网院

０６Ｍ０４０８ 现场总线技术
Ｆｉｅｌｄｂｕ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物联网院

０６Ｍ０４０９ 嵌入式系统设计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物联网院

０６Ｍ０４１０ 鲁棒控制
Ｒｏｂｕｓ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４１１ 机器视觉
ＭａｃｈｉｎｅＶｉｓ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Ｍ０４１２ 滤波与随机控制
Ｆｉｌｔｅｒａｎｄ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７Ｍ０４０３ 机器学习
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物联网院

０７Ｍ０４０６ 信息检索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５１２ 形式语言学
Ｆｏｒｍ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４０２ 进化计算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物联网院

０７Ｍ０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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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８Ｍ０１０３ 传感网技术
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物联网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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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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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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０８１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０８１２）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始于１９７８年开始招生的电子计算机及应用

本科专业，１９９６年获得计算机应用技术硕士学位授予权，同年被评为水利部重点

学科，２０００年获得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２００２年被评为江苏省普通

高校“青蓝工程”优秀学科梯队，２００５年获得计算机应用技术二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予权，２００９年获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２０１０年获得“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近年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紧密结合江苏

软件强省建设和水利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需求，依托河海大学优势学科平台建设，

承接了国家“９７３”、“８６３”、自然科学基金等基础研究类项目，以及三峡工程管理系

统、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数字黄河工程、水资源监控管理系统等一批重大工程

的信息化建设项目，积极推进水利信息化工作，形成学科的优势与特色。

二、培养目标

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计算机系统结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２．计算机软件与理论（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

３．计算机应用技术（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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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应围绕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及计算机体系结

构三个二级学科，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密切联系，以计算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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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

技术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

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做

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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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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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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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０７Ｍ０５０７ 数理逻辑（双语）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５０９ 算法设计与分析（双语）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计信院

必修
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７Ｍ０５１１ 现代数据管理技术（双语）
Ｍｏｄｅｒｎ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４０４ 人工智能原理（双语）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５１２ 形式语言学
Ｆｏｒｍ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７Ｍ０５０２ 分布式计算（双语）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５１０ 网络与信息安全
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选修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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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７Ｍ０５０５ 软件复用技术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ｕｓ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５０４ 软件测试技术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ｓｔ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５０６ 软件形式化方法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４０６ 信息检索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４０５ 神经网络设计（双语）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５０３ 计算机图形学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５０８ 数字图像处理（双语）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４０３ 机器学习
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５０１ 多媒体技术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必修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３学分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９２２



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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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普克罗夫特（Ｈｏｐｃｒｏｆｔ，Ｊ．Ｅ）等著；孙家 等译，《自动机理论、语言和计算导论（原书第３版）》，机
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１２４０３５８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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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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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荷）塔嫩鲍姆 著，陈向群，马洪兵 等译，《现代操作系统 （原书第 ３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２５５４４４

［７］（美）斯托林斯 著，彭蔓蔓 等译，《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性能设计（原书第８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
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２８７８０

［８］（美）西尔伯沙茨 等著，杨冬青 等译，《数据库系统概念（原书第 ６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７５２９６

［９］（美）米歇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Ｔ．Ｍ．）著；曾华军 等译，《机器学习》，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１１０９９３８
［１０］（美）拉塞尔，（美）诺维格 著，《人工智能：一种现代的方法（第 ３版）》，清华大学出版社，ＩＳＢ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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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０８１４０１）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土木工程（０８１４）

一、学科简介

１９５２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文熙教授在我校创建我国高校第一个土力学实验

室，我校岩土工程学科１９８１年成为国家首批博士授权点之一，１９８８年成为国家首

批重点学科，之后两次通过国家重点学科复审，１９９５年岩土力学实验室被评为水

利部重点实验室，１９９６年列为国家“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学科。设有博士后流动

站，拥有岩土力学与堤坝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科师资力量雄厚，科研环境

优越。拥有双聘院士、国家特聘教授、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和特聘教授，拥有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拥有江苏省“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和“青蓝工程”等杰出人才。

岩土工程本学科的特色是通过研究岩土体的物理化学性质和力学特性、在荷

载作用下岩土体内部的应力变形和强度规律，解决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交通

工程建设等工程领域中岩土体变形和稳定问题。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满足下列要求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

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学科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严谨求实和勇于探索

的科学态度，具备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力，具有解决土木及

水利水电工程中与岩土工程相关的科学技术问题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土的静动力学特性与本构理论（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Ｔｈｅ

ｏｒｙｏｆＳｏｉｌ）

２．现代高土石坝设计理论与方法（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Ｈｉｇｈ

ＥａｒｔｈＤａｍ）

３．软土地基处理与基础工程（ＳｏｆｔＳｕｂｓｏｉ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岩石力学与岩体工程（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ＲｏｃｋＭａｓ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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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岩土渗流理论与测试（Ｓｅｅｐａｇ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Ｇｅ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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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论文选题应以岩土工程学科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科学技术问

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鼓励开展岩土工程领

域的基础性、共性问题研究工作。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

阅读和学术调研确定研究方向。论文选题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３３２



岩土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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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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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５ 数理统计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７７Ｍ０００３ 弹性力学
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７７Ｍ０００４ 塑性力学
Ｐ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７７Ｍ０００５ 流体力学
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４Ｍ０１０１ 高等土力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１０２ 高等岩石力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选修
３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４Ｍ０１０３
岩土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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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４Ｍ０１０４
土工测试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
ｎ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１０５ 土动力学
Ｓｏｉ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１０６
地基处理新技术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１０７ 渗流理论与测试
Ｓｅｅｐａｇ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１０８ 城市地下工程
Ｕｒｂａｎ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１０９
边坡岩石力学与工程
ＲｏｃｋＳｌｏｐ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１１０ 环境岩土工程
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１１１ 基础工程分析（双语）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３０１ 岩石动力学
Ｒｏｃｋ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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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５３２



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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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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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胡聿贤．地震工程学［Ｍ］．地震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卢廷浩，刘军等．岩土工程数值方法与应用［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６］王保田．土工测试技术［Ｍ］．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蔡美峰．岩石力学与工程［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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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地基处理手册编写委员会．地基处理手册［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０］关宝树．隧道工程施工要点集［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１］Ｒ．Ｆ．Ｃｒａｉｇ．Ｃｒａｉｇ＇ｓ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Ｍ］．ＳｐｏｎＰｒｅｓｓ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Ｇｒｏｕｐ，７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４
［１２］ＤａｖｉｄＭｕｉｒＷｏｏｄ．Ｓｏｉ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１３］ＪａｍｅｓＫ．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Ｓｏｉ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Ｍ］．Ｗｉｌｅｙ，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３
［１４］ＢｒａｊａＭ．Ｄａ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Ｍ］．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８
［１５］ＢｒａｊａＭ．Ｄａ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Ｂｒｏｏｋｓ／Ｃｏｌｅ，２０００
［１６］Ｊ．Ｃ．Ｓａｎｔａｍａｒｉｎａ，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Ａ．Ｋｌｅｉｎ，ＭｏｈｅｂＡ．Ｆａｍ．ＳｏｉｌｓａｎｄＷａｖｅ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Ｍ］．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Ｌｔｄ，２００１
［１７］Ｄ．Ｇ．Ｆｒｅｄｌｕｎｄ，Ｈ．Ｒａｈａｒｄｊｏ．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ｆｏｒ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ｓ［Ｍ］．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１９９３
［１８］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Ｗ．Ｎｇ，ＢｒｕｃｅＭｅｎｚｉｅ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
［１９］ＤａｖｉｄＭ．Ｐｏｔｔｓ，ＬｉｄｉｊａＺｄｒａｖｋｏｖｉ．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Ｍ］．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２００７
［２０］ＤｏｎａｌｄＰ．Ｃｏｄｕｔｏ．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Ｍ］．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０
［２１］ＨｕｄｓｏｎＪＡ，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ｏｃｋ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Ｐｅｒｇａｍ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２２］岩土工程学报［Ｊ］．
［２３］岩土力学［Ｊ］．
［２４］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Ｊ］．
［２５］水利学报［Ｊ］．
［２６］土木工程学报［Ｊ］．
［２７］河海大学学报［Ｊ］．
［２８］水利与建筑工程学报［Ｊ］．
［２９］世界地震工程［Ｊ］．
［３０］防灾减灾工程学报［Ｊ］．
［３１］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ＳＳＮ：００１６－８５０５）［Ｊ］．
［３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１０９０－０２４１）［Ｊ］．
［３３］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ＳＮ０００８－３６７４）［Ｊ］．
［３４］Ｓｏｉｌｓａｎ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ＳＮ００３８－０８０６）［Ｊ］．
［３５］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ＳＮ０１４９－６１１５）［Ｊ］．
［３６］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１９６４－８１８９）［Ｊ］．
［３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ＩＳＳＮ０２６６－３５２Ｘ）［Ｊ］．
［３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１０８９－３０３２）［Ｊ］．
［３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ＳＳＮ１３６５－１６０９）［Ｊ］．
［４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ＳＳＮ１０９６－９８５３）［Ｊ］．
［４１］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００２９－８０１８）［Ｊ］．
［４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１３６３－２４６９）［Ｊ］．

６３２



［４３］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ＳＳＮ１０６４－１１９Ｘ）［Ｊ］．
［４４］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ＳＮ１３６５－２４６Ｘ）［Ｊ］．
［４５］ＡｐｐｌｉｅｄＯｃｅ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ＳＮ０１４１－１１８７）［Ｊ］．
［４６］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ＩＳＳＮ８７５５－２９３０）［Ｊ］．
［４７］Ｓｏｉ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０２６７－７２６１）［Ｊ］．
［４８］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０８９０－５４８７）［Ｊ］．
［４９］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ＳＳＮ０２５３－４８２７）［Ｊ］．
［５０］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３６６４）［Ｊ］．

７３２



结构工程（０８１４０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土木工程（０８１４）

一、学科简介

我校结构工程学科于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分别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年先后两次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２００３年被批准设立土木工程一级学科

博士点，拥有博士后流动站。２０１１年入选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土木

工程安全与减灾学科群”建设。本学科在钢筋混凝土非线性有限元分析、现代混

凝土裂缝控制理论与技术、钢结构及大型水工金属结构基本理论及结构分析等领

域具有特色。多项研究成果获国家级、部省级科技进步奖，在行业内有显著影响。

拥有江苏省建筑物裂缝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沪宁）钢结构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两个省级科研平台。结构工程实验室拥有ＭＴＳ动静万能试验机、大型多功

能人工气候环境模拟实验室、分离式霍普金森压杆、落锤式冲击试验机等研究设

备。承担多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水利部公益

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和大量横向科研项目。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门知识，较为全面地了解学

科的技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能够应用基础理论、先进计算方法和实验技术手

段开展技术研究工作，解决土木水利工程中工程技术问题，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结

构工程方面的高层次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混凝土结构基本理论及近代计算方法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ｔｉｍｅ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Ｒ．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钢结构基本理论及结构分析方法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新型结构与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性能与设计 （Ｔｈ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

Ｎｅｗ－ｔｙｐ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Ｓｔｅｅｌａｎ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４．工程结构耐久性、鉴定加固与改造（Ｔｈ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Ｒｅｔｒｏｆｉｔ
８３２



ａｎｄ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５．工程结构抗震与振动控制 （Ｔｈｅ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实践环节３学分。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３２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论文选题应以结构工程学科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科学技术问

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鼓励开展结构工程领

域的基础性、共性问题研究工作。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

阅读和学术调研确定研究方向。论文选题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０４２



结构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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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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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７７Ｍ０００３ 弹性力学
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７７Ｍ０００４ 塑性力学
Ｐ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选修
４－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４Ｍ０２０１
高等钢筋混凝土理论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２０２ 钢结构稳定理论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土木院

７７Ｍ０００２ 有限单元法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４Ｍ０２０３
结构试验与量测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２０４ 钢结构设计原理
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土木院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０Ｍ０１１５
有限元程序设计与图形处理
ＦＥＭＰｒｏｇｒａｍ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Ｇｒａｐｈ
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７７Ｍ０００１ 结构动力学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０４Ｍ０２０５
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
Ｓｔｅｅｌ－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２０６
钢筋混凝土有限元分析
ＦＥ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
ｃｒｅｔｅ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２０７ 板壳结构
ＰｌａｔｅａｎｄＳｈｅｌ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２０８ 高层建筑结构（双语）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ａｌ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２０９ 大跨度空间结构（双语）
Ｌａｒｇｅ－ｓｐａｎＳｐａ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３０６
结构抗震与振动控制
Ａｎｔｉ－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１１１ 基础工程分析（双语）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土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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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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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环节
３学分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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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赵国藩．高等钢筋混凝土结构学［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周氐．现代钢筋混凝土基本理论［Ｍ］．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３］江见鲸，李杰，金伟良．高等混凝土结构理论［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４］过镇海．混凝土的强度和变形［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５］过镇海．钢筋混凝土原理［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６］陈骥．钢结构稳定理论与设计［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张今阳，沈德建．民用建筑工程质量检测鉴定与实务［Ｍ］．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２．
［８］陈绍蕃．钢结构稳定设计指南（第二版）［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ＬｅｏｎａｒｄＳｐｉｅｇｅｌＧｅｏｒｇｅＦ．Ｌｉｍｂｒｕｎｎｅｒ．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ｔｅｅｌ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Ｍ］．北京：清华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０］薛建阳，赵鸿铁．型钢混凝土粘结滑移理论及其工程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１］聂建国．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原理与实例［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２］易伟建．混凝土结构试验与理论研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３］韩林海．钢管混凝土结构：理论与实践（第２版出版）［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４］何政．钢筋混凝土结构非线性分析［Ｍ］．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５］方鄂华．高层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概念设计［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６］ＢｕｎｇａｌｅＳ．Ｔａｒａｎａｔｈ．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ａｌ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Ｍ］．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１７］ＢｕｎｇａｌｅＳ．Ｔａｒａｎａｔ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ａｌ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Ｓｔｅｅ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

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１８］ＨａｓｓａｎＡｌＮａｇｅｉｍ，Ｔ．Ｊ．ＭａｃＧｉｎｌｅｙ．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１９］Ｎｉｌｓ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Ｍ］．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ａ）Ｐｖｔ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０５．
［２０］Ａｌａ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ＤｅａｒｂｏｒｎＴｒａｄ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０３．
［２１］土木工程学报［Ｊ］．
［２２］建筑结构学报［Ｊ］．
［２３］建筑结构［Ｊ］．
［２４］结构工程师［Ｊ］．
［２５］清华大学学报［Ｊ］．
［２６］天津大学学报［Ｊ］．
［２７］大连理工大学学报［Ｊ］．
［２８］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Ｊ］．
［２９］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Ｊ］．
［３０］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Ｊ］．
［３１］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Ｊ］．
［３２］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Ｊ］．
［３３］ＡＣＩ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ＳＮ０８８９－３２５Ｘ）［Ｊ］．
［３４］ＡＣ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ＳＮ０８８９－３２４１）［Ｊ］．
［３５］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ｅｒｓ（ＩＳＳＮ１３５９－５９９７）［Ｊ］．
［３６］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ＳＳＮ０１４１－０２９６）［Ｊ］．
［３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ｅｅ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ＳＳＮ１２２９－９３６７）［Ｊ］．
［３８］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ＳＳＮ０９５０－０６１８）［Ｊ］．
［３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ｅｅ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ＳＮ０１４３－９７４Ｘ）［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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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０８１４０３）

（Ｕｒｂ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土木工程（０８１４）

一、学科简介

市政工程学科属土木工程一级学科，是与城乡水系统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密

切相关的学科。本学科特色在于以城乡水系统良性循环为核心，从水源地保护、

饮用水安全保障、城乡水系统优化、污水处理与资源合理利用、城市与工业节水技

术等多方面进行研究，并进行多学科高新技术交叉与联合攻关。

本学科硕士点设置于２００３年，拥有年富力强、勇于创新的教师队伍，现有教

师１７人，其中高级职称１２人（９４％具有博士学位）。学科实验中心拥有先进试验

设施和装备，承担了国家８６３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等高层次科研项目，以及部省级和地方技术服务任务，为研究生培

养提供了高水平研究和实训平台。

二、培养目标

坚持“质量第一和教育创新”的宗旨，实施“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培养。掌

握市政工程领域内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对本学科发展前沿有基本了

解；在试验研究方法、计算机应用能力等方面得到系统的培养和训练；对饮用水安

全保障及应急水处理理论与技术、城市及工业污（废）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城乡

给水排水系统规划、城市及工业节水理论与技术等方面能进行理论与技术研发；

培养严谨求实、勇于探索的科学态度和作风，并具备一定创新能力和独立从事科

学研究与应用开发的能力；能胜任教学、科研、设计、管理和其它工程技术工作。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饮用水安全保障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Ｓａｆｅｔｙ）

２．城镇水系统优化理论与技术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３．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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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城市与工业节水技术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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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应与水源水质改善与污染控制技术、水源污染物迁移转化与过

