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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版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案说明

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端人才的重

要途径。为改革创新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满足社会发展和企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保证非全

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根据有关要求，特修订且颁布执行《２０１４版非全日

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现就有关事项要求说明如下：

一、领域范围

从社会需求出发，根据各领域在生产实施、设计开发、经营管理中的特点和要求，说明的领

域覆盖范围。

二、培养目标

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较强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的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具体培养要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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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所在专业（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在某一方向具有独

立进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与决策等方面的能力。能够胜任工程（项目）的规划、勘

测、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了解和掌握本领域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学科领域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

４．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经申请，最长一般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的培养方式。其中课程学习

在学校根据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选修完成；专业实践在校外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研究结合

相关工作在岗完成。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２学分，分为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和必修环节。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

包含：公共课程（外语、政治等）５学分、基础理论课程（数学、工程数学等）４学分、专业基础与

专业课程１１学分。非学位课程１０学分，包含：公共必修课程（信息检索、知识产权）２学分、公

共选修课程（信息、经管等课程组）４学分，跨领域选修课程４学分。必修环节２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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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成绩按百分制计，学位课程成绩达到７０分或单科６０分且加权平均７５分为合格，非

学位课程成绩达到６０分为合格，必修环节课程成绩计为通过或不通过，通过为合格。课程成

绩合格即可获得相应学分。

五、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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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

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调研报告等形式。学位论文要通过文献阅读、选题、开题、

中期进展检查等过程。学位论文须在校内校外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研究应具有

一定的技术水平和工作量。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成论文研究的

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颁发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环节时间安排表

序号 事项 时间节点 事项要点 备注

１ 入学报到

入学教育

办理报到手续

参加入学教育

非全日制研究生新生必须按照入学通知要求，持录取通知书和有关证

件，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必须

凭有关证明事先向所在学院请假，报研究生院审批。请假时间不得超

过两周。未请假或请假逾期者，取消入学资格。新生必须参加统一组

织的入学教育。

２ 注册管理 按规定时间注册

研究生在校期间要按规定到所在学院办理注册手续。不能如期注册

者，应当履行暂缓注册手续。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培养费或者其他不符

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

３ 课程学习 第一学年内完成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所选课程应符合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的要求。

４ 确定导师
第二学期结束前确

定导师

研究生与校内导师进行双向选择确定校内导师；根据工作要求和研究

方向确定校外导师。

５ 文献阅读 第三学期完成 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阅读文献，提交文献阅读报告。

６ 论文选题

论文开题
第三学期完成

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实际，具有明确的应用价值。导师指导研究生

选题、开题，撰写论文开题报告。

７ 开题报告会 第三学期完成

论文开题报告包括文献阅读综述和选题两部分。开题报告会应在校内

公开举行，由导师主持邀请同行专家参加，并做出开题报告是否通过的

决定（涉密论文应在开题报告前４５天提出申请）。

８ 学院审核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到论文答

辩必须１年时间。
研究生开题报告通过后，应将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书提交学院检查审

批，取得＂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学分。

９ 中期检查 第四学期
导师及相关学科专家负责检查论文的进度和研究方向是否符合要求。

由各学院审核通过，取得＂中期进展检查报告＂学分。

１０ 提交申请 入学满２年整 （学习年限超过３年的须提出延长申请）课程成绩合格，完成论文，符合
论文答辩要求，提交论文和答辩申请书，导师审查研究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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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时间节点 事项要点 备注

１１ 论文预答辩
比预计答辩时间至

少提前３０天

导师审查通过后安排预答辩。论文预答辩不含导师至少应有３名副高
级技术职称及以上或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的同行专家参加，做出预答