程控制、饮用水安全保障理论与技术、突发水污染应急理论与技术、污水处理及资

源化利用理论与技术、污水厂提标改造新工艺与技术、城镇水系统优化理论与技

术、水处理工艺反应器理论与过程模拟、城市与工业节水技术、水厂或污水厂节能

降耗技术、新材料在水处理中的应用、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等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的重大需求密切联系，以市政工程领域行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

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研究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

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研究动态，对文献

做出分析评述，并结合前期调研，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论文选题一般应在课程

学习结束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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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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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　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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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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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５ 数理统计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７７Ｍ０００５ 流体力学
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０５Ｍ０２０１
微生物生理生化基础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ｐｈｙｓｉｏｌ
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选修
２－５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５Ｍ０２０２
水的物化处理原理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ｈｙｓ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Ｍ０２０３
水的生物处理原理（双语）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Ｍ０２０４ 水的循环与重复利用
ＲｅｃｙｃｌｅａｎｄＲｅｕｓｅｏｆＷａｔｅｒ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选修
４－６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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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５Ｍ０１１３ 大型仪器应用技术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Ｍ０２０５
给排水新技术
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Ｍ０１０７
固体废弃物处置与资源化
ＳｏｌｉｄＷａｓ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
ｐｏｓａ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Ｍ０２０６
水的膜分离技术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
ｗａｔｅｒ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Ｍ０２０７ 生态修复工程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必修

选修
４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８４２



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Ｄｅｓａ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５］《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ＱＵＡ》
［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
［９］《中国给水排水》
［１０］《给水排水》
［１１］《环境科学》
［１２］《中国环境科学》
［１３］《环境科学学报》
［１４］《净水技术》
［１５］《水处理技术》
［１６］许保玖、龙腾锐．《当代给水与废水处理原理》（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７］许保玖．《给水处理理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８］张自杰．《废水处理理论与设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９］任南琪、陈卫．《城市水系统污染物转化规律及资源化理论与技术》，中国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０］张金松．《安全饮用水保障技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１］ＭｏｇｅｎｓＨｅｎｚｅ等编；施汉昌 等 译．《污水生物处理：原理、设计与模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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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０８１４０５）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土木工程（０８１４）

一、学科简介

我校是国内较早开展工程抗震减灾研究的单位之一，我校防灾学科的特色是

工程抗震安全评价、工程抗爆与防护、基础隔振与振动控制及城市防灾减灾。研

究方向涉及土木、水利及交通工程的抗震、抗爆，已建大型工程的健康诊断和病险

结构物检测与监控，岩土边坡的动力稳定性与加固等。本学科拥有国际上先进的

全自动多功能振动扭剪三轴仪、共振柱三轴仪、双向随机模拟地震振动台和大型

液压伺服动态加载系统等试验设备。在岩土体和结构动力分析理论与计算、大型

水工结构的地震危险性与抗爆性能分析、爆炸灾害控制与预防、基础隔震及场地

地震动模拟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国家与省部级奖励多项。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满足下列要求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

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学科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严谨求实和勇于探索

的科学态度，具备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力，具有解决土木及

水利水电工程中与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相关的科学技术问题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地震灾变与工程抗震（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爆炸力学与工程抗爆（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Ｄｉｓ

ａｓｔｅｒｓ）

３．基础隔震与振动控制（ＳｅｉｓｍｉｃＢａｓｅ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４．城市安全与防灾减灾（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ｔｙ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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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研究生课程由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和研究环节组成。

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

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５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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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论文选题应以防灾减灾工程学科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科学技

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鼓励开展防灾减

灾工程领域的基础性、共性问题研究工作。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

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确定研究方向。论文选题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

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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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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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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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５ 数理统计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７７Ｍ０００１ 结构动力学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７７Ｍ０００３ 弹性力学
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７７Ｍ０００２ 有限单元法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７７Ｍ０００５ 流体力学
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选修
５～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４Ｍ０３０１ 岩石动力学
Ｒｏｃｋ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１０２ 高等岩石力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选修
２－３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４Ｍ０３０２ 地震工程学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３０３ 防灾减灾学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１０３
岩土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选修
２学分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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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４Ｍ０３０４
城市防灾减灾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ｕｒｂａ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３０５
隔震与耗能减振
ＳｅｉｓｍｉｃＢａｓｅ－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ｉｂｒａ
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３０６
结构抗震与振动控制
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３０７
结构抗爆理论与设计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Ｂｌａｓｔ－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１０５ 土动力学
Ｓｏｉ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１０１ 高等土力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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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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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环节
３个学分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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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李爱群．工程结构减振控制［Ｍ］．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欧进萍．结构振动控制［Ｍ］．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刘文光译．隔震结构设计［Ｍ］．日本建筑学会著．地震出版社，２００６．
［４］ＳｋｉｎｎｅｒＲＩ，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ＷＨ等．工程隔震概论［Ｍ］．地震出版社，１９９６．
［５］胡聿贤．地震工程学［Ｍ］．地震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李杰，李国强．地震工程学导论［Ｍ］．地震出版社，１９９２．
［７］丰定国．工程结构抗震［Ｍ］．地震出版社，２００２．
［８］沈聚敏等．抗震工程学［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９］ＨｕｄｓｏｎＪＡ，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ｏｃｋ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Ｐｅｒｇａｍ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１０］傅金华著．日本抗震结构及隔震结构的设计方法［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１］刘殿中．工程爆破实用手册［Ｍ］．冶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２］ＰｅｒｓｓｏｎＰ，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Ｒ，ＬｅｅＪ．Ｒｏｃｋ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１３］殷宗泽等．土工原理［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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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钱家欢．土工原理与计算［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６］ＫｒａｕｔｈａｍｍｅｒＴ．Ｍｏｄｅｒ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Ｍ］．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８．
［１７］ＭａｙｓＧＣ，ＳｍｉｔｈＰＤ．Ｂｌａ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Ｍ］．Ｔｅｌｆｏｒ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９５．
［１８］土木工程学报［Ｊ］．
［１９］建筑结构学报［Ｊ］．
［２０］振动与冲击［Ｊ］．
［２１］世界地震工程［Ｊ］．
［２２］建筑结构［Ｊ］．
［２３］岩土力学［Ｊ］．
［２４］东南大学学报［Ｊ］．
［２５］大连交通大学学报［Ｊ］．
［２６］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Ｊ］．
［２７］防灾减灾工程学报［Ｊ］．
［２８］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Ｊ］．
［２９］防护工程［Ｊ］．
［３０］爆炸与冲击［Ｊ］．
［３１］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Ｊ］．
［３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ｍｐａｃ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
［３３］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Ｊ］．
［３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Ｊ］．
［３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ｌｉｄ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
［３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Ｊ］．
［３７］Ｓｏｉ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
［３８］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
［３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ＣＥ［Ｊ］．
［４０］ＡＣ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Ｊ］．
［４１］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４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ｆｏ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
［４３］ＳｈｏｃｋＷａｖｅｓ［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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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与隧道工程（０８１４０６）

（Ｂ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土木工程（０８１４）

一、学科简介

我校桥梁与隧道工程学科于２００３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４年获博士学位

授予权。本学科在桥梁耐久性与健康监测、桥梁施工控制、桥梁工程新材料及新

型结构、隧道工程突水突泥形成机理、隧道涌水量的预测方法、盾构隧道设计与施

工等桥隧建设和发展重大需求密切联系的研究领域具有特色。学科拥有美国

ＭＴＳ公司的双向随机模拟地震振动台、大型液压伺服动态加载系统、振动型疲劳

试验机和试验设备等。近年来，承担了包括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９７３”、国家高

新技术研究计划“８６３”、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

苏省自然科学基金、交通运输行业联合科技攻关项目、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和浙江

省交通运输厅交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江阴大桥、润扬大桥、苏通大桥、泰州大桥、

南京长江隧道、南京市纬三路过江通道等国家重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获国家级

科技进步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授权发明专利多项。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满足下列要求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

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学科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严谨求实和勇于探索

的科学态度，具备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力，具有解决土木及

水利水电工程中与桥梁与隧道工程相关的科学技术问题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桥梁疲劳、损伤及维护与加固 （Ｆａｔｉｇｕｅ，Ｄａｍａｇ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ｔｒｏｆｉｔ

ｏｆＢｒｉｄｇｅ）

２．桥梁抗震与损伤控制 （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Ｄａｍ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Ｂｒｉｄｇｅ）

３．新型组合结构桥梁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梁设计理论（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Ｎｏｖｅ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Ｂｒｉｄｇｅ）

４．桥梁施工监控与健康监测（Ｓａｆｅ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ｏｆ

Ｂｒｉ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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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隧道工程水灾害防治理论与技术（Ｗａｔｅ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

Ｔｕｎｎｅ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６．盾构隧道设计及施工（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ｉｅｌｄＴｕｎｎｅｌ）。

７．隧道支护结构系统优化研究（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ｕｎｎｅ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ｙｓ

ｔｅｍ）。

８．地下工程数值仿真与地铁风险评价（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ｂｗａ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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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论文选题应以桥梁与隧道工程学科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科学

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鼓励开展桥梁

与隧道工程领域的基础性、共性问题研究工作。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

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确定研究方向。论文选题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

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８５２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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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与隧道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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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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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７７Ｍ０００３ 弹性力学
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７７Ｍ０００４ 塑性力学
Ｐ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选修
４～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４Ｍ０２０１
高等钢筋混凝土理论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７７Ｍ０００２ 有限单元法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７７Ｍ０００１ 结构动力学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０４Ｍ０１０１ 高等土力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１０２ 高等岩石力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４Ｍ０４０７ 高等隧道工程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ｕｎｎｅ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４０８
桥梁结构振动与稳定分析
Ｂｒｉｄｇ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４０９
大跨度桥梁设计理论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Ｌｏｎｇ－ｓｐａｎ
Ｂｒｉｄｇ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选修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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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４Ｍ０４０３ 组合结构桥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Ｂｒｉｄｇ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４０４ 桥梁抗震
Ｂｒｉｄｇ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２０３
结构试验与量测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１０８ 城市地下工程
Ｕｒｂａｎ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４１０ 地下结构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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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桥梁工程
Ｂｒｉｄ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考试 土木院

隧道工程
Ｔｕｎｎｅ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考试 土木院

本科非
桥隧专业
研究生
补修

１６２



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范立础．桥梁抗震［Ｍ］．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普瑞斯特雷．桥梁抗震设计与加固［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７．
［３］陈政清．桥梁风工程［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周远棣．钢桥［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邵容光．混凝土弯梁桥［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华孝良，徐光辉．桥梁结构非线性分析［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７．
［７］叶见曙．结构设计原理［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李国平．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卢树圣．现代预应力混凝土理论与应用［Ｍ］．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０］项海帆．高等桥梁结构理论［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１］李传习．大跨度桥梁结构计算理论［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２］黄侨．桥梁钢－混凝土组合结构设计原理［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３］贺拴海．桥梁结构理论与计算方法［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４］吴冲．现代钢桥［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５］苏彦江．钢桥构造与设计［Ｍ］．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６］项海帆，高等桥梁结构理论［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７］陈宝春．钢管混凝土拱桥［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８］钟善桐．钢管混凝土统一理论－研究与应用［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９］刘玉擎．组合结构桥梁［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０］聂建国．钢－混凝土组合结构［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１］朱合华，张子新．地下建筑结构［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２］孙钧．地下结构（上下册）［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３］霍润科．隧道与地下工程［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２０１１．
［２４］高玮．基于仿生计算智能的地下工程反分析：理论与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５］王毅才．隧道工程［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６］关宝树．隧道工程施工要点集［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７］邝健政．岩土注浆理论与工程实例［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８］朱伟．隧道标准规范（盾构篇）及解说［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９］牛清山，陈凤英，徐华．盾构法的调查·设计·施工［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０］郑颖人，朱合华，方正昌 ，等．地下工程围岩稳定分析与设计理论［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１］土木工程学报［Ｊ］．
［３２］隧道建设［Ｊ］．
［３３］中国公路学报［Ｊ］．
［３４］岩土工程学报［Ｊ］．
［３５］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Ｊ］．
［３６］岩土力学［Ｊ］．
［３７］现代隧道技术［Ｊ］．
［３８］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Ｊ］．
［３９］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Ｒｏｃｋ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
［４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ｒｉｄ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
［４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ｅｅ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４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
［４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
［４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
［４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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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ｌｉｎｇ［Ｊ］．
［４７］Ｔｕｎｎｅｌｓａ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
［４８］Ｔｕｎｎ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Ｓｐａ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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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材料（０８１４Ｚ２）

（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土木工程（０８１４）

一、学科简介

我校土木工程材料学科设置于２００３年。本学科以高性能混凝土材料、材料

耐久性和结构修复防护新材料、新技术为特色。在大坝、桥梁、轨道交通、矿井等

工程的高性能混凝土研究与应用，混凝土材料的力学特性与本构关系，结构修复

防护新材料新技术，新型墙体材料的研制，利用固体废料制造工程新材料及工程

材料和工程结构的检测评估与修复加固等方面，本学科取得了显著成果，有９项

成果获国家及部省级奖励。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理论联系

实际，善于钻研与创新，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系统掌握土木工程材料学科领

域内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技能方法，能应用一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具有一定计

算机应用能力，较全面了解土木工程材料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和独立从事本学

科科学研究及有效解决工程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混凝土材料（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复合材料（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新型建筑材料（Ｎｅｗ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４．金属结构材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ｅｔ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５．土工合成材料（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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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以土木工程（材料）科学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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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

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予以确定，通

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确定研究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

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３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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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材料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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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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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０Ｍ０２０１ 材料物理与化学
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５ 数理统计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７ 工程随机过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ａｎｄｏｍ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０Ｍ０２０２ 材料结构与性能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２０３ 材料现代研究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２０４ 材料热力学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０Ｍ０２０６ 高等材料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２０８ 功能高分子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２１０ 先进复合材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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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０Ｍ０２１１ 材料腐蚀与防护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２１２ 材料表面技术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２１５ 高分子合成工艺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２１４ 水泥化学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ｅｍｅｎｔ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７７Ｍ０００３ 弹性力学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Ｍ０１０８ 断裂与损伤力学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ａｍａｇ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材料科学基础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６４ ４ 考试 力材院

混凝土技术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３２ ２ 考试 力材院

本科非
材料专业
研究生
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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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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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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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陈惠发编译．混凝土和土的本构方程［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ＪｕｌｉａｎＥａｓｔｏｅ．表面活性化学［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５］石德珂．材料物理［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江见鲸．高等混凝土结构理论［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７］ＳｕｒｅｓｈＳ．Ｆａｔｉｇｕ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ｎｄ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８．
［８］ＺａｋｉＡｈｍａｄ，ＤｉｇｂｙＤ．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ｒｒｉ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Ｌｔｄ，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３．

［９］ＰｉｅｒｒｅＲ．Ｒｏｂｅｒｇｅ．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８．
［１０］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１１］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１２］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Ｊ］
［１３］ＭＲ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Ｊ］
［１４］Ａｃ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ａ［Ｊ］
［１５］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ａｎｄ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
［１６］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１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Ｊ］
［１８］．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１９］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２０］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２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
［２２］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Ｊ］
［２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２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ｆｏ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
［２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
［２６］无机材料学报［Ｊ］
［２７］材料研究学报［Ｊ］
［２８］功能材料［Ｊ］
［２９］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Ｊ］
［３０］高分子学报［Ｊ］
［３１］中国表面工程［Ｊ］
［３２］建筑结构学报［Ｊ］
［３３］建筑材料学报［Ｊ］
［３４］混凝土［Ｊ］
［３５］焊接学报［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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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学及水资源（０８１５０１）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学科简介

我校水文学及水资源学科创建于１９５２年，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水文学科。

１９８１年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７年连续三次被评为国

家重点学科。本学科是国家“２１１工程”、“全球水循环与国家水安全”９８５优势学

科创新平台和全国“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重点建设学科。本学科拥有水

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工程安全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两个国家级科研基地。近５年来，本学科主持、承担了７６６项科研项

目，经费总额３．３８亿元，发表论文２２００余篇，出版著作和教材５０余部，获部省级

以上科技奖４４项，其中国家科技奖２项。本学科紧密跟踪与引领学科发展，积极

服务于国家建设事业，基础雄厚，特色显著，总体实力位居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

平。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及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水文学及水资

源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诚信的学术作风、良好的团队合

作精神，具有较好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应用一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能从

事科学研究和独立解决较重要的与本学科关系密切的实际问题的综合型高级人

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水文物理规律模拟及水文预报（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ｒｅ

ｃａｓｔｉｎｇ）

２．水文不确定性理论与应用（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３．水资源规划与管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地下水数值模拟及开发利用（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
９６２



５．水信息理论与技术（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６．生态水文与水环境保护（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７．应用水文气象（Ａｐｐｌｉｅｄ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０７２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以水文学及水资源科学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

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一般应在课程

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确定研究方向。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１７２



水文学及水资源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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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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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３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０１Ｍ０１０１ 计算水力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水文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１Ｍ０１０２
产汇流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ｕｎｏｆ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０３ 土壤水文学
Ｐｅｄ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０４
水资源系统工程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ｙｓ
ｔｅ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０５
地下水数值模拟（双语）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
ｔｅｒ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０６
水环境数学模型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０７ 水文随机分析（双语）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１Ｍ０１０８
现代水文模拟及预报（双语）
Ｍｏｄｅｒ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０９
水文水资源风险分析（双语）
Ｒｉｓ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
ｉｎｇ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１０
水资源系统规划与管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１１
现代水文信息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１２
水环境规划与管理
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１３ 水文气象与气候学
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选修
４学分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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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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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１Ｍ０１１４ 数字流域基础
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１５ 同位素水文与实验水文学
Ｉｓｏｔｏｐ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１６
水库群优化调度
Ｍｕｌｔ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Ｏｐｔｉｍａｌ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１７ 生态水文学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１８ 水文站网规划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１９
地理信息系统与应用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１门）

水文学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考试 水文院

水文统计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考试 水文院

本科非
水文专业
研究生
补修

３７２



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书目和专著
［１］雷志栋，土壤水动力学［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张建云，王国庆．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研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张建云，李纪生（译著）．水文学手册［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薛禹群，谢春红．地下水数值模拟［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５］王浩．中国水资源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１０．
［６］赵人俊．流域水文模拟－新安江模型与陕北模型［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８３．
［７］《刘光文水文分析计算文集》编辑委员会．刘光文水文分析计算文集［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８］叶秉如．水资源系统优化规划和调度［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１．
［９］詹道江，徐向阳，陈元芳．工程水文学 （第４版）［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０］丛树铮．水科学技术中的概率统计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１］芮孝芳．水文学原理［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２］芮孝芳．水文学研究进展［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３］黄振平．水文水资源系统风险分析［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４］李致家等．水文模型的应用与研究［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５］薛联青，郝振纯．流域水环境生态系统模拟评价与治理［Ｍ］．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６］王国安．可能最大暴雨和洪水计算原理与方法［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７］ＤａｖｉｄＲＭ．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Ｍ］．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９３．
［１８］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ＭＧ，ＢｕｒｔＴＰ．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Ｍ］．Ｗｉｌｅｙ，１９８５．
［１９］ＫｉｒｋｂｙＭＪ．Ｈｉｌｌｓｌｏｐｅ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Ｍ］．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１９７８．
［２０］ＢｅｖｅｎＫ．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ｒｕｎｏｆｆ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ｉｍ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Ｗｉｌｅｙ，２０１２．
［２１］ＳｉｎｇｈＶＰ．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Ｍ］．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ｎａｎｄ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６．
［２２］ＭａｙｓＬＷ．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７．
［２３］Ｇａｎｏｕｌｉｓ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１．
［２４］ＦｉｎｄｉｋａｋｉｓＡＮ，ＳａｔｏＫ．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Ｍ］．Ｌｅｉｄｅｎ，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ＢｏｃａＲａｔｏｎ，Ｆｌａ：

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Ｂａｌｋｅｍａ，２０１１．
［２５］ＫｒｅｓｉｃＮ．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

Ｈｉｌｌ，２００９．
［２６］ＷａｌｔｏｎＷＣ．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Ｍ］．ＢｏｃａＲａｔｏｎ：Ｌｅｗｉ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２．
［２７］ＢｏｉｔｅｎＷ．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ｒｙ［Ｍ］．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ＶＴ：Ｂａｌｋｅｍａ，２０００．
［２８］ＨｅｒｓｃｈｙＲＷ．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Ｍ］．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ＦＮＳｐｏｎａｎｉｍｐｒｉｎｔｏｆＣｈａｐｍａｎ＆

Ｈａｌｌ，１９９５．
［２９］ＡｂｂｏｔｔＭ Ｂ．Ｈｙｄ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

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ＵＳＡ：Ａｖｅｂｕｒ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１９９１．
［３０］ＰａｕｌＪＷ，ＤａｖｉｄＭＨ，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ＰＳ．Ｈｙｄ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Ｍ］．Ｃｈｉｃｈｅｓ

ｔｅｒ，Ｅｎｇｌａｎｄ；Ｈｏｂｏｋｅｎ，ＮＪ：Ｗｉｌｅｙ，２００７．
［３１］ＳｅｎｅＫ．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０．
［３２］ＲａｋｈｅｃｈａＰＲ，ＳｉｎｇｈＶＰ．Ａｐｐｌｉｅｄ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

学术期刊

［３３］期刊：水科学进展
［３４］期刊：水利学报
［３５］期刊：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３６］期刊：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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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期刊：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
［３８］期刊：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３９］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４０］期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４１］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４２］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４３］期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
［４４］期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４５］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４６］期刊：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
［４７］期刊：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主要国内外会议

［４８］中国水论坛（每年举办一次）
［４９］中国水利学会学术年会
［５０］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学术年会
［５１］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文泥沙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每年举办一次）
［５２］国际水文科学协会（ＩＡＨＳ）学术大会（每两年举办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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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０８１５０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ａｎｄＲｉｖ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学科简介

我校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学科１９８１年首批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０

年建立博士后流动站，１９９４年成为首批江苏省重点学科，２００７年成为国家二级重

点学科，也是国家“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学科，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工程安全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和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该学科研究支撑平

台。

多年来，结合我国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河流开发利用的实践，本学科在水工

水力学、生态环境水力学和平原河网水动力学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和学科特

色。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工程水力学、泥沙工程与河流管理、水利信息技术、工程渗

流及地下水环境、现代流体测试技术等方面，研究成果在我国河流治理、水力发

电、水运、给排水、环境生态水利、水土保持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近年来，本学科主持与承担了２２３项科研项目，获部省级以上科技奖数十项，

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６项。本学科基础雄厚，特色显著。研究生就业单位有科研

院所、高等学校、政府机关、流域管理机构、勘测规划设计部门等。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本学科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

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

力。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外文写作能力和进

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河流管理与生态环境（Ｒｉｖ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工程水力学理论与应用（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３．水沙运动理论与工程应用（Ｆｌｏｗ，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ｉｖ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工程渗流及地下水环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ｅｅｐａｇｅ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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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计算水力学及水信息技术（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７７２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

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３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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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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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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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３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５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２Ｍ０１０１ 流体力学（双语）
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１０２
相似理论与量测技术（双语）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必修
５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２Ｍ０１０３ 工程水动力学（双语）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１０４ 河流动力学（双语）
Ｒｉｖ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１０５ 渗流力学与控制（双语）
Ｓｅｅｐａｇ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１０６
Ｎ－Ｓ方程数值解与紊流模型（双语）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ｖｉｅｒ
－Ｓｔｏｋｅ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ｕｒｂｕ
ｌ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选修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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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Ｍ０１０７
计算水力学与水利信息技术（双语）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１０８
河流管理与生态环境（双语）
Ｒｉｖ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ｌｏ
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１０９
水沙运动理论与工程应用（双语）
ＷａｔｅｒＦｌｏｗ，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ｉｖ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１１０
固体废弃物填埋场及其水问题
（双语）
ＴｈｅＦｉｌ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ｏｆＣａｓｔｏｆｆａｎｄＩｔｓ
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１１１
流体计算软件应用（双语）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ＣＦ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１１２ 河流演变学（双语）
Ｆｌｕｖ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１１３
潜流带水动力学理论及应用（双语）
ＨｙｐｏｒｈｅｉｃＦｌｏｗ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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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０８２



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窦国仁．紊流力学［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２．
［２］张瑞瑾，谢鉴衡，陈文彪．河流动力学［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王惠民．流体力学基础［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左东启．模型试验的理论和方法相似理论［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８４．
［５］唐洪武，唐立模等．现代流动测试技术及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６］周文德．明渠水力学［Ｍ］．美国：麦克格劳－希尔图书公司，１９５９．
［７］汪德．计算水力学理论与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８］陆浩，高冬光．桥梁水力学［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１．
［９］ＪｏｈｎＤ．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美），姚朝晖，周强编．计算流体力学入门：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北京：清
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０］金忠青．Ｎ－Ｓ方程的数值解和紊流模型［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１］李炜．环境水力学进展［Ｍ］．武汉：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２］戴会超等．水利水电工程水流精细模拟理论与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３］李人宪．有限体积法基础［Ｍ］．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４］贝尔，李竞生，陈崇希．多孔介质流体动力学［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５］毛昶熙．渗流计算分析与控制（第二版）［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６］李国鼎．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７］陆士强．土工合成材料应用原理［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８］薛禹群．地下水动力学［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９］仵彦卿．岩土水力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０］邓英尔．高等渗流理论与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１］邵学军，王兴奎．河流动力学概论［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２］钱宁，张仁，周志德．河床演变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２３］ＢｒａｄｌｅｙＪ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ｏｆｂｒｉｄｇｅ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ｓ［Ｍ］．Ｕ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Ｈｉｇｈｗａ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８．
［２４］ＦｅｒｚｉｇｅｒＪＨ，ＰｅｒｉＭ．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６．
［２５］ＫｏｖáｃｓＧ．Ｓｅｅｐａｇｅ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Ｍ］．ＡｃｃｅｓｓＯｎｌｉｎｅｖｉａ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１１．
［２６］Ｚｉｅ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ＯＣ，ＴａｙｌｏｒＲＬ．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Ｍ］．Ｌｏｎｄｏｎ：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７７．
［２７］ＴｏｄｄＤＫ，ＭａｙｓＬＷ．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Ｅｄｉｔｉｏｎ［Ｊ］．１９８０．
［２８］Ｙａｌｉｎ，Ｍ．Ｓ．Ｒｉｖｅ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Ｐｅｒｇａｍ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２９］期刊：水利学报
［３０］期刊：水科学进展
［３１］期刊：水力发电学报
［３２］期刊：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Ａ辑）
［３３］期刊：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３４］期刊：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３５］期刊：武汉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３６］期刊：天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３７］期刊：地球物理学报
［３８］期刊：工程流体力学
［３９］期刊：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４０］期刊：中国科学．Ｅ辑
［４１］期刊：泥沙研究
［４２］期刊：水利水电技术
［４３］期刊：长江科学院院报
［４４］期刊：水利水运工程学报

１８２



［４５］期刊：岩土工程学报
［４６］期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４７］期刊：岩土力学
［４８］期刊：地球科学进展
［４９］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０］期刊：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５１］期刊：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ｓ
［５２］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５３］期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５４］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５５］期刊：Ｃｈｉｎ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６］期刊：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
［５７］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５８］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９］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６０］期刊：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６１］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６２］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６３］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６４］期刊：Ｃａｎａｄ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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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结构工程（０８１５０３）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学科简介

我校水工结构工程学科创建于１９５２年，１９８１年获硕、博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０

年建立博士后流动站，１９９６年被确定为水利部重点学科，１９９７年成为国家“２１１工

程”重点建设学科，１９９９年设立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岗位，２００１年

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同年成立教育部水利水电工程安全工程研究中心，２００３年

成立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工程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９７３计划、国家科技攻关、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等高水平研究任务以及长江

三峡、二滩、小湾、小浪底、锦屏、糯扎渡、南水北调等众多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的科

研课题，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及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本学科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

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

力。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外文写作能力和进

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高坝及坝基安全监控理论、方法和技术（Ｓａｆｅ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Ｄａ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２．坝工设计计算理论与试验技术（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ＤａｍＤｅｓｉｇｎｓ）

３．高边坡及地下工程（ＨｉｇｈＳｌｏｐｅｓ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大型水闸、船闸及输水结构（Ｓｌｕｉｃｅｓ，ＳｈｉｐＬｏｃｋ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５．水工混凝土新材料新工艺（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８２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４８２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

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３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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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结构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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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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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６
微分方程数值解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２Ｍ０２０１
水工结构有限元分析（双语）
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６４ ４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７７Ｍ０００３ 弹性力学
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７７Ｍ０００４ 塑性力学
Ｐ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２Ｍ０２０２ 高等水工结构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２０３
大坝安全监控理论与应用
ＤａｍＳａｆｅ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２０４
水工结构实验理论与技术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选修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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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Ｍ０２０５ 大坝安全综合评价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ｆｏｒＤａｍＳａｆｅｔｙ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２０６
大坝原型观测资料分析的数学
处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ａｍＰｒｏ
ｔｏｔｙｐ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２０７
混凝土坝及坝基的强度理论基础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Ｔｈｅｏｒｙ
ｆｏｒ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ＤａｍａｎｄＩｔｓ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２０８
地下工程与边坡稳定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ｌｏｐ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２０９
土工合成材料结构工程
Ｇｅ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２１０
数值流形方法及其应用
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２１１
工程渗流分析与控制
Ｓｅｅｐａ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必修

选修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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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Ｍ０２１２
水利工程施工新技术
Ｎｅ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２１３
土石坝地震工程
ＥａｒｔｈＲｏｃｋ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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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吴中如．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控理论及其应用［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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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如等．大坝的安全监控理论和试验技术［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吴中如，顾冲时．混凝土坝和坝基的强度理论及其应用［Ｍ］．南京：河海大学研究生部，１９９７．
［５］土工合成材料工程应用手册（第二版）［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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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石根华，裴觉民．数值流形方法与非连续变形分析［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８］毛昶熙．渗流计算分析与控制［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３．
［９］潘家铮，何景．中国大坝５０年［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０］赵纯厚，朱振宏，周端庄．世界江河与大坝［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１］陈国兴．岩土地震工程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２］左东启等．模型试验理论和方法［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８４．
［１３］李忠献．工程结构试验理论与技术［Ｍ］．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４］朱伯芳．有限单元法原理与应用（第３版）［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５］陈国荣．有限单元法原理及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６］曹克明，汪易森，徐建军，刘斯宏：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坝工丛书）［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１７］贺少辉．地下工程（修订本）［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８］田正宏，强晟．水工混凝土高质量施工新技术［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９］李金玉，曹建国．水工混凝土耐久性的研究和应用［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０］刘立新．沥青混合料粘弹性力学与材料学原理［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１］徐至钧．纤维混凝土技术及应用［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２］钟登华，练继亮，吴康新，任炳昱．高混凝土坝施工仿真与实时控制［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２３］刘汉龙，束一鸣，奥斯特温．Ｄｉ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Ｍ］，２００４．
［２４］ＰｉｌａｒｃｚｙｋＫＷ．Ｇｅ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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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０８１５０４）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学科简介

我校水利水电工程学科创建于１９５２年，１９８４年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３

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６年被评为水利部重点学科，２００７年成为国家二级重

点学科，也是国家“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学科，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和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工程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是该学科研究主要的

支撑平台。学科现有１０余名博士生导师，近２０名硕士生导师，另有近１０名校外

兼职博导。

本学科以我国大型水电站、泵站、抽水蓄能电站和潮汐电站，以及风力发电等

新能源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研究和解决水利水电工程以及新能源的规划、设计

理论及关键技术，注重源头创新和均衡发展，为我国的水利水电和新能源建设做

出了重要贡献。近五年来，本学科积极推进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全面介入了

三峡、溪洛渡、锦屏、白鹤滩等世界巨型水电站和我国几乎所有大型抽水蓄能电站

的科研工作，参与了国家“９７３”、“８６３”、“９４８”项目的科学研究，以及“南水北调”

和“西电东送”工程的建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０余项，在理论研究和工程应

用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创新性研究成果，发表了近２００篇 ＳＣＩ或 ＥＩ检索的学术论

文，出版了２０余部专著或教材，荣获３项国家教学科研成果奖，１５项部省级科技

进步奖，２０余项发明专利。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本学科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

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

力。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外文写作能力和进

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水利水电系统规划与工程经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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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水电站、泵站和抽水蓄能电站水力学（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Ｐｕｍｐ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ｍｐｅ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

３．水电站和泵站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ｍｐＳｔａｔｉｏｎ）

４．水力机组过渡过程控制与仿真（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Ｕｎｉｔ）

５．抽水蓄能及新能源技术（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Ｐｕｍｐｅ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ｎｄＲｅｎｅｗ

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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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

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３学期作论文开

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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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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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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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７ 工程随机过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５－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３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０２Ｍ０３０１
多目标决策理论及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３０２
水电能源经济学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Ｅｎ
ｅｒｇ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３０３ 瞬变流（一）（双语）
Ｆｌｕｉｄ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ｓ（Ｉ）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３０４ 水力发电工程（双语）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７７Ｍ０００３ 弹性力学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选修
４－５学分
（方向１）

选修
４－５学分
（方向
２－５）

专业
课程

０２Ｍ０３０５
水利水电系统规划模型及方法
Ｗａｔｅｒ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３０６ 抽水蓄能技术
Ｐｕｍｐｅ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３０７
水电站（泵站）厂房结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Ｐｕｍｐｏｒ
Ｐｌａ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选修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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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Ｍ０１０１ 流体力学（双语）
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１０７
计算水力学与水利信息技术（双语）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ａｎｄＷａ
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１０２
相似理论与量测技术（双语）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３０８ 风险分析
Ｒｉｓ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３０９ 风力、潮汐发电技术
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ｉｄａｌＰｏｗｅｒ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２０８
地下工程与边坡稳定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ｌｏｐ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必修