辩是否通过的决定。并确定论文评阅人、答辩委员会成员和秘书。

１２ 学院审批 预答辩通过后
学院审核研究生的答辩申请，审核由预答辩专家集体推荐的论文评阅

人及答辩委员会成员建议名单和秘书。答辩秘书领取评阅书。

１３ 论文评阅 答辩前１５天
答辩秘书至少应比预计答辩时间提前１５天将论文（寄）送评阅人评阅。
评阅书返回后，学院对论文评阅意见复核无异议后，批准论文正式答

辩。答辩秘书领取答辩材料。

１４ 论文答辩

在答辩时间前７天
将学位论文送达答

辩委员会成员审阅

答辩须在校内公开进行。国家法定节日及寒暑假期间不安排答辩。决

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为通过。答

辩通过后研究生须按照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经导师审核签字后

方可签字印刷。

１５ 材料归档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材料归档

论文答辩通过后，及时完成归档工作和学位申请有关信息填报（涉密论

文归档根据学校保密委员会相关规定办理）：

１．研究生成绩单、学位申请书、答辩决议书、学位授予决定等，应及时归
入个人档案；

２．研究生成绩单、开题报告、学位论文评阅和学位申请书、答辩决议书、
学位授予决定及学位论文、中英文论文摘要等有关答辩材料，应按照学

校档案馆的要求归入业务档案；

３．未按时完成归档者将不参加学院和学校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学位评
定。

１６ 学位授予

证书领取
在规定时间

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投票通过后，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议，作出授予学位的决定。

办理离校手续，将人事档案接收地址提供给学院，领取学位证书。

七、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各专业（领域）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是本学科专业领域的基础书目、经

典专著，以及引领本学科专业领域新发展、新技术的学术期刊，要求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和推

荐下阅读。同时导师根据研究方向与论文选题推荐阅读相关书目和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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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 （领域代码０８５２０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简介

机械工程是将机械工程学、电子学、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等有机融合而形

成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机械工程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尤其是工业界应用广泛，对生

产力的发展起着重大促进作用，学科交叉融合也促进了学科本身的进步。

机械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侧重于机械工程应用，在机电系统控制及自

动化、先进控制技术及应用、流体传动控制与疏浚技术、机电 ＣＡＤ／ＣＡＭ技术、状

态监测与图像处理、计算机图形学与虚拟技术、材料加工工程、工业设计等方面具

有广泛的研究领域。

本领域涉及机械设计、制造、试验、使用、维修等基础理论、技术和方法。并与

材料工程、动力工程、电气工程、电子与信息工程、控制工程、计算机技术、工业设

计工程等领域及力学学科密切相关。

二、培养目标

培养机械工程领域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实践能力强，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

题能力的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机械工程领域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及管理知识，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

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具有独立进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与决

策等方面的能力，具有担负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工作的能力。了解和掌握本领域

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特别重视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培养。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

作能力。

４．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最长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的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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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２，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１０学分；必修环节２学

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学位论文

机械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

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要通过文献阅读、选题开

题、中期进展等过程。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对于新产品设计与开发的技

术成果，论文应该具有设计方案的比较、评估，设计计算书，完整的图样；对于技术

改造和革新的成果，应该具有对原设备与技术的评价，改造和革新方案的评述及

结果的技术经济效果分析；对于产品质量控制和试验的成果，必须有试验方案、完

整的试验数据、数据处理分析方法和结果分析；对于生产、设备管理成果，必须给

出完整的管理理论体系，对企业产量和质量作效果分析，并给出创新管理信息系

统等。

学位论文须在校内外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研究应具备一定的技术

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成

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颁发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详见培养方案说明。

七、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张根宝．自动化制造系统（第三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黄长艺．机械工程测量与试验技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陈汗青．设计与法规．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设计管理协会（ＤＩＭ）．设计管理欧美经典案例．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模具实用技术丛书编委会．冲模设计实用实例．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王秀凤等．冷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殷国富．Ｓｏｌｉｄｗｏｒｋｓ２００４模设计实例精解．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刘飞．绿色制造的理论与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杨文玉．数字制造基础．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０］肖刚等．机械ＣＡＤ原理与实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１］余跃庆．现代机械动力学．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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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桂定一．机器精度分析与设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３］李诚人．数控化改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４］张学仁．数控电火花线切割加工技术．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５］张洪武．有限元分析与ＣＡＥ技术基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６］曾攀．有限元分析及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７］闻邦椿．振动机械的理论与动态设计方法．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８］ＣｏｔｔｒｅｌｌＪ．Ａｕｓｔｉｎ，Ｈｕｇｈ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Ｊ．Ｒ．，ＢａｚｉｌｅｖｓＹｕｒｉ．Ｉｓｏ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ｗａｒ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Ｄａｎｄ