选修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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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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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Ｍ．Ｈ．乔德里，陈家远等．实用水力过渡过程［Ｍ］．成都：四川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１９８５．
［２］王树人，刘天雄，彭天玫．水力不稳定流［Ｍ］．大连：大连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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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杨开林．电站和泵站中的水力瞬变及调节［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梅祖彦．抽水蓄能发电技术［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６］金锥，姜乃昌，汪兴华．停泵水锤及其防护［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３．
［７］刘竹溪，刘光临．泵站水锤及其防护［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８８．
［８］陈乃祥．水利水电工程的水力瞬变仿真与控制［Ｍ］．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马震岳．董毓新．水电站机组及厂房振动的研究与治理［Ｍ］．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０］叶秉如．水资源系统优化规划和调度［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１］董子敖．水库群调度与规划的优化理论和应用．［Ｍ］．山东：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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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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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顾圣平，田富强，徐得潜主编．水资源规划及利用［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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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陈家远．中国水利水电工程［Ｍ］．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７］周建旭．长输水系统电站振动特性与稳定性分析［Ｍ］．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８］ＯｇａｔａＫ，卢伯英，佟明安．现代控制工程［Ｍ］．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９］ＷｙｌｉｅＥＢ，ＳｔｒｅｅｔｅｒＶＬ，ＳｕｏＬ．Ｆｌｕｉｄ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ｓ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Ｃｌｉｆｆｓ，１９９３．
［２０］ＫｕｎｄｕｒＰ．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ａ）Ｃｏ．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２１］ＬａｒｏｃｋＢＥ，ＪｅｐｐｓｏｎＲＷ，ＷａｔｔｅｒｓＧＺ．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ｏｆ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２２］ＤｕａｎＣＧ，Ｋａｒｅｌｉｎ．Ｖ．Ｙ．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Ｍ］．Ｌｏｎｄｏｎ：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ｌ

ｌｅｇ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２３］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Ｇｒｏｕｐ．
［２４］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５］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ｌｕｉｄ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６］期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７］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８］期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９］期刊：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０］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３１］期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ＭＥＦｌｕｉｄ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ｕｍｍｅｒ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３２］期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ＡＨＲ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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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０８１５０５）

（Ｈａｒｂｏｒ，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学科简介

我校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学科始建于１９５２年，１９８１年学科成为全国首批博

士学位授权点，１９８８年近海工程专业成为硕士学位授权点，１９９０年港口航道工程

学科成为全国首个博士学位授权点，２００７年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学科被评为国

家重点学科，是国家“２１１工程”、“全球水循环与国家水安全”９８５优势学科创新平

台重点建设学科。所在的一级学科水利工程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２年全国学科评比中

获得第一名。

本学科目前拥有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水资源高效

利用与工程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围绕“港航特色，国际一流”建设目标，“十一

五”以来，本学科主持与承担了６２４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８００余篇，出版著作和

教材３０余部，获部省级以上科技奖５６项，其中国家科技奖１项。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理论联系

实际，善于钻研与创新，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

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的高级专门人

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河口海岸及近海工程水动力环境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Ｅｓｔｕａｒｙ，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海岸风暴灾害与防灾减灾 （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ｔｏｒｍ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ａｎｄＩｔｓ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３．港口航道工程泥沙与疏浚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ａｒｂｏｒ，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Ｄｒｅｄｇｉｎｇ）

４．工程结构物及其与周围介质的相互作用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Ｍｅｄｉｕｍ）

５．水运工程经济、规划与管理 （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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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ｙ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职

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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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

研，明确研究方向予以确定。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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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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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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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５－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３Ｍ０１０１ 河口海岸动力学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港航院

７７Ｍ０００５ 流体力学
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７７Ｍ０００３ 弹性力学
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７７Ｍ０００２ 有限单元法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０３Ｍ０１０２ 泥沙运动力学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港航院

选修
５－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３Ｍ０１０３ 港口工程
Ｐｏｒ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１０４ 航道工程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１０５ 海岸工程（双语）
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１０６ 海洋工程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１１２
水运经济与规划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ｏｆ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港航院

选修
２－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马院

０３Ｍ０１０７
河口海岸水动力泥沙模拟理论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

２４ １．５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１０８
河口海岸水动力泥沙软件应用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１０９
波浪与建筑物相互作用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ｖ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１１０
港航工程结构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ｏｒｔ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港航院

７７Ｅ０００５ 计算水力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７７Ｍ０００１ 结构动力学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必修

选修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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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４Ｍ０１０１ 高等土力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土木院

８８Ｍ０００３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０３Ｍ０１１１
科技论文阅读与写作
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ａ
ｐｅｒｓ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港航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３学分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港口水工建筑物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Ｈａｒｂｏｒ ３２ ２ 考试 港航院

海岸动力学
Ｃｏａｓ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考试 港航院

本科非
港航专业
研究生
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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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严恺．海岸工程［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刘家驹．海岸泥沙运动研究及应用［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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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钱宁，万兆惠．泥沙运动力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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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薛鸿超．海岸及近海工程［Ｍ］．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７］邹志利．波浪理论及其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罗肇森．河口治理与大风骤淤［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９．
［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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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ＲｏｂｅｒｔＧ．Ｄｅａｎ，ＲｏｂｅｒｔＡ．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１１］ＲｏｂｅｒｔＴ．Ｈｕｄｓｐｅｔｈ．Ｗａｖｅｓａｎ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ｃｅｓｏ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Ｍ］．Ｗｏｒ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１２］ＪｏｈｎＮ．Ｎｅｗｍａｎ，Ｍａｒ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Ｔｈ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１３］王炳煌．高桩码头工程［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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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吴澎．深水航道设计［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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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参考期刊：《水利学报》
［１８］参考期刊：《水运工程》
［１９］参考期刊：《中国水运》
［２０］参考期刊：《上海港口》
［２１］参考期刊：《长江航运研究》
［２２］参考期刊：《水道港口》
［２３］参考期刊：《交通工程建设》
［２４］参考期刊：《海洋工程》
［２５］参考期刊：《海洋工程技术与装备》
［２６］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２７］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８］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９］参考期刊：《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０］参考期刊：《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１］参考期刊：《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参考期刊：《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３］参考期刊：《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Ｓｈｅｌ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４］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Ｐｏｒｔ，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５］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６］参考期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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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务（０８１５Ｚ１）

（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Ａｆｆａｉｒｓ）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学科简介

城市水务是２００２年经教育部批准自主建立的新学科，河海大学是全国第一

个设置城市水务学科硕士和博士点的高校。本学科主要涉及城市水循环机理、城

市水务规划与管理、城市水资源开发与利用、城市水生态环境保护、城市水灾害防

治等基本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水

资源高效利用与工程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以及上海市、张家港市水务教学科

研实验基地，为培养城市水务硕士研究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河海大学开展城市

水问题研究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负责承担了数百项有关城市水务方面的国家攻

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部、省级重点科研项目，取得了多项有价值的科研成

果。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城市水务学科领域内掌握坚实的

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城市水务科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具备良好的

国际视野、诚信的学术作风、积极的团队合作精神，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

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能够有效应用计算机开展科学研究和一门外语进行学

术交流的高层次学术型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城市水资源与供水（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ｙ）

２．城市防洪与排涝（Ｕｒｂａｎ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３．城市水环境（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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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

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

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

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

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所在团队的科研项目，并由导师对学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

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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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以城市水务学科面临的重要理论、高新技术、国家

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城市化地区防洪减灾、排涝、排水、水

资源、供水、水环境、水景观、水生态方面的需求。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

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明确研究方向。一般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

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或硕士生导

师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论文中期报

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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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务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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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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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３ 最优化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７７Ｍ０００５ 流体力学
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０１Ｍ０１０１ 计算水力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水文院

选修
４～５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１Ｍ０１０２
产汇流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ｕｎｏｆ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０６
水环境数学模型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ｏｆＷａｔｅｒ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３０１ 城市规划原理
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０５
地下水数值模拟（双语）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
ｔｅｒ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１Ｍ０３０２
城市水利规划与管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３０３
城市水资源与节水技术
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Ｓａｖ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３０４ 城市水文模型
Ｕｒｂａ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Ｍｏｄｅ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３０５
废水处理原理与技术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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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１Ｍ０３０６ 水处理新技术
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１２
水环境规划与管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０８
现代水文模拟及预报（双语）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１０
水资源系统规划与管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０９
水文水资源风险分析（双语）
Ｒｉｓ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１９
地理信息系统与应用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必修

选修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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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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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朱元生，金光炎．城市水文学［Ｍ］．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高成，徐向阳，刘俊．滨江城市排涝模型［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３．
［３］崔广柏，徐向阳，刘俊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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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王浩．中国水资源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１０．
［５］刘延恺．城市防洪与排水［Ｍ］．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６］陈鸿汉，刘俊，高茂生．城市人工水体水文效应与防灾减灾［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７］谭维炎．计算浅水动力学－有限体积法的应用［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８］程晓陶．中国沿海地区城市洪水预测与风险分析（英文版）［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９］付湘，王丽萍，边玮．洪水风险管理与保险［Ｍ］．北京：科学出版社
［１０］王船海，李光炽．实用河网水流计算［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１］程文辉．太湖流域河网水量模型研究［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２］杨士弘．城市生态环境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３］ＰＲＩＣＥＲＫ，ＶｏｊｉｎｏｖｉｃＺ．ＵｒｂａｎＨｙｄ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ＵｒｂａｎＷａ

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Ｗ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１．
［１４］ＡＫＡＮＡＯ，ＨＯＵＧＨＴＡＬＥＮＲＪ．Ｕｒｂａ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３．
［１５］ＤＡＧＮＡＣＨＥＷＡ．Ｕｒｂａｎ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ＭｅｋｅｌｌｅＣｉｔｙ．ＬＡＰＬａｍｂｅｒ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１．
［１６］ＳＴＥＰＨＡＮＪＮ．Ｕｒｂａｎ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ｏｃａＲａｔｏｎ．１９９４．
［１７］ＹＡＮＧＸＪ．Ｕｒｂａ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ｉｌｅｙ－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１．
［１８］ＢＥＲＮＡＲＤＢ．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ＵＮＥＳＣＯ．２０１１．
［１９］ＭＡＲＴＩＮＭＫ．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２０］ＨＯＲＭＯＺＰ．Ｕｒｂａｎ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２１］ＣＨＲＩＳＺ．Ｕｒｂａｎｆｌｏｏ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Ｂａｌｋｅｍａ．２０１１．
［２２］ＬＡＲＲＹＷＭ．Ｕｒｂａｎ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ｏｏｌ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４．
［２３］ＹＥＮＢＣ．Ｕｒｂａｎ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ＵｒｂａｎＳｔｏｒｍ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２．
［２４］ＳＴＵＡＲＴＧＷ．Ｕｒｂａ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１９８９．
［２５］ＰＥＴＴＳＧ．ＵｒｂａｎＲｉｖｅｒｓ．ＩＷ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０．
［２６］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７］环境科学研究
［２８］水利学报
［２９］水科学进展
［３０］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３１］城市道桥与防洪
［３２］给水排水
［３３］中国给水排水
［３４］灾害学
［３５］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Ｗ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３６］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３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３８］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３９］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４０］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ＲＣ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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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中国水论坛（每年举办一次）
［４２］中国水利学会学术年会
［４３］城市防洪国际论坛
［４４］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高层论坛
［４５］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
［４６］城市水业战略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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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建设与管理（０８１５Ｚ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学科简介

我校水利水电建设与管理学科于２００４年开始设立，经过近１０年的持续稳定

发展，在本学科领域已形成一支具有较高教学、实验和科研水平的师资队伍。学

科现有９名博士生导师，近１０名硕士生导师，另有２名校外兼职博导。本学科以

我国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研究领域有水利水电系统规划，

建设项目跟踪管理，新材料、新技术的开发应用，施工组织与管理，水利水电工程

的日常维护、运行管理和优化调度，水利水电工程的生命诊断及综合整治等。本

学科积极推进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承担了多项“９７３”项目、“８６３”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大支撑课题等部省级重大科技项目，以及各类科研项目，

在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创新性研究成果，发表了几十篇ＳＣＩ或

ＥＩ检索学术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或教材，多次荣获国家及部省级奖项。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本学科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

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

力。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外文写作能力和进

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水利水电建设项目管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Ｈｙ

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水利水电建设造价管理（Ｃｏｓ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

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３．水利水电工程运营管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４．水利水电建设新技术、新材料（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ｅ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

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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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水工建筑物综合整治技术（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Ｈｙｄｒａｕ

ｌ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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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

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３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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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建设与管理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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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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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５ 数理统计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７ 工程随机过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３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３Ｍ０５０７ 系统工程
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商学院

０２Ｍ０３０１
多目标决策理论及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２Ｍ０４０１
水利水电建设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
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３０５
水利水电系统规划模型及方法
Ｗａｔｅｒ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选修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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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Ｍ０４０２
水利水电造价管理
Ｃｏｓ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
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４０３
水利工程施工新技术
Ｎｅｗ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Ｈｙ
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２０５ 大坝安全综合评价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ｆｏｒＤａｍＳａｆｅｔｙ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２０３
大坝安全监控理论与应用
ＤａｍＳａｆｅ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３０８ 风险分析
Ｒｉｓ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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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沈长松，王世夏，林益才，刘晓青．水工建筑物［Ｍ］．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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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水工设计手册［Ｍ］．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３．
［４］朱宏亮，成虎．工程合同管理［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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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顾圣平．水资源规划及利用［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７］王长峰．现代项目管理概论［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８］杜慰纯．信息获取与利用［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９］王兵．知识产权基础教程［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０］罗宾斯．组织行为学［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１］戚安邦，张连营．项目管理［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２］程莉莉编著．项目管理仿真与软件应用［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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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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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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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ＷｙｌｉｅＥＢ，ＳｔｒｅｅｔｅｒＶＬ，ＳｕｏＬ．Ｆｌｕｉｄ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ｓ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Ｃｌｉｆｆｓ，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３．
［１７］期刊：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１８］期刊：人民长江
［１９］期刊：水利水电技术
［２０］期刊：水电能源科学
［２１］期刊：岩土工程学报
［２２］期刊：岩土力学
［２３］期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２４］期刊：水利学报
［２５］期刊：泥沙研究
［２６］期刊：水力发电学报
［２７］期刊：水科学进展
［２８］期刊：河海大学学报
［２９］期刊：水利水运工程学报
［３０］期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１］期刊：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期刊：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３］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４］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５］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６］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７］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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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０８１６０１）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测绘科学与技术（０８１６）

一、学科简介

我校“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学科的硕士点于１９９３年设置。在精密工程测

量、变形监测、３Ｓ集成技术等方向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知名

度。学科依托测绘工程研究所、遥感空间信息工程研究所、水利建设３Ｓ技术应用

联合实验室（与香港理工大学共建）以及测绘工程实验室等平台，具有良好的科研

及研究生培养环境。实验室配备先进的测量仪器设备、多种开发平台软件。近年

来学科承担了众多科研项目，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部省级基金、国家“十一五”

计划支撑项目２０余项，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２０余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部

省级科技进步奖２０余项，国家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２０余项。

二、培养要求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的基础理论和系统专业

知识。了解测绘学科理论与技术研究的前沿和发展趋势，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

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和独立承担专业

工作的技术能力，能综合运用学科理论和技术解决生产与科研问题的高级专门人

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精密工程测量（Ｐｒｅｃｉｓ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ｕｒｖｅｙ）

２．变形监测与安全评价（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３．卫星导航与定位（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４．测量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Ｅｒｒｏｒ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５．３Ｓ技术集成与应用（３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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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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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主要围绕精密工程测量理论与技术、变形监测与安

全评价理论与方法、卫星导航与定位、测量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３Ｓ技术集成与应

用等方向，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论文选题在导师的指

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明确研究的方向予以确定，一般应在课程

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６１３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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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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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５ 数理统计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１Ｍ０２０１ 近代平差理论
Ｍｏｄｅｒ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２０２
测量数据处理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２０３ 系统分析与建模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１Ｍ０２０４ 现代大地测量学
ＭｏｄｅｒｎＧｅｏｄｅｓ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２０５
现代测量工程理论与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２０６
变形监测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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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Ｍ０２０７
精密工程测量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ｅ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２０８
卫星导航定位技术与应用（双
语）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ａｔ
ｅｌｌｉｔ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３０５ 虚拟现实技术
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２０９
ＲＳ／ＧＰＳ／ＧＩＳ集成技术（双语）
ＲＳ／ＧＰＳ／Ｇ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测量平差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３２ ２ 考试 地学院