ＦＥＡ［Ｍ］．Ｗｉｌｅｙ：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Ｌｔｄ，２００９．

［１９］Ｔ．Ｊ．Ｒ．Ｈｕｇｈｅｓ，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ＬｉｎｅａｒＳｔａｔｉｃ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ｏｖｅｒ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２０００．

［２０］ＭａｒｔｉｎＰｈｉｌｉｐＢｅｎｄｓｏｅ，ＯｌｅＳｉｇｍｕｎｄ．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３

［２１］Ｐ．Ｗ．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Ａ．Ｋｌａｒｂｒｉｎｇ，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

［２２］Ｌ．Ｐｉｅｇｌ，Ｗ．Ｔｉｌｌｅｒ，ＴｈｅＮＵＲＢＳＢｏｏ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７．

［２３］Ｋ．Ｋ．Ｃｈｏｉ，ＮａｍＨ．Ｋｉ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５

［２４］ＭａｒｋＳ．Ｇｏｃｋｅｎｂａｃ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ＡＭ，２００６

［２５］ＶｕｏｎｇＡＶ．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ｉｓｏ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２．

［２６］ＫａｒｌＪｏｈａｎＡｓｔｒｏｍ，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Ｍｕｒｒａｙ，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Ｐｒｉｎ

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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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ｍｅｓｈ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５，１９４（３９－

４１）：４１３５－４１９５．

［２８］ＣｏｔｔｒｅｌｌＪ．Ａ．，ＨｕｇｈｅｓＴ．Ｊ．Ｒ．，ＲｅａｌｉＡ．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ｉｎｉｓｏ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１９６（４１－４４）：４１６０－４１８３．

［２９］参考期刊：机械工程学报

［３０］参考期刊：工程机械

［３１］参考期刊：机械科学与技术

［３２］参考期刊：机械与电子

［３３］参考期刊：重型机械

［３４］参考期刊：机械强度

［３５］参考期刊：中国机械工程

［３６］参考期刊：中国工程机械学报

［３７］参考期刊：机械制造

［３８］参考期刊：建筑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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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Ｓ１７０１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３６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公共课部

００Ｓ１８０２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８ ３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公共课部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８８Ｓ１２０３ 矩阵论基础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ｉ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公共课部

８８Ｓ１２０４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公共课部

８８Ｓ１２０５ 实用数值分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公共课部

８８Ｓ１２０６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公共课部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９Ｓ０１０１ 专业英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机电院

５５Ｓ００２２ 工程随机过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公共课部

０９Ｓ０１０３ 流体力学
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机电院

０９Ｓ０１０４
现代制造技术及其自动化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ｕ
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机电院

０９Ｓ０１０５ 机械ＣＡＤ／ＣＡ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ＣＡＤ／ＣＡＭ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机电院

必修
２学分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９Ｓ０１１２ 工程领域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１６ １ 二 授课 考试 机电院

０９Ｓ０１０６ 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机电院

０９Ｓ０１０７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机电院

０９Ｓ０１０８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机电院

０９Ｓ０１０９
机械系统数字仿真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机电院

０９Ｓ０１１０ 疏浚技术
Ｄｒｅｄ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机电院

０９Ｓ０１１１
弹性力学与有限元方法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机电院

必修
１学分

选修
４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必修

５５Ｓ０７０７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物联网院

５５Ｓ１３０８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企管院

必修
２学分

公共
选修
课程

５５Ｓ１３０９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企管院

５５Ｓ１３１０ 管理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企管院

５５Ｓ０７１１ 计算机网络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物联网院

５５Ｓ０７１２ 电子商务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物联网院

选修
２学分

选修
２学分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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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 备注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跨领
域选
修课

０９Ｓ０１１４ 工效学
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机电院

５５Ｓ００１３ 技术经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４ 合同管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５ 组织行为学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相关领域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选修
４学分

必修环节
５５Ｓ００９８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

１学分 提交文献阅读报告与开题报告书

５５Ｓ００９９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１学分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必修
２学分

８



材料工程（领域代码０８５２０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简介

根据材料的成分和组织结构，该材料工程涵盖：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

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

根据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性质，该领域范围又可概括为：从事新材料的研究

和开发、材料的生产工艺和设备的开发和设计、材料分析与测试、材料成品的检测

与质量控制。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材料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

应用型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土木水利工程材料的专业基础理论及工程材料的设计、制备、检测和

失效分析技术，具有从事工程材料研究和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能够胜任高

等教学、材料科学研究与测试分析、技术开发和重大项目管理等工作。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写作

能力。

４．具有比较熟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

产的学习方式。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

的培养方式。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２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１０学分；必修环节

２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学位论文

材料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

９



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形式可以

多种多样（例：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管

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等形式）。学位论文须在校内校外导师的

指导下独立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

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成

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颁发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详见培养方案说明。

七、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王崇琳．相图理论及其应用［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姜传海，杨传铮．材料射线衍射和散射分析［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郝士明，蒋敏，李洪晓．材料热力学［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汪尔康．现代无机材料组成与结构表征［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董湘怀．材料成形理论基础［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６］石德珂．材料物理［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７］江见鲸．混凝土结构学［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８］过镇海．混凝土的强度和变形［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９］ＳｕｒｅｓｈＳ．Ｆａｔｉｇｕ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ｎｄ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８．

［１０］ＺａｋｉＡｈｍａｄ，ＤｉｇｂｙＤ．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ｒｒｉ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Ｌｔｄ，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３．

［１１］参考期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２］参考期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３］参考期刊：ＭＲ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４］参考期刊：Ａｃ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ａ

［１５］参考期刊：Ｓｃｒｉｐ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ａ

［１６］参考期刊：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７］参考期刊：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参考期刊：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参考期刊：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２１］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２］参考期刊：Ｐｏｌｙｍｅ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２３］参考期刊：无机材料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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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参考期刊：建筑结构学报

［２５］参考期刊：功能材料

［２６］参考期刊：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２７］参考期刊：材料科学与工艺

［２８］参考期刊：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２９］参考期刊：高分子学报

［３０］参考期刊：金属学报

［３１］参考期刊：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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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Ｓ１７０１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３６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马院

００Ｓ１８０２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８ ３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外国语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８８Ｓ１２０３ 矩阵论基础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ｉ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４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５ 实用数值分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６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０Ｓ０１０１ 专业英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力材院

１０Ｓ０００１ 弹塑性力学
Ｅ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１０Ｓ０１０３ 材料科学基础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ｕｃｅ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力材院

１０Ｓ０１０４ 高等材料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２ ２ 二 授课／研讨 考试 力材院

１０Ｓ０１０５ 材料测试技术
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力材院

１０Ｓ０１０６ 材料结构与性能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力材院

必修
２学分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０Ｓ０１０２ 工程领域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１６ １ 二 授课 考试 力材院

１０Ｓ０１０９ 土木工程材料
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力材院

１０Ｓ０１１０ 高分子材料
Ｐｏｌｙｍｅ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力材院

１０Ｓ０１１１ 金属材料
Ｍｅｔ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力材院

１０Ｓ０１１２ 复合材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力材院

必修
１学分

选修
４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必修
课程

５５Ｓ０７０７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１３０８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２学分

公共
选修
课程

５５Ｓ１３０９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１３１０ 管理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０７１１ 计算机网络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０７１２ 电子商务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选修
２学分

选修
２学分

跨领
域选
修课

５５Ｓ００１３ 技术经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４ 合同管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５ 组织行为学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２０ 工程建设法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２１ 城镇建设规划与管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ｏｗ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相关领域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选修
４学分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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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 备注

必修环节
５５Ｓ００９８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１学分 提交文献阅读报告与开题报告书

５５Ｓ００９９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１学分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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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领域代码０８５２０７）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简介

电气工程是研究电能的生产、传输、分配、使用和控制技术与设备的工程领

域，涵盖了电机与电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电力电子与电

力传动、电工理论与新技术等工程技术方向。

二、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培养电气工程领域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具有较

强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电气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

用型专门人才。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

作能力。

４．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最长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２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１０学分；必修环节

２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学位论文

电气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学生所在企事

业单位的电气工程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

应用价值。

学位论文可采用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项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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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调研报告等形式。学位论文须在校内校外导师的指