高等测量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３２ ２ 考试 地学院

本科非
测绘专业
研究生
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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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孔祥元，郭际明，等．大地测量学基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何秀凤．变形监测新方法及其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黄声享，尹晖，等．变形监测数据处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宁津生．现代大地测量理论与技术．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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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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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胡武生，高成发．ＧＰＳ测量原理及其应用．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８］刘招伟，赵运臣．城市地下工程施工监测与信息反馈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９］黄维彬．近代平差理论及其应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０］李德仁．误差处理和可靠性理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１］Ｂ．Ｈｏｆｍａｎｎ－Ｗｅｌｌｅｎｈｏｆ，Ｈｉ．Ｌｉｃｈｔｅｎ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Ｊ．Ｃｏｌｌｉｎｓ，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ｕｒｔｈ，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８．
［１２］ＡｌｆｒｅｄＬｅｉｃｋ，ＧＰＳ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
［１３］赵吉先．精密工程测量．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４］刘彬彬．ＶｉｓｕａｌＢａｓｉｃ从入门到精通．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５］李建华．ＶｉｓｕａｌＣ＋＋编程从基础到实践．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６］张勤，张菊清，岳东杰等．近代测量数据处理与应用．北京：中国测绘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７］参考期刊：测绘学报．
［１８］参考期刊：武大学报（信息科学版）．
［１９］参考期刊：测绘通报．
［２０］参考期刊：测绘科学．
［２１］参考期刊：测绘科学与技术．
［２２］参考期刊：土木工程学报．
［２３］参考期刊：防灾减灾工程学报．
［２４］参考期刊：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ｖｉｅｗ．
［２５］参考期刊：ＧＰＳＷｏｒｌｄ．
［２６］参考期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７］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８］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ａｒｔｈ．
［２９］参考期刊：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０］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Ｌｅｔｔｅｒｓ．
［３１］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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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测量与遥感（０８１６０２）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测绘科学与技术（０８１６）

一、学科简介

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主要研究各种遥感信息的获取、处理、解译与应用。我

校摄影测量与遥感硕士点于１９９８年设置，是华东地区该学科第一个硕士点。本

学科在多学科技术集成研究及解决非常规测绘问题方面，形成了明显的特色；在

数字摄影测量、遥感图像处理、“３Ｓ”技术集成、多源遥感信息融合、专题地理信息

系统和虚拟现实技术等方面，实力突出。本学科在国内具有先进地位。近五年，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部省级基金项目２０余项，部省级科技奖励８项，国家发

明专利近３０项，出版专著１０余部，承担国家重大工程项目１０余项。本学科适应

现代空间信息技术和国家信息产业发展需要，专业特色明显，毕业生就业面广。

二、培养目标

培养能够从事本专业相关的科学研究与管理、生产设计与技术开发、信息服

务与专业教育的高级专门人才。要求具有摄影测量、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方面扎

实的理论基础，具有较强的集成“３Ｓ”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能力，具有突出的遥感影

像信息处理和分析能力。全面了解本学科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具备以系统科

学方法综合应用各类影像和空间信息技术，为资源利用、环境调查和科学管理、城

市规划和各类工程建设服务的知识和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现代摄影测量理论与方法（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遥感图像处理与分析（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ＧＩＳ开发与应用（Ｇ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虚拟现实及增强现实技术（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Ｒｅａｌｉｔｙ）

５．“３Ｓ”技术集成与应用（ＲＳ／ＧＰＳ／Ｇ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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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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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以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

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

阅读和学术调研，在明确研究方向的前提下，予以确定。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

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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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测量与遥感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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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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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７ 工程随机过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１Ｍ０３０１ 遥感数字图像处理（双语）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３０２ 数字摄影测量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３０３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Ｇ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１Ｍ０３０４
遥感地学分析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４０４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工程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ｏｆＧ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３０５ 虚拟现实技术
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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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Ｍ０３０６ 计算机视觉及其应用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３０７ 微波遥感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３０８
空间数据库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２０９
ＲＳ／ＧＰＳ／ＧＩＳ集成技术（双语）
ＲＳ／ＧＰＳ／Ｇ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３０９
多源影像地理三维建模及应用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
－ｓｏｕｒｃｅＩｍａｇ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测量平差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３２ ２ 考试 地学院

高等测量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３２ ２ 考试 地学院

本科非
测绘专业
研究生
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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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测绘学报
［２］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３］测绘科学技术学报
［４］测绘通报
［５］测绘科学
［６］遥感学报
［７］遥感技术与应用
［８］遥感信息
［９］国土资源遥感
［１０］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１１］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１２］地理学报
［１３］地理科学
［１４］地理科学进展
［１５］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１６］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ｖｉｅｗ
［１７］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９］ＩＳＰ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１］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２］ＩＥ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５］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６］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７］Ｇｉ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８］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０］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３１］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３］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４］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３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ａｒｔｈ
［３６］ＩＴ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７］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３８］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９］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４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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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０８１６０３）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测绘科学与技术（０８１６）

一、学科简介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学科主要研究地图制图理论与地理信息系统技

术。我校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硕士点，以测绘科学与技术为支撑，结合地

图学、地理学、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等，重点研究空间数据组织与处理、基础地

理数据库及专题地理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地理信息可视化、云 ＧＩＳ，以及空间分

析与决策支持理论和方法及其在大型工程和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学科依托遥感与空间信息工程研究所、水利建设“３Ｓ”技术应用联合实验室

（与香港理工大学共建）、测绘工程实验室等开展科研及研究生培养工作。近五年

学科承担包含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国家及部省级科研项目２０余项，获得部

省级科技进步奖５项，出版专著８部，发表ＳＣＩ＆ＥＩ收录论文２００余篇。

二、培养目标

培养能够从事本专业相关的科学研究与管理、生产设计与技术开发、信息服

务与专业教育的高级专门人才。要求全面了解本学科发展动态，具有地图学、地

理信息系统、遥感及ＲＳ／ＧＰＳ／ＧＩＳ集成技术等方面扎实的理论基础，具有多源空间

信息获取与处理、空间数据库建立与管理、电子地图设计与制作、地理信息系统开

发与建设、空间信息分析与应用的素质和能力。具备以系统科学方法通过建立数

字地图和空间地理环境，为地学分析、环境调查、资源利用、城市规划、土地管理、

工程建设等服务的知识和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ＧＩＳ工程（ＧＩ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地图制图智能化（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ａｐｐｉｎｇ）

３．地理空间信息分析与可视化（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４．多源空间数据获取与处理（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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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网络地理信息系统与服务（ＷｅｂＧＩＳ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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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以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

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

阅读和学术调研，在明确研究方向的前提下，予以确定。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

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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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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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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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５ 数理统计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１Ｍ０４０１
现代地图学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４０２ 空间数据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４０３ 空间分析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１Ｍ０４０４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工程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ｏｆＧ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４０５
地理信息科学导论（双语）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４０６
城市与区域规划理论
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Ｔｈｅ
ｏ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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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Ｍ０３０４
遥感地学分析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３０８
空间数据库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３０５ 虚拟现实技术
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２０９
ＲＳ／ＧＰＳ／ＧＩＳ集成技术（双语）
ＲＳ／ＧＰＳ／Ｇ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４０７ 数字城市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ｉｔ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高等测量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３２ ２ 考试 地学院

数字地图制图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３２ ２ 考试 地学院

本科非
测绘专业
研究生
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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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测绘学报
［２］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３］测绘科学技术学报
［４］测绘通报
［５］测绘科学
［６］遥感学报
［７］遥感技术与应用
［８］遥感信息
［９］国土资源遥感
［１０］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１１］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１２］地理学报
［１３］地理科学
［１４］地理科学进展
［１５］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１６］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ｖｉｅｗ
［１７］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ｒｅｃｏｒｄ
［１８］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９］ＩＳＰ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１］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２］ＩＥ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５］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６］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７］Ｇｉ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８］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０］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３１］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３］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４］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３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ａｒｔｈ
［３６］ＩＴ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７］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３８］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９］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４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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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０８１８）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学科简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科是研究地质体勘查（察）评价和开发利用的学科。

是在地球系统科学理论指导下，研究地质体的形成条件、分布规律、演化机理，并

采用各种现代化勘查手段获取、处理、解释和应用地质信息，查明潜在地质资源，

开展各种地质体勘察评价和开发利用工程的学科。本学科涉及资源和环境两大

领域，是进行工农业建设的先行和超前性工作，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举足经重

的作用，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学科。

我校地质工程学科１９８６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３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

２００６年成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和特色专业；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２００３年获硕士学

位授予权，２０１１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地下水科学与工程２０１２年获硕士和博士学

位授予点。２００５年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获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学科拥有

地质工程安全监测系统、地质参数快速测试系统等先进设备，是国内培养水利水

电地质工程高级人才的重要基地，全国综合排名处于前列。本学科现有教师３８

人，其中教授１４名（其中博导１２名），副教授、高级实验师１４名，具有博士学位教

师２９名。目前在读研究生（硕士、博士）１３０余人。近年来在各类中外期刊上发

表学术论文６００余篇，出版专著、教材２０余部，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科技攻关项目、重大工程项目，有２０多项成果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具有坚实

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技能，应用一门外国语进行学术交流，对学科的现

状和发展趋势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具有一定独立从事本学科科学研究和有效解决

地质工程实际问题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地质工程（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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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地下水科学与工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

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

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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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以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科学技术发展中面临的

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

结合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

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明确研究方向的前提下予以确定，一般应在课程学习

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３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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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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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英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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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６
微分方程数值解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１Ｍ０５０１ 高等岩体力学（双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ＲｏｃｋＭａｓ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５０２
裂隙介质水动力学原理（双语）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ｍｅｄｉａ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５０３
现代工程地质分析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５０４
水文地质现代技术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
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５０５
高等地球物理及物探技术（双
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５０６
高等地球化学及化探技术（双
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Ｇｅｏ －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４－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１Ｍ０５０７
岩土体工程监控理论与方法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
ＳｏｉｌａｎｄＲｏｃｋｍａｓ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５０８
地质体稳定性评价（双语）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Ｂｏｄ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５０９
水岩作用模拟理论与方法（双
语）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ＷＲＩｓ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５１０
地质环境监测与评价
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５１１
工程地质数值模拟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５１２
地下水运移模拟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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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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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１Ｍ０５１３ 环境地质工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５１４
地质资源勘查与评价
Ｇｅ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５１５
地质体加固技术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Ｇ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Ｂｏｄ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５１６ 同位素水文地质学
Ｉｓｏｔｏｐ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５１７ 水文地质计算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Ｍ０５１８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检测技术
Ｔｅｓｔ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ｏｒ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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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信．高等土力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郭志．实用岩体力学．北京：地震出版社，１９９６．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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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肖楠森等．新构造分析及其在地下水勘察中的应用．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８６．
［５］周绪文．反射波地震勘探方法．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９．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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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周天福．工程物探．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９７．
［８］中科院地球化学所．高等地球化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９］陈静生等．环境地球化学．北京：海洋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０］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岩土工程安全监测手册．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１］张启岳等．土石坝观测技术．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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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孔昌俊，杨凤林．环境科学与工程概述．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４］程发良，常慧．环境保护基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５］钱家欢、殷宗泽．土工原理与计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６］王兆馨．中国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７］阳正熙．矿产资源勘查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８］蒋有录，查明．石油天然气地质与勘探．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９］吴胜明．中国地书．济南：山东书报出版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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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科学技术出版

社，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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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基．工程地质及岩土工程新技术新方法论文集．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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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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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薛禹群等．地下水动力学．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６］贝尔（Ｊ．ＢＥＡＲ）．多孔流体动力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３．
［２７］罗焕炎，陈雨孙．地下水运动的数值模拟．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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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Ｐｅａｃｅｍａｎ，ＤｏｎａｌｄＷ．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１９７７．
［３０］钱孝星．水文地质计算．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１］顾晓鲁，钱鸿缙等．地基与基础．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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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ＫｅｌｌｅｒＧ，Ｆｒｉｓｃｈｋｎｅｃｈｔ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ｅｒｇａｍｕｍ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６．
［３４］ＰａｇｅＭＭ，ＰａｇｅＣ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２，１２８（３）．
［３５］ＳａｘｅｎａＶ．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ｂｒｉｄｇｅ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ｓ［Ｄ］：Ｐｒｉｎ

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０．
［３６］Ｍａｃｋａｙ，Ｄ．Ｍ．，Ｊ．ＡＣｈｅｒｒｙ．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ｕｍｐ－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９，２３（６）．
［３７］ＪａｃｋＥ．Ｇｅｒｍａｋ．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Ｗｉ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０３，９１（３）．
［３８］ＬｉｎＦＣ，ＣｌｅｍｅｎｃｙＣＶ．Ｔｈｅ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ｓｃｏｖｉｔｅｓａｔ２５°Ｃａｎｄ１ａｔｍＣＯ２ｐａｒｔ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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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１９８１，４５（４）．
［３９］Ｒ．Ｊ．ＳｈａｎｎｅｌｙａｎｄＭ．Ａ．Ｍａｈｈｌａｂ．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Ｇｅ

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６，８（１）．
［４０］ＪａｎｂｕＮ．Ｓｌｏｐ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ｄ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ＪｈｏｎＷｉｌｙａｎｄＳｏｎｓ，１９７３．
［４１］ＣｕｎｄａｌｌＰＡ．ＳｈｅａｒＢａｎ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Ｊ］．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ｎ１９９０ｓ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１，５．
［４２］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Ｋ．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３８７，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ｉｎｅｒＳｅａｒｃｈ［Ｊ］．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Ｍ．１９７０，１３

（８）．
［４３］ＳｌｅｅｐＢＥ，ＭｃＣｌｕｒｅＰＤ．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ｓｅｍｉ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ｏｉｌｂｙａｉｒａｎｄｓｔｒｅａｍ

ｆｌｕｓｈｉｎｇ［Ｊ］．ＣｏｎｔａｍＨｙｄｒｏｌ．２００１，５０（１）．
［４４］参考期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４５］参考期刊：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Ｒｏｃｋ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Ｗｉｅｎ．
［４６］参考期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４７］参考期刊：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
［４８］参考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４９］参考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５０］参考期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５１］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５２］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５３］参考期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４５．
［５４］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ｅｒ．Ｂ，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５５］参考期刊：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ｉｎｄａｗｉ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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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工程（０８２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学科简介

我校交通运输工程学科肇始于国家重点学科“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中的交

通工程方向和国家重点学科“岩土工程”中的堤坝工程方向。为适应国家交通建

设发展需要，于２０００年组建本学科并于同年获得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硕士学位

授予权，２００８年被评为校品牌专业，２０１０年获得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

授予权。学科作为江苏省交通工程技术中心载体，拥有完善的交通工程试验设

备。学科创建以来，积极参与国家交通建设事业，承担过多项国家重大交通工程

的科研课题，获得过“沪宁高速公路江苏段工程技术和建设管理”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珠三角地区高速公路改扩建关键技术研究”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特等

奖、“区域物流系统演化机理及其布局优化研究”中国物流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多项荣誉，已成为我国极具特色的交通运输工程学科教学科研基地。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满足下列要求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

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学科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严谨求实和勇于探索

的科学态度，具备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力，具有解决与交通

运输工程相关的科学技术问题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道路与铁道工程 （Ｈｉｇｈｗａｙａｎｄｒａｉｌｗａ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交通信息工程与控制（Ｔｒａｆｆ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４．载运工具运用工程（Ｖｅｈｉｃｌ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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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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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论文选题应以交通运输工程学科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科学技

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鼓励开展交通运

输工程领域的基础性、共性问题研究工作。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

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确定研究方向。论文选题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

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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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工程一级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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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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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３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５ 数理统计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７７Ｍ０００３ 弹性力学
Ｅ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７７Ｍ０００４ 塑性力学
Ｐ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交通方向
选修６
学分；
道路方向
选修
３学分

仅道路
方向选修
３－５学分

专
业
基
础
课

课
程
组
Ⅰ

０４Ｍ０５０１ 运输工程学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５０７ 交通运输经济（双语）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５０６ 交通工程学
Ｔｒａｆｆ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课
程
组
Ⅱ

０４Ｍ０６０１
路面结构设计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６０２
路基设计原理与方法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ｕｂ
ｇｒａｄｅ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专
业
课

课
程
组
Ⅰ

０４Ｍ０５０５ 交通控制
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５０４ 道路和轨道工程
Ｒｏａｄ＆Ｒａ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春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５０８
现代物流与物联网
Ｍｏｄｅｒ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５０３ 交通规划
Ｔｒａｆｆｉｃ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课
程
组
Ⅱ

０４Ｍ０６０３ 高等路面材料（双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６０４ 高等路基工程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ｕｂｇｒａｄ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选修
４学分

道路方向
必修４
学分

选修
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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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课
程
组
Ⅰ