导下独立完成。论文研究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

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且成绩合格，完

成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后，可授

予工程硕士专业学位，颁发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详见培养方案说明。

七、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王锡凡．现代电力系统分析［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张伯明等．高等电力网络分析［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倪以信等．动态电力系统的理论与分析［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卢强等．电力系统非线性控制［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５］鞠平．电力系统建模理论与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６］余贻鑫，王成山．电力系统稳定性理论与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７］ＰｒａｂｈａＫｕｎｄｕｒ．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Ｉｎｃ１９９４．

［８］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ＳＳＮ：０８８５－８９５０）

［９］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ｏｗｅ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ＳＳＮ：０８８５－８９７７）

［１０］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ｍａｒｔＧｒｉｄ（ＩＳＳＮ：１９４９－３０５３）

［１１］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ＳＳＮ：１９４９－３０２９）

［１２］参考期刊：ＩＥ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ＳＳＮ：１７５１－８６８７）

［１３］参考期刊：ＩＥＴ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Ｐｏｗ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Ｎ：１７５２－１４１６）

［１４］参考期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ＩＳＳＮ：０２５８－８０１３）

［１５］参考期刊：电工技术学报（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６７５３）

［１６］参考期刊：电力系统自动化（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０２６）

［１７］参考期刊：电力自动化设备（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６０４７）

［１８］参考期刊：电网技术（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３６７３）

［１９］参考期刊：高电压技术（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６５２０）

［２０］参考期刊：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８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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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Ｓ１７０１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３６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马院

００Ｓ１８０２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８ ３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外国语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８８Ｓ１２０３ 矩阵论基础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ｉ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４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５ 实用数值分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６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６Ｓ０１０４ 专业英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能电院

０６Ｓ０２０１
优化理论与最优控制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能电院

０６Ｓ０２０２ 线性系统理论
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能电院

０６Ｓ０１０１ 系统理论及其应用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能电院

必修
２学分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６Ｓ０１０５ 工程领域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１６ １ 二 授课 考试 能电院

０６Ｓ０１０２ 电力系统分析与规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Ｐｌａ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能电院

０６Ｓ０２０３
计算机控制理论及应用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
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能电院

０６Ｓ０１０３
电力市场及其运营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Ｉｔｓ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能电院

必修
１学分

选修
４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必修
课程

５５Ｓ０７０７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１３０８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２学分

公共
选修
课程

５５Ｓ１３０９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１３１０ 管理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０７１１ 计算机网络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０７１２ 电子商务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选修
２学分

选修
２学分

跨领
域选
修课

５５Ｓ００１３ 技术经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４ 合同管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５ 组织行为学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相关领域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
程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选修
４学分

必修环节
５５Ｓ００９８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

１学分 提交文献阅读报告与开题报告书

５５Ｓ００９９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１学分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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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与通信工程 （领域代码０８５２０８）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简介

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涉及了信息与通信系统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学

科，通信与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物理电子

与光电子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等六个二级学科。研究内容包括信息传输、

信息交换、信息处理、信号检测、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电子元器件、微波与天线、

仪器仪表技术、计算机工程与应用等。电子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出现了超大规

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促成了现代通信的实现。

本领域在遥测遥控系统、智能信息处理与系统水信息获取与处理、水利测量

与自动化装置、数字化仿真、计算机监控系统、信息系统分析与集成等方面具有特

色。

二、培养目标

培养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具有较强的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本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在本

领域的某一方向上具备独立进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与决策等方面的

能力。能够胜任项目规划、设计、经营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了解和掌握本领域的

创新技术和发展动态。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

作能力。

４．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最长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２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１０学分；必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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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学位论文

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

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

要通过文献阅读、选题开题、中期进展等过程。

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采用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

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调研报告等形式。学位论文须

在校内校外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研究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

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成

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颁发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详见培养方案说明。

七、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徐伯勋，白旭滨，傅孝毅．信号处理中的数学变换和估计方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田思庆，梁春英，程佳生．自动控制理论，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方宙奇，孟敏．电磁场数值方法，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４］刘蕴才，无线电遥测遥控，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王秉中．计算电磁学．：北京：科学出版社（高教分社），２００５