课
程
组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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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４Ｍ０５０９ 智能交通系统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５１０ 交通碰撞仿真
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ｒａｓｈ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５１１ 城市交通网络分析
ＵｒｂａｎＴｒａｆｆ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５１２ 道路交通安全设计
Ｒｏａ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ａｆｅｔｙ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６０５
路基路面原位测试技术
Ｆｉｅｌ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６０６ 公路养护维修
Ｒｏａｄ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６０７ 桥面铺装
ＢｒｉｄｇｅＤｅｃｋ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１０４
土工测试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
ｎ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１０１ 高等土力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Ｍ０１０３
岩土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８ １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３学分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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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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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张志清．道路勘测设计［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７］吴旷怀．道路工程［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８］肖敏敏．道路交通安全工程［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９］王炜．交通规划［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０］唐等．道路交通安全评价［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１］郭忠印等．道路安全工程［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２］张生瑞．交通流理论与方法［Ｍ］．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３］ＮａｔｈａｎＨ．Ｇａｒｔｎｅｒ，ＧａｒｒｏｌｌＭｅｓｓｅｒ，ＡｊａｙＫ．Ｒａｔｈｉ．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ｏｎＴｒａｆｆｉｃＦｌｏｗ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Ｈｉｇｈｗａ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ＨＷＡ），１９９６．
［１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ｅＨｉｇｈｗａ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ｐｏｌｉｃｙｏｎ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Ｈｉｇｈｗａ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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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程（０８２８）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农业工程（０８２８）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农业工程学科源于１９５２年成立的水利与土壤改良专业，是建国后

国内最早设立的用于培养农业水土工程专门人才的学科之一。１９８５年农田水利

工程（当时属水利工程学科）获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先后获得农业

水土工程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２年获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硕

士、博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获农业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

权，２０１２年自主设立农业水土资源保护二级学科硕、博士学位授权点。我校节水

园区、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南方地区高效灌排与农业水

土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为本学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条件。近五年来，先

后承担国家重大基础项目“９７３”计划、“８６３”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攻

关重点计划、省部级重大重点科技项目及生产科研项目等１００余项，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２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９项，国家发明专利１５项；在ＳＣＩ／ＥＩ发表检索

论文百余篇。整体学术水平居国内一流水平，部分领域处于领先水平。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本学科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

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

力。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外文写作能力和进

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农业水土工程（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Ｂｉ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农业水土资源保护（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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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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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

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３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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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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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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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５ 数理统计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５－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２Ｍ０５０１
水土资源规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０２ 节水灌溉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ｎ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１１ 土壤水动力学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０４
高级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ｍｏ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０５
农业水土环境（双语）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１０２
相似理论与量测技术（双语）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各方向
按导师
要求选修
４－５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２Ｍ０５０６
现代灌排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０７
农业废弃物处理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ｓｔ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０８
水土保持工程
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０９
设施农业工程工艺学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１０
泵站计算水动力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
Ｐｕｍｐ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选修
２学分

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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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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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２Ｍ０５１２
灌排工程系统分析（双语）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１３
灌区现代化管理
Ｍｏｄｅｒ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１５
泵站节能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ａｖ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ｏｆ
Ｐｕｍｐ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１６
再生能源工程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Ｅｎｅｒｇｙ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１７
试验设计及统计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１９ 环境生物技术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２０ 地下水数值模拟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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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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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绍忠．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水分传输理论及应用［Ｍ］．北京：水力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０．
［３］康绍忠，蔡焕杰．农业水管理学［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６
［４］陈亚新．非充分灌溉原理［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５．
［５］金忠青．Ｎ．Ｓ方程的数值解和紊流模型［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６］伊格尔森．生态水文学［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７］唐克丽等．中国水土保持［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８］ＪｏｎｅｓＨＧ．Ｐｌａｎｔｓ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ｌａｎｔ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９］美国排水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ｃｏｍ／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０］期刊：农业生物工程学报（英文版）
［１１］期刊：水利学报
［１２］期刊：农业工程学报
［１３］期刊：中国农业科学
［１４］期刊：水科学进展
［１５］期刊：水土保持学报
［１６］期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１７］期刊：灌溉排水学报
［１８］期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１９］期刊：水科学与水工程（英文版）
［２０］期刊：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２１］期刊：农业机械学报
［２２］期刊：生态学报
［２３］期刊：应用生态学报
［２４］期刊：土壤学报
［２５］期刊：作物学报
［２６］期刊：节水灌溉
［２７］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８］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９］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０］期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１］期刊：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２］期刊：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Ｓｏｉｌ
［３３］期刊：Ｐｅｄｏｓｐｈｅｒｅ
［３４］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５］期刊：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６］期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３７］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３８］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３９］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４０］期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４１］期刊：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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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机械（０８２８Ｚ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农业工程（０８２８）

一、学科简介

水利机械是机械工程学科和水利工程学科的交叉学科，培养水利机械工程领

域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河海大学水利机械学科２０１３年获硕士授予权。本学科

紧密跟踪与引领学科发展动态，积极服务水利事业，在疏浚技术与装备、水利机械

设计理论、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及水下机器人技术等方面形成了特色研究方

向。本学科拥有“疏浚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机电控制及自动化水利部重

点实验室”、“水利部水工金属结构安全监测中心”三个部级科研基地，“常州市数

字化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常州市光伏系统集成与生产装备技术重点实验室”、

“常州市特种机器人及智能技术重点实验室”三个常州市重点实验室。近五年以

来，本学科主持与承担了３６６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４００余篇，获国家、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１０余项。

二、培养目标

掌握本学科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系统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方法，了解本学科

的国内外现状、发展趋势和前沿领域；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

信学风，理论联系实际，善于钻研与创新；具有从事本学科的科学研究和解决实际

工程问题能力，能胜任与本学科相关的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开发或科技管理等工

作；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能比较熟练使用外语阅读、撰写科技论

文和进行学术交流。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疏浚技术与疏浚装备（Ｄｒｅｄ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２．水工金属结构设计与制造（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Ｍｅ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水利机械及自动化（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

ｔｉｏｎ）

４．先进材料与加工技术（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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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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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

期检查、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应与疏浚技术与疏浚装备、水利机械设计方法及理

论、水利机械先进制造技术、水利机械自动化、水工金属结构设计与制造、先进材

料与加工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水下机器人技术等方面国民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的需求密切联系，以水利技术和机械工程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

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需求。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

研，在明确研究方向的前提下予以确定。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开题

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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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机械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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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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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３ 最优化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５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９Ｍ０２０２ 现代控制工程
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３０８
弹性力学与有限单元法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
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９Ｍ０１０１ 制造系统学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２０１ 计算机实时控制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３０１
现代机械设计理论与应用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３１１ 疏浚装备与技术
Ｄｒｅｄｇ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２ 自然辨证法概论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９Ｍ０３１３
水利机械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ｏｆ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２０３
现代测试技术与应用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３０５ 液压系统设计与控制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３０６ 可靠性分析与设计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３０９ 两相流动（双语）
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Ｆｌｏｗ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３１０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
ＣＡＤ／ＣＡ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３１２
水工钢结构设计方法
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ｔｅ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Ｍ０１０３
水工机械制造与安装技术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１学分

选修
６－７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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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环节
３个学分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３５３



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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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钟毅芳，陈柏鸿，王周宏．多学科综合优化设计原理与方法，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王勖成，有限单元法，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６］顾寄南．基于网络的设计制造及智能集成，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７］孔珑，工程流体力学（第三版），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０７
［８］殷宗泽，土工原理，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７
［９］钱宁、万兆惠，泥沙运动力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０］ＫａｔｓｕｈｉｋｏＯｇａｔａ，Ｍｏｄ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１］ＣｏｔｔｒｅｌｌＪ．Ａｕｓｔｉｎ，Ｈｕｇｈ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Ｊ．Ｒ．，ＢａｚｉｌｅｖｓＹｕｒｉ．Ｉｓｏ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ｗａｒ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Ｄａｎｄ

ＦＥＡ［Ｍ］．Ｗｉｌｅｙ：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Ｌｔｄ，２００９．
［１２］Ｔ．Ｊ．Ｒ．Ｈｕｇｈｅｓ，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ＬｉｎｅａｒＳｔａｔｉｃ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ｏｖｅｒ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２０００．
［１３］ＭａｒｔｉｎＰｈｉｌｉｐＢｅｎｄｓｏｅ，ＯｌｅＳｉｇｍｕｎｄ．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３
［１４］Ｐ．Ｗ．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Ａ．Ｋｌａｒｂｒｉｎｇ，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
［１５］Ｌ．Ｐｉｅｇｌ，Ｗ．Ｔｉｌｌｅｒ，ＴｈｅＮＵＲＢＳＢｏｏ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７．
［１４］Ｋ．Ｋ．Ｃｈｏｉ，ＮａｍＨ．Ｋｉ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５
［１６］Ｋ．Ｋ．Ｃｈｏｉ，Ｎａｍ－ＨｏＫｉ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０
［１７］ＭａｒｋＳ．Ｇｏｃｋｅｎｂａｃ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ＡＭ，２００６
［１８．ＶｕｏｎｇＡＶ．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ｉｓｏ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２．
［１９］ＫａｒｌＪｏｈａｎＡｓｔｒｏｍ，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Ｍｕｒｒａｙ，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Ｐｒｉｎ

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２０］ＨｕｇｈｅｓＴ．Ｊ．Ｒ．，ＣｏｔｔｒｅｌｌＪ．Ａ．，ＢａｚｉｌｅｖｓＹ．Ｉｓｏ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Ｄ，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ＮＵＲＢＳ，ｅｘａｃｔｇｅ

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ｍｅｓｈ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１９４（３９－
４１）：４１３５－４１９５．

［２１］ＣｏｔｔｒｅｌｌＪ．Ａ．，ＨｕｇｈｅｓＴ．Ｊ．Ｒ．，ＲｅａｌｉＡ．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ｉｎｉｓｏ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１９６（４１－４４）：４１６０－４１８３．

［２１］参考期刊：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２］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ＳＭＥ
［２３］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ＡＳＭＥ
［２４］参考期刊：ＡＳＭ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ＭＥ
［２５］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ＩＥＥＥ
［２６］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ｇｚｉｎｅ，ＩＥＥＥ
［２７］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ＥＥＥ
［２８］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ＥＥＥ
［２９］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ＥＥＥ
［３０］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Ｆｕｚｚ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ＥＥＥ
［３１］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Ａｓｍ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ＥＥＥ
［３２］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ＥＥＥ
［３３］参考期刊：ＩＥ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ＥＴ
［３４］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５］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ＡＳＣＥ）
［３６］参考期刊：机械工程学报（中英文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３７］参考期刊：自动化学报，中国自动化学会

４５３



［３８］参考期刊：力学学报，中国力学学会
［３９］参考期刊：计算力学学报，中国力学学会
［４０］参考期刊：振动工程学报，中国振动工程学会
［４１］参考期刊：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４２］参考期刊：系统仿真学报，中国系统仿真学会
［４３］参考期刊：机器人，中国自动化学会
［４４］参考期刊：船舶工程，中国造船工程学会
［４５］参考期刊：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Ａ辑、Ｂ辑，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
［４６］参考期刊：中国港湾建设，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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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０８３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０８３０）

一、学科简介

我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和江苏省重点学科，以水环

境保护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研究特色。近五年来获国家及部省级科技进步奖

２０余项，出版专著及教材２０余部，获国家专利８０项，发表三大检索论文３００余

篇。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学科前沿和发展

趋势，具有严谨求实、勇于探索的科学态度和作风，能够进行理论研究与应用技术

开发，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水资源保护与生态修复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２．环境与生态水力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ｙ

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３．环境系统规划与综合评价（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４．水污染控制与水处理工程 （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固体废弃物处置与资源化利用（ＳｏｌｉｄＷａｓｔｅ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Ｕｔ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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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以环境科学与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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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研究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论文选题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系统地查阅国内外

文献，了解国内外研究动态，在明确研究的前提下予以确定，论文选题一般在课程

学习结束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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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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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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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５ 数理统计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５～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７７Ｍ０００５ 流体力学
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０５Ｍ０１０１ 有机污染化学
Ｏｒｇａｎｉｃ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Ｍ０１０２
环境生物学原理及应用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７７Ｍ０００７ 计算水力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选修
４～６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５Ｍ０１０３
水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Ｍ０１０４
环境系统规划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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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５Ｍ０１１２
环境科技进展与文献阅读（英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Ｍ０１０５
环境生态水力学与应用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ｙｄｒａｕ
ｌｉｃ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Ｍ０１０６ 生态学原理及应用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Ｍ０１０７ 固体废弃物处置与资源化
ＳｏｌｉｄＷａｓ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Ｍ０１０８
水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
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Ｂｉ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Ｍ０１０９
地下水与介质污染控制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Ｍ０１１０
河湖系统水质改善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Ｌａｋｅ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Ｍ０１１１
面源污染控制原理及技术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Ｎ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Ｍ０１１３ 大型仪器应用技术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必修

选修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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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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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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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逄勇等．水环境容量计算理论及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文湘华，王建龙等．环境生物技术－原理与应用［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王连生等．环境有机化学［Ｍ］．北京：化学化工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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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王春霞，朱利中，江桂斌．环境化学学科前沿与展望［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８］陆雍森．环境评价 ［Ｍ］．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蒋建国．固体废物处置与资源化［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０］梁瑞驹．环境水文学［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１］王惠民．流体力学基础［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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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王超．污水处理理论及技术［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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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王超．环境影响评价［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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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戴树桂．环境化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８］张书农．环境水力学［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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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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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姚玉英．化工原理［Ｍ］．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２］何康林．环境科学导论［Ｍ］．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３］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ｂａｃｈＲＰ，ＧｓｃｈｗｅｎｄＰＭ，ＩｍｂｏｄｅｎＤ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ｎｄｅｄ．［Ｍ］．Ｗｉｌｅｙ

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２００３．
［２４］ＳｔｕｍｍＷ，ＭｏｒｇａｎＪ．Ａｑｕａｔ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Ｍ］．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Ｉｎｃ，１９９５．
［２５］ＲｉｔｔｍａｎｎＢＥ．，ＭｃＣＰ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２００１．
［２６］ＣｈｉｏｕＣＴ．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Ｗｉｌｅｙ，２００２．
［２７］ＴｗｏｒｔＡＣ，ＲａｔｎａｙａｋａＤＤ，ＢｒａｎｄｔＭＪ．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００．
［２８］ＷａｒｄＢＢ．，ＡｒｐＤＪ．，ＫｌｏｔｚＭＧ．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
［２９］期刊：中国科学
［３０］期刊：环境科学
［３１］期刊：中国环境科学
［３２］期刊：环境科学与技术
［３３］期刊：微生物学报
［３４］期刊：环境化学
［３５］期刊：中国环境检测
［３６］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７］期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３８］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３９］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４０］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４１］期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４２］期刊：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ａｆｅｔｙ
［４３］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Ｂｏｔａ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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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
［４５］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６］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７］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４８］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４９］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０］期刊：Ｗａｔｅｒ，Ａｉｒ，＆Ｓｏｉ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５１］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
［５２］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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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水利学（０８３０Ｚ１）

（Ｅｃｏ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０８３０）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生态水利学科于２００２年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点，依托我校水文水

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基地，近五年来，负责承担了

有关生态水利方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水专项、水利部公益性项目等国家级、省

部级重要科研项目百余项。在水利工程建设对水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长江中

下游典型湖泊生态环境演变过程和水生态修复、太湖地区水污染综合防治及富营

养化治理、滩涂围垦的生态环境效应、滨江地区水土资源的有效利用与保护、污染

河道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西北地区生态水文过程与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取

得了多项成果。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理论分析、科

学实验和计算技术方面的基本技能，了解生态水利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具备

一定的国际视野、诚信的学术作风、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具有较好的计算机应用

能力和应用一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能从事科学研究和独立解决较重要的

与本学科关系密切的实际问题的综合型高级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生态水文学及生态水力学（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ｃｏ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２．水生态系统演化机理（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３．水土资源利用与保护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ｏｉｌ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４．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５．生态水利规划管理及工程生态效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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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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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密切联系生态水文学及生态水力学、水生态系统演化机

理、水土资源利用与保护、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以及生态水利规划管理及工程

生态效应等方面的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以生态水文学发展中面临的重

要基础问题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

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在明确研究方向的基础上予以确定。一般在课程学

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应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问题的研究进展，对文献

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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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水利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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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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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３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１Ｍ０２０１ 应用生态学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１１７ 生态水文学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２０２ 水生生物学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１Ｍ０２０３
水环境数学模型（双语）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２０４
水利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选修２
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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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１Ｍ０２０５ 地下水与生态环境（双语）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２０６
水土资源综合利用规划及管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２０７ 湿地生态学
Ｗｅｔｌ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２０８
资源环境经济学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
ｍ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Ｍ０２０９ 环境水力学（双语）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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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崔广柏．湖泊水库水文学［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２］崔广柏，刘凌，姚琪，逄勇，姜翠玲．太湖流域富营养化控制机理研究［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３］董增川．水资源规划与管理［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李鸿源，胡通哲，施上粟．生态水利学系列丛书１：水域生态工程［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２．
［５］ＮＯＷＡＫＭＡ（著），李镇清 （译），王世畅 （译）．进化动力学：探索生命的方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６］李鸿源，胡通哲，施上粟．生态水利学系列丛书１：水域生态工程［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２
［７］吴学文．考虑生态的多目标水电站水库混沌优化调度研究［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１
［８］朱党生．河流开发与流域生态安全［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２
［９］鲁春霞．中国流域库坝工程开发的生态效应与生态调度研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０］１４．隋欣．水利水电工程对区域生态承载力的影响评价［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１］ＭＡＹＳＬＷ．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７．
［１２］ＧＡＮＯＵＬＩＳ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１．
［１３］ＫＲＥＳＩＣＮ．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２００９．
［１４］ＳＨＡＲＡＤＫＪ，ＳＩＮＧＨＶＰ．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０３．
［１５］ＢＲＯＯＫＳ，ＫＮ，ＦＯＬＬＩＯＴＴ，ＰＦ，ＭＡＧＮＥＲ，ＪＡ．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４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２．
［１６］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Ｗｉｌｅｙ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１７］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８］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２０］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Ｗｉｌｅｙ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１］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２］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２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２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２５］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２６］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７］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８］水利学报
［２９］水科学进展
［３０］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３１］生态学报
［３２］中国水论坛（每年举办一次）
［３３］中国水利学会学术年会
［３４］中国环境学会水环境高级研讨会（每年举办一次）
［３５］中国生态学会年会
［３６］国际水文科学协会（ＩＡＨＳ）学术大会（每两年举办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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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资源与环境（０８３０Ｚ２）

（Ｃｏａｓ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二级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０８３０）

一、学科简介

我校海岸带资源与环境学科２００２年获得硕、博士学位授权，有水文水资源与

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育部海岸防灾减灾重点实验室作为依托，是江

苏省优势学科平台“海岸带资源开发与安全学科群”和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

划“海岸带资源开发与安全学科创新引智基地”重点支持学科。近５年来，本学科

主持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论文５００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１１部，

申请专利６项，获得国家与省部级奖１６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理论联系

实际，善于钻研与创新，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具有扎实基础理论和系统专业知

识，熟练阅读外文文献，并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解

决实际工程问题的高级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海岸海洋环境动力与灾害研究 （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ｎ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海岸海洋环境监测与信息技术 （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

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３．海岸带资源开发、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Ｃｏａｓ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海岸建筑物与自然环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５．河口海岸生态环境与湿地保护（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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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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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在明确研究方

向的前提下予以确定。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

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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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资源与环境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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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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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４
数学物理方程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５ 数理统计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７７Ｍ０００５ 流体力学
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０３Ｍ０１０１ 河口海岸动力学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１０２ 泥沙运动力学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选修
４～５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３Ｍ０１０５ 海岸工程（双语）
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１０６ 海洋工程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２０１
海岸带资源开发与管理
Ｃｏａｓ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２０２ 海岸环境水力学（双语）
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选修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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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３Ｍ０１０３ 港口工程
Ｐｏｒ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选修
６学分

０３Ｍ０１０４ 航道工程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１０７
河口海岸水动力泥沙模拟理论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２４ １．５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１０８
河口海岸水动力泥沙软件应用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７７Ｅ０００５ 计算水力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４８ ３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０３Ｍ０２０３
海域使用论证与海洋环境评价
Ｓｅａｕｓｅ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２０４
海洋能源评估与利用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Ｍ０１１１
科技论文阅读与写作
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ａ
ｐｅｒｓ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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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海岸动力学
Ｃｏａｓ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考试 港航院

工程水文学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考试 港航院

本科非
海岸带
专业研究
生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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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朱晓东等，《海洋资源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陈学类，《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海洋经济技术处，《海岸带管理与开发》，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８．
［４］王传?、卢苇编著，《海洋能资源分析方法及储量评估》，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董志勇，《环境水力学》，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６］郭振仁，《污水排放工程水力学》，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７］赵淑江等，《海洋环境学》，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１．
［８］关道明，《我国近岸典型海域环境质量评价和环境容量研究》，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１．
［９］ＲｏｂｅｒｔＭ．Ｓｏｒｅｎｓｅｎ，Ｂａｓｉｃ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６．
［１０］ＬｅｏＨ．Ｈｏｌｔｈｕｉｊｓｅｎ，ＷａｖｅｉｎＯｃｅａｎｉｃ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１１］Ｊ．ＷｉｌｌｉａｍＫａｍｐｈｕｉ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

Ｐｅｔ．Ｌｔｄ．，２０１０．
［１２］ＬｅｏＣ．ｖａｎＲｉｊ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Ｒｉｖｅｒｓ，Ｅｓｔｕ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ｅａｓ，Ａｑｕ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３．
［１３．］Ｄ．ＭｃＬｕｓｋｙ，Ｅ．Ｗｏｌａｎｓｋｉ，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１４．］Ｄ．Ｒｅｅｖｅ，Ａ．ＣｈａｄｗｉｃｋａｎｄＣ．Ｆｌｅｍｉｎｇ，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ｐ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１５］参考期刊：《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ｈｅｌ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６］参考期刊：《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Ｓｈｅｌ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７］参考期刊：《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８］参考期刊：《Ｅｓｔｕ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ｓ》
［１９］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参考期刊：《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１］参考期刊：《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２］参考期刊：《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３］参考期刊：《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４］参考期刊：《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
［２５］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６］参考期刊：《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７］参考期刊：《Ａｃｔａ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８］参考期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
［２９］参考期刊：《海洋工程》
［３０］参考期刊：《海洋学报》
［３１］参考期刊：《海洋与湖沼》
［３２］参考期刊：《海洋开发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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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０８３５００）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软件工程（０８３５）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软件工程一级学科是以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点、

“水信息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为依托，以国家优

势学科创新平台、国家级科研基地和省部级科研基地为支撑，于２０１１年新增为一

级博士点学科，同年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目前拥有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学

科梯队１个，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１名，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

学指导委员会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１名，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

项目获得者５人，江苏省“３３３工程”入选者７人。近年来，本学科紧密围绕江苏软

件强省建设和水利信息化的发展和需要，依托河海大学优势学科平台建设，承接

了国家“９７３”、“８６３”、自然科学基金等基础研究类项目，及三峡工程管理系统、国

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数字黄河工程、水资源监控管理系统等一批重大工程的信

息化建设项目，积极推进水利信息化工作。在领域工程技术、复杂软件系统建模

与验证、数据管理与领域知识发现、软件工程安全理论与技术，万维网软件工程等

方向上形成了明显的特色和优势。

二、培养目标

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领域工程（Ｄｏｍａ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复杂软件系统建模与验证（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数据管理与领域知识发现（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ｏｍａｉ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ｙ）

４．软件安全理论与技术（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５．万维网软件工程（Ｗｅｂ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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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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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论文工作应围绕软件工程一级学科，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

需求密切联系，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

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

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

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做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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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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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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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０７Ｍ０７０２ 高级软件工程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７０３ 软件过程改进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必修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７Ｍ０５０６ 软件形式化方法
Ｆｏｒｍ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５０４ 软件测试技术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ｓｔ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５０５ 软件复用技术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ｕｓ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７Ｍ０５０２ 分布式计算（双语）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４０４ 人工智能原理（双语）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选修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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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７Ｍ０５０９ 算法设计与分析（双语）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５１２ 形式语言学
Ｆｏｒｍ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５１１ 现代数据管理技术（双语）
Ｍｏｄｅｒｎ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５１０ 网络与信息安全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７０１
软件开发方法与技术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７０４ 先进计算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４０６ 信息检索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Ｍ０５０１ 多媒体技术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本科非
软件工程
专业研究
生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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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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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萨默维尔 著，程成 等译，《软件工程》（原书第９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３４９８９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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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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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美］ＭａｒｔｉｎＦｏｗｌｅｒ著，《重构：改善既有代码的设计》，人民邮电出版社，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５２２１７０４
［６］（德）布施曼 等著，袁国忠 译，《面向模式的软件架构，卷 １：模式系统》，人民邮电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５３３２１５８

［７］（美）ＤｏｕｇｌａｓＳｃｈｍｉｄｔ（德）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ｔａｌ（德）ＨａｎｓＲｏｈｎｅｒｔ（德）ＦｒａｎｋＢｕｓｃｈｍａｎｎ著，《面向模式的软件架
构，卷２：并发和联网对象模式》，人民邮电出版社，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５３３２１４１

［８］（德）基歇尔，（印）耆那 著，袁国忠 译，《面向模式的软件架构 卷３：资源管理模式》，人民邮电出版社，ＩＳ
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５３１３４３０

［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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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Ｃ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ｃｍ．ｏｒｇ／ｔｏｐｌａｓ
［１１］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Ｃ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ｃｍ．ｏｒｇ／ｐｕｂｓ／ｔｏｓｅｍ／
［１２］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ＥＥ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ｏｒｇ／ｐｏｒｔａｌ／ｗｅｂ／ｔｓｅ／ｈｏｍｅ
［１３］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ＥＥ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ｏｒｇ／ｐｏｒｔａｌ／ｗｅｂ／ｔｓｃ
［１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０９５０５８４９
［１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ｈｔｔ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ｏｒｇ／ａ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ｐｌａ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ｉｄ＝ＪＦＰ
［１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ｉｌｅｙ，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０．１００２／（ＩＳＳＮ）

２０４７－７４８１
［１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１８］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ｗ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７６６
［１９］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ｓｙｍ．ｏｒｇ／
［２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ｉｌｅ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ｃｇｉ－ｂｉｎ／ｊｈｏｍｅ／１７５２
［２１］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ｌｅｙ，ｈｔｔｐ：／／ａｓ．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ＷｉｌｅｙＣＤＡ／ＷｉｌｅｙＴｉｔ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ｄ

－ＳＴＶＲ．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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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学（０９０３０１）

（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学科门类：农学（０９）　一级学科：农业资源与环境（０９０３）

一、学科简介

我校土壤学学科于２００５年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本学科设有土壤与农

业环境实验室、高科技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野外基地和企业研究生工作站。拥有

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仪器设备。我校南方地区高效灌排与农业水土环境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也为本学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条件。主要研究合理开发和

有效利用与保护农业水土资源的基本理论及技术方法。本学科与中科院南京土

壤所、江苏省农林厅土肥站、南京市蔬菜研究所和江苏省农科院资源与环境研究

所等有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本学科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

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

力。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外文写作能力和进

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农业水土保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ｏｉ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土壤污染与治理（Ｓｏｉ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水利土壤改良（Ｓｏｉ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ｂｙ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Ｍｅａｓｕｒｅ）

４．土地整理（Ｌａｎｄ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５．设施农业土壤障碍和培肥（Ｓｏｉｌ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ａｎｄＩｔ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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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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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

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３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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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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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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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５ 数理统计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２Ｍ０５０１
水土资源规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０２ 节水灌溉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ｎ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０３
农业水土环境工程学（双语）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２Ｍ０５０７
农业废弃物处理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ｓｔ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０９
设施农业工程工艺学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选修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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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２Ｍ０５０６
现代灌排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１１ 土壤水动力学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Ｍ０５１７
试验设计及统计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必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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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康绍忠．农业水土工程概论［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雷志栋．土壤水动力学［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３］陈亚新．充分灌溉原理［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５．
［４］伊格尔森．生态水文学［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５］关君蔚．水土保持原理［Ｍ］．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６．
［６］王礼先．水土保持工程学［Ｍ］．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７］邵孝侯．生态学导论［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ＴａｉｚＬ，ＺｅｉｇｅｒＥ．Ｐｌａｎｔ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Ｊ］．ＥＥ．ＵＵ．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ｉｎａｕｅｒ，２００２．
［９］期刊：农业生物工程学报（英文版）
［１０］期刊：中国农业科学
［１１］期刊：水利学报
［１２］期刊：农业工程学报
［１３］期刊：水土保持学报
［１４］期刊：灌溉排水学报
［１５］期刊：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１６］期刊：应用生态学报
［１７］期刊：土壤学报
［１８］期刊：作物学报
［１９］期刊：节水灌溉
［２０］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１］期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２］期刊：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３］期刊：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Ｓｏｉｌ
［２４］期刊：Ｐｅｄ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５］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６］期刊：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７］期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２８］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９］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３０］期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１］期刊：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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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１２０１）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管理学（１２）　　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１２０１）

一、学科简介

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１９９５获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３年获博士学位授予

权，２００６年工程管理与项目管理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２００７年获准设立博士后

流动站。２００４年“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批准，管理

科学与工程学科成为“水经济管理”方向的重要学科支撑之一。近五年来，本学科

主持承担２００项科研项目，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重点、面上项目２１项。发表论文９００余篇，出版专著２０部，获国家和省部级以上

奖励２０多项，其中省部级一等奖２项。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熟练阅读外文

资料，并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掌握管理科学理论与工程管理前沿动态，熟悉现代

信息技术，能在本学科领域作出创新性成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项目管理与工程管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金融工程与投资管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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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以管理科学与工程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

际问题等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论文选题应在导师

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在明确研究方向的前提下予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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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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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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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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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学科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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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
课程

１３Ｍ１３１３ 经济博弈论（双语）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５０７ 系统工程
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５０９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３Ｍ０５１１ 运营管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５０３
工程管理理论与应用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５０８ 现代工业工程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５０５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双语）
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３Ｍ０５０４ 时间序列与非线性统计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５０６ 随机建模与优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５０１ 房地产管理
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１ 矩阵论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Ｍ０００２ 数值分析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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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Ｍ０５０２
高级信息系统开发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５１０ 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７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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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本科非
本专业
研究生
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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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吴凤平，陈艳萍．现代决策方法．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薛薇．ＳＰＳＳ统计分析方法及应用．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齐二石．现代工业工程与管理．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４］李明．管理信息系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５］谢识予．经济博弈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汪应洛．系统工程．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７］唐·钱斯（ＤｏｎＭ．Ｃｈａｎｃｅ），译者：丁志杰．衍生工具与风险管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８］王卓甫等．工程项目管理：理论、方法与应用．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９］王卓甫等．建设工程交易理论与交易模型．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０］杨高升等．工程项目管理：合同策划与履约．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１］施建刚．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２］兰峰．房地产项目策划．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３］韩家炜（Ｈａｎ，Ｊ．）等，范明等译．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４］贾俊平，谭英平主编．应用统计学（第２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５］罗斯（ＳｈｅｌｄｏｎＭ．Ｒｏｓｓ）（作者），龚光鲁 （译者）．应用随机过程：概率模型导论．北京：人民邮电出版

社，２０１１。
［１６］《运筹学》教材编写组．运筹学（第四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１７］斯威尼等著，雷平等译．商务与经济统计（精要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８］王众托．系统工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９］ＮＡＨＭＩＡＳ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ｉｆ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ｔａＣｌａｒ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４．
［２０］ＣＨＯＰＲＡＳ，ＭＥＩＮＤＬＰ．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２００７．
［２１］ＨＡＮＪ，ＫＡＭＢＥＲＭ，ＰＥＩＪ．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１２．
［２２］学术期刊：管理世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２３］学术期刊：管理科学学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２４］学术期刊：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２５］学术期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２６］学术期刊：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２７］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２８］学术期刊：金融研究，中国金融学会．
［２９］学术期刊：统计研究，中国统计学会、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３０］学术期刊：管理评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３１］学术期刊：管理科学学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３２］学术期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ｓ．
［３３］学术期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３４］学术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３５］学术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ｓ．
［３６］学术期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ｆｏｒｍｓ．
［３７］学术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
［３８］学术期刊：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Ｗｉｌｅｙ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Ｉｎｃ．
［３９］学术期刊：Ｅｘｐｅ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４０］学术论文
［４１］学术论文：ＢＡＮＫＥＲＲＤ，ＣＨＡＭＥＳＡ，ＣＯＯＰＥＲＷＷ．Ｓｏｍｅ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ｃａｌｅｉｎ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ｉｎｄａｔａ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４，３０（９）：１０７８－１０９２．
［４２］学术论文：ＬＥＥＨＬ，ＰＡＤＭＡＮＡＢＨＡＮＶ，ＷＨＡＮＧ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ａ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ｔｈｅｂｕｌｌｗ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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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７，４３（４）：５４６－５５８．
［４３］学术论文：ＬＩＢＥＲＡＴＯＲＥＭＪ，ＴＩＴＵＳＧＪ．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Ｒ＆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３，２９（８）：９６２－９７４．
［４４］学术论文：ＪＡＲＶＥＮＰＡＡＳＬ，ＩＶＥＳＢ．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９４，１０（４）：２５－５７．
［４５］学术论文：ＣＨＥＬＬＩＡＨＲ，ＣＯＭＥＺＪＳ，ＤＥＬＬＡＲＣ，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Ｕ．Ｓ．Ｐａｔｅｎｔ５，７１０，８８７．１９９８－１－２０．
［４６］学术论文：ＷＩＧＡＮＤＲ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９７，１３（１）：１－１６．
［４７］学术论文：ＦＩＮＮＥＲＴＹＪ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８８：１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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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科学与管理（１２０１Ｚ５）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学科门类：管理学（１２）　　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１２０１）

一、学科简介

我校２０１２年获移民科学与管理二级学科博士及硕士学位授予权。设立在河

海大学的（水利部）中国移民研究中心是世界上唯一的全国性移民研究机构。

近５年来，本学科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

科基金、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国家博士后基金等省部级基金课题３０余项，主持

世行、亚行、水利部、农业部、住建部等课题百余项。本学科在国内外有较高学术

声誉。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有优良的品质和严谨的

学风，掌握系统深入的移民科学知识；能运用管理学和经济学理论基础独立地分

析与解决本学科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科学研究能力；具有较强的教学、科研、组织、

管理等实际工作的能力，并能熟练掌握和运用一门外国语的移民管理高级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移民科学基本理论与方法（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２．工程移民管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Ｐｒｏｊｅｃｔ）

３．生态环境与扶贫移民管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Ｅｃｏｌｏ

ｇ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４．灾害性移民管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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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以移民科学及管理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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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等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论文选题在导师的指导

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工作，在明确研究主攻方向的前提下予以

确定。一般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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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科学与管理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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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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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５Ｍ１００１ 工程经济学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１００２ 管理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１００３ 应用统计学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５Ｍ１００４ 移民管理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１００５ 移民政策与实践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１００６ 移民经济学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５Ｍ１００７
工程移民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ｓ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ｄ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１００８
灾害、生态环境与扶贫移民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ｏｎ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ｉｎ
ｄｕｃｅｄｂｙ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１００９ 移民项目管理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１０１０
移民规划理论与应用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选修
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５Ｍ１０１１ 社会评估
Ｓｏｃｉ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１０１２ 土地政策与制度
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１０１３ 项目管理学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１０１４
遥感与ＧＩＳ应用（双语）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ＧＩＳ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公管院

１５Ｍ１０１５ 移民系统工程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１０１６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３学分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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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罗宾斯等著．管理学（第七版）（美）［Ｍ］．孙健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曼昆著．经济学原理（上、下）［Ｍ］．梁小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Ｈ．克雷格．彼得森等．管理经济学［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泰罗．科学管理原理［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５］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５；
［６］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５版）［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７］钱颂迪等．运筹学［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８］汪应洛等．系统工程（第二版）［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７；
［９］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第２版）［Ｍ］．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０］许江林．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ＰＭＢＯＫ指南）（第５版）［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１］施国庆等．移民权益保障与政府责任［Ｍ］．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２］户作亮，陈绍军等．水库移民安置与管理［Ｍ］．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３］迈克尔．Ｍ．塞尼，移民与发展［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４］顾茂华，荀厚平，陈绍军等，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处理［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５］徐乘，唐传利等，三门峡水库移民社会经济发展战略［Ｍ］，黄河水利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６］何似龙．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７］施国庆．水库移民系统规划理论与应用［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８］施祖留．水利工程移民管理研究［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９］施国庆等．中国移民政策与实践［Ｍ］．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０］迈克尔．Ｍ．塞尼．移民．重建．发展［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１］孙中艮，施国庆．水库移民可持续性生产生活系统评价研究［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２］黄莉，施国庆．水库淹没集镇迁建与区域集镇优化［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３］贾永飞，施国庆．水库移民安置人口优化配置［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４］朱东恺，施国庆．水利水电移民制度研究－－问题分析制度透视与创新构想［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１２．

［２５］郑瑞强，施国庆．西部水电移民风险管理［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６］尚凯，施国庆．水电移民土地证券化安置模式［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７］傅秀堂等．水库淹没处理设计［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国投资项目社会评价指南，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９．］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Ｉｎ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ｏｋ－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３０］参考期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１］参考期刊：管理科学学报
［３２］参考期刊：经济研究
［３３］参考期刊：管理世界
［３４］参考期刊：系统工程学报
［３５］参考期刊：中国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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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１２０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学科门类：管理学（１２）　　一级学科：工商管理（１２０２）

一、学科简介

本校工商管理学科由其二级学科技术经济及管理发展而来。技术经济及管

理学科１９９３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８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６年被评为水

利部重点学科，２００５年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暨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２００７

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１９９８年工商管理学科的二级学科企业管理获硕

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３年获二级学科会计学硕士学位授予权，ＭＢＡ专业学位硕士授

予权，同年获准设立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２００６年获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

位授予权，２０１０年获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ＭＰＡｃｃ、资产评估、国际

商务专业学位硕士授予权。近５年来，本学科主持承担了６００多项科研项目，发

表论文１２００多篇，出版专著２０多部，获国家和省部级以上奖励２０多项。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比较扎实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基础，具有科研兴趣和严谨

的科研作风，掌握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和数据处理技术，了解本专业前言与学术

动态，善于提炼科学研究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创新能力，能够开展本专业学

术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会计学（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２．财务管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市场营销（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４．人力资源管理（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战略管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６．知识管理与知识产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７．游艇管理（Ｍａｒｉｎ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８．技术经济及管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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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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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以工商管理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

等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论文选题在导师的指导

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在明确研究前提下予以确定。一般在课程

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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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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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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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学科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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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
课程

１３Ｍ０６１６ 战略管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６１０ 人力资源管理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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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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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Ｍ０６１２ 营销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６１８ 知识管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６０４ 会计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６０７ 技术管理学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１０ 技术经济学（双语）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３Ｍ０６０９ 品牌定位
Ｂｒ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６１７
知识产权贸易与管理（双语）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
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６０６ 技术创新管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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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Ｍ０６０１ 高级管理会计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１５
企业竞争战略与竞争分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６１９ 组织理论与组织设计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６０５ 绩效与薪酬管理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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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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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６１１ 销售与客户管理
Ｓａｌｅｓａｎｄ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６０２ 高级审计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６１３ 游艇俱乐部经营 ＭａｒｉｎａＣｌｕｂ
Ｗ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６１４ 游艇商务策划
Ｍａｒｉｎａ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ｌａ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６１５ 游艇投资与产业
Ｙａｃｈｔｓ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６０８
技术经济评价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６０３ 高新技术项目管理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从本学科选修硕士专业基础或
专业课程

６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本科非
本专业
研究生
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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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郭道扬．会计史研究（第一
$

、第二
$

、第三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
［２］葛家澍、刘峰．中国会计大典－－会计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３］许家林．西方会计学名著导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出版
［４］卢泰宏等．消费者行为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
［５］纳雷希．Ｋ．马尔雷特拉．市场营销研究应用导向（第３版）．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６］维瑟拉．Ｒ．拉奥、乔尔．Ｈ．斯特克尔．战略营销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７］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主编．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８］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刘明辉．新世纪研究生教学用书 ｏ会计系列：高级审计研究（第二版）．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１０］（美）罗伯特·Ｓ．卡普兰；吕长江译．高级管理会计（第三版）．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１］．刘淑莲．新世纪研究生教学用书ｏ会计系列：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第２版）．大连：东北财经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２］丁玉芬，邓小军．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３］韦德洪．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４］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Ｓｃｏｔｔ．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０６，４ｔｈ
［１５］［美］Ｒ．科斯、Ａ．阿尔钦 Ｄ．诺斯著，刘守英译．１９９４．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

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６］加里ｏ德斯勒．人力资源管理（英文版）（第１２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１７］理查德·Ｌ．达夫特．组织理论与设计（英文版，第１０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１８］朱珉虎．游艇概论［Ｍ］．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９］［美］罗斯ｏＬ．瓦茨、杰罗尔德ｏＬ．齐默尔曼，陈少华、黄世忠等译．实证会计理论．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０年
［２０］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２１］Ｐｒａｈａｌａｄ，Ｃ．Ｋ．ａｎｄＨａｍｅｌ，Ｇ．ＴｈｅＣｏ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Ｍａｙ

１９９０
［２２］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
［２３］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２４］ＳｔｅｐｈｅｎＡ．Ｒｏｓｓ，ＲａｎｄｏｌｐｈＷ．Ｗｅｓｔｅｒｆｉｅｌｄ，ＪｅｆｆｒｅｙＦ．Ｊａｆｆｅ．吴世农，王志强译．公司理财（第９版）．北京：机

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５］学术期刊：中国金融学，复旦大学财务金融学系和四川大学金融研究所
［２６］学术期刊：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２７］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２８］学术期刊：金融研究，中国金融学会
［２９］学术期刊：会计研究，中国会计学会
［３０］学术期刊：审计研究，中国审计学会
［３１］学术期刊：中国财务与会计研究，香港理工大学和清华大学
［３２］学术期刊：中国会计评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３３］学术期刊：中国会计学刊，中山大学与香港城市大学
［３４］学术期刊：营销科学学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３５］学术期刊：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
［３６］学术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７］学术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８］学术期刊：Ａｕｄｉｔｉｎｇ：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
［３９］学术期刊：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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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学术期刊：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１］学术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２］学术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４３］学术期刊：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４］学术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４５］学术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４６］学术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４７］学术期刊：Ｔｅｃｈ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４８］学术期刊：Ｈａ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
［４９］学术期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０］学术期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
［５１］学术期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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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１２０４）

（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学科门类：管理学（１２）　一级学科：公共管理学（１２０４）

一、学科简介

１９９４年开始，我校分别在技术经济及管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等硕士点中设置与公共管理相关的研究方向，培养与公共管理相关的毕业生３００

多人，并在公共政策、公共经济、土地资源管理、移民管理等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

的成果，形成了我校公共管理学科的特色。公共管理学科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

展，于２００３年批准设立行政管理硕士点，于２００５年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

位授予权，目前我校设有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三个二级学科。

本学科现有导师２７人，其中教授１４人，副教授８人；博士生导师１０人，具有博

士学位的教师２２人。本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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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高级公共管理人才提供保障，确保满足学生就业和进一步深造的需求。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掌握系统的公共管理

的科学理论和专门知识，具有宽厚的科学基础知识和复合型、应用型的知识结构，

具有创新性思维和运用管理、政治、经济、法律和现代科技等多科学知识进行公共

政策分析和公共事务管理的能力，能够胜任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政府及公共部门

管理实践与实务等工作的高级公共管理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行政管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社会保障（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３．土地资源管理（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移民管理（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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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本科为非经管类专业

的学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应补修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原理、经典文

献导读三门课程，并将补修课程列入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学习计

划入学后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研究生导师讲座至少５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助研、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

学期间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

师对学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４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学院列出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

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供学生参考（见附录）。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４０４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公共管理学科硕士论文工作应紧密结合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管理

实际，选题范围涉及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机构的公共活动与公共事务。公共管

理学科涉及领域广，研究方向多，基于我校公共管理硕士培养采取一级学科培育

方案，二级学科招生培养模式，建议学生论文选题从以下主要研究方向选取：行政

管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社会保障（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土地资源管理（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移民管理（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每个研究方向下的

具体选题由导师与学生商讨确定，在导师指导下开展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

工作。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

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开题通过者方可进入论文撰写阶段，对没有通过者责令其再完善开题报告

一个月后重新开题。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由培养责任系

（所）负责举行学术论文汇报会，汇报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

以上职称（或相当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汇报会由指导教

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论文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

面材料，经指导教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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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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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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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６学分

学科
基础
课程

１５Ｍ０９０１ 西方经济学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０２ 管理学原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０３ 公共经济学
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０４ 公共组织理论
Ｐｕｂｌ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０５ 公共政策
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０６ 应用统计学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本科为
非经管类
专业学生
必选

选修
６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５Ｍ０９０７
行政管理理论与方法
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０８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Ｐｕｂｌｉｃ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０９ 社会保障学
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１０
土地资源管理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Ｌａｎｄ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至少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５Ｍ０９１１ 地方政府与治理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１２
征地拆迁及移民管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ｏｌ
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１３
遥感与ＧＩＳ应用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ＧＩＳ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１４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
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Ｆｕ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至少选修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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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５Ｍ０９１５
水资源与环境管理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１６ 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
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ｌｉｅｆ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１７ 社会保障专题
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１８ 土地政策与制度
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１９ 土地规划理论与方法
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ｌａｎ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２０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
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ｔ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２１ 社会保险
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２２
移民安置规划与实施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２３
非政府组织管理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２４ 公共危机管理
ＰｕｂｌｉｃＣｒｉｓｉ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Ｍ０９２５
不动产经济与估价
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６学分

必修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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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２］奥斯特罗姆，帕克斯和惠特克．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
［３］道格拉斯·Ｃ．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５］陈振明等．社会管理：理论、实践与案例［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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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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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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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贝弗里奇报告》［Ｍ］，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０］庇古．福利经济学（上、下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
［１１］杨燕绥．社会保障［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２］郑功成．社会保障学［Ｍ］，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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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张红．房地产经济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５］野口悠纪雄．土地经济学［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１６］王万茂．土地利用规划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７］陆红生．土地管理学总论［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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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敬硋嘉．公共管理的未来十年［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０］张建民．公共管理研究方法［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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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姜晓平．地方政府流程再造［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３］陈晓春．非营利组织经营管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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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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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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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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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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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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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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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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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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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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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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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孙柏瑛．当代地方治理［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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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参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
［３８］参考期刊：公共管理学报
［３９］参考期刊：新华文摘
［４０］参考期刊：开放时代
［４１］参考期刊：中国行政管理
［４２］参考期刊：社会科学
［４３］参考期刊：学术月刊
［４４］参考期刊：政治学研究
［４５］参考期刊：东南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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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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社会科学
［４９］参考期刊：浙江社会科学
［５０］参考期刊：中国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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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１２０５０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学科门类：管理学（１２）　　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１２０５）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商学院情报学二级学科硕士点，自２００７年起开始招收生。情报学

属于信息管理学科，其就业面较广，专业中既包括“信息”又涉及“管理”，具有较

好的就业前景。本学科拥有较强的师资队伍，依托河海大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

与工程两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的相关学科支持，形成了师资力量较强的学术梯

队。本学科有两大特色：一是企业竞争情报，为企业的战略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帮

助企业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二是依托于河海大学的水利特，

针对水利行业的特点，从事水利行业的信息组织检索和信息服务。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坚实的基础知识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广

泛的相关知识以及实际操作能力的，能独立从事教学、科研和社会工作，能适应企

业、政府以及其它组织机构战略信息管理所要求的专门人才。通过本专业的学

习，可以掌握竞争情报、企业与政府信息源、情报分析方法、企业信息安全、企业信

息组织和利用、知识管理等方面知识、技能和方法。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企业竞争情报（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２．企业经营数据分析与挖掘（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

３．信息资源建设规划与管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４．信息安全管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在

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２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８学分，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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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并将补修课程列入研

究生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专业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以及以

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１０次

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４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除外）至少做１次，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硕士研究生参

加学术活动必须填写《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动的

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

核，答辩前送交学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

３．实践活动

实践形式包括助学、助管、助教、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至少要全程参与指导教师或其所在团队教师负责的科研项目１项，并由导师对学

生实践环节的时长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硕士研究生阅读本专业文献的篇数不少于３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

并撰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篇幅不少于３０００字。指导教师应重视研究生的文献

阅读工作，加强对文献阅读的指导与考核。文献阅读综述报告书面材料须经指导

教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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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工作应与企业竞争情报、企业经营数据分析与挖掘、信息资源建设

规划与管理、信息安全管理需求密切联系，以情报学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

实际问题等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

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

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

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论文选题后应制订论文工作计划，并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三学期作论文

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培养学院进行，由导师主持并邀请同行专家参加（不少于３

人）。

３．论文中期检查

硕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硕士研究生向指导教师和有关专家作论文中期

报告，汇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应在校内公开举行

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由指导教师聘请本研究领域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

职称）的专家参加（不少于３人），并进行审议，报告会由指导教师主持。与会专家

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指导教

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学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字数为５万字左右。论文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

理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说明透彻。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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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　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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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Ｍ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９６ ４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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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学科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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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
课程

１３Ｍ０７０２ 竞争情报理论（双语）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１３１５
企业竞争战略与竞争分析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专业
课程

１３Ｍ０７０１
竞争情报分析方法、技术与工具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Ｔｏｏｌｓ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７０４
信息收集与企业信息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Ｓｏｕｒ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非学位
课程
１０学分

６６Ｍ０００３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３Ｍ０７０５
信息组织与检索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
ｔｒｉｅｖ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Ｍ０７０３
商业情报法规与伦理
Ｌａｗ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从工商管理学科选修硕士专业
课程

２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９９Ｍ００００ 综合素质课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查 研究生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硕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必修

教学环节

９９Ｍ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Ｍ０１０２ 实践活动

９９Ｍ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必修

前期
专业课
（至少
选２门）

本科非
本专业
研究生
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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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沈固朝．竞争情报的理论与实践［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包昌火等，竞争情报导论［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董素音等，竞争情报理论与方法［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７．
［４］骆云中等，专利情报分析与利用［Ｍ］．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５］李国秋等，企业竞争情报理论与实践［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６］刘冰，企业竞争情报基础［Ｍ］．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７］戴伟辉等，网络内容管理与情报分析［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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