［６］陈明．信息与通信工程中的随机过程（第四版）．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７］方开泰．实用多元统计分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８］张贤达，保铮．通信信号处理．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９］刘树棠，信号与系统．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０］张贤达．现代信号处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１］马拉特．信号处理的小波导引：稀疏方法．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２］Ａ．Ｖ．奥本海姆．离散时间信号处理．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３］Ｔ．Ｓ．Ｒａｐｐａｐｏｒｔ．无线通信原理与应用（第二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４］ＪｏｈｎＧ．Ｐｒｏａｋｉｓ．数字通信（第四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５］ＳｔｅｖｅｎＭ．Ｋａｙ．统计信号处理基础：估计与检测理论．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６］ＴｈｏｍａｓＭ．Ｃｏｖｅｒ，ＪｏｙＡ．Ｔｈｏｍａｓ．信息论基础（原书第２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７］ＳｅｒｇｉｏｓＴｈｅｏｄｏｒｉｄｉｓ，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ｏｎｓＫｏｕｔｒｏｕｍｂａｓ．模式识别（第４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８］ＭｉｌａｎＳｏｎｋａ等．图像处理、分析与机器视觉（第３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９］Ｅ．Ｒ．Ｄａｖｉｅｓ．计算机与机器视觉：理论、算法与实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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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ＦｉｔｔｓＪ．Ｍ．Ａｉｄｉｎｇ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ｈｉｇｈ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ｐｏｉｎ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Ｅ

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７３，９（３）：３５０－３６８．

［２１］ＰａｒｋＳ．Ｔ．ａｎｄＬｅｅＪ．Ｇ．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ｒａｄａｒ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１，３７（２）：７２７－７３９．

［２２］ＭｕｎｉｒＡ．ａｎｄＡｔｈｅｒｔｏｎＤ．Ｐ．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ｏｄｅ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ｍａｎｏｅｕｖｒｉｎｇｔａｒｇｅｔ．

ＩＥ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

Ｒａｄａｒ，Ｓｏｎａｒ，ａｎ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５，１４２（１）：１１－１７．

［２３］ＫｉｒｕｂａｒａｊａｎＴ．，Ｂａｒ－ＳｈａｌｏｍＹ．，ＰａｔｔｉｐａｔｉＫ．Ｒ．Ｇｒｏｕｎｄｔａｒｇｅｔ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ａｓｅ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ＩＭＭ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０，３６（１）：２６－４６．

［２４］Ｔ．Ｋ．Ｍｏｏｎ．Ｅｒｒｏ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ｄｉｎｇ—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Ｌｔｄ，２００５．

［２５］Ｂ．ＶｕｃｅｔｉｃａｎｄＪｉｎ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Ｃｏｄｉｎｇ．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Ｌｔｄ，２００３．

［２６］Ａ．Ｍ．Ｋｏｎｄｏｚ，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ｐｅｅｃｈ—ｃｏｄｉｎｇｆｏｒｌｏｗｂｉｔｒａｔ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ｌｅｙ，２００４．

［２７］Ｒａｂｉｎｅｒ，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Ｒ．，Ｊｕａｎｇ，Ｂｉｉｎｇ－Ｈｗａｎｇ，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３．

［２８］Ｂｉｓｈｏｐ，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Ｍ．，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Ｉｎｃ．，２００６．

［２９］Ｋｅｎｎｅｔｈ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Ｐｅａｒｓ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ＵＳ），１９９５．

［３０］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ｚｉｔｒｏｍ，ＤａｎｉｅｌＪ．，Ａｒｍｉｔａｇｅ，Ｓｕｓａｎ，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ＲａｆａｅｌＣ．，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Ｗｏｏｄｓ，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２００７．

［３１］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ｉｅｓＤａｖｉｅ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Ｖ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３２］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３］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３４］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３５］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３７］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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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Ｓ１７０１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３６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马院

００Ｓ１８０２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８ ３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外国语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８８Ｓ１２０３ 矩阵论基础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ｉ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４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５ 实用数值分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６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７Ｓ１１０１ 专业英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０２ 现代数据管理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１６ 通信网络分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０３ 高级软件工程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０６
人工智能与知识工程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１７
多媒体通信技术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必修
２学分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７Ｓ１１１５ 工程领域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１６ １ 二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１１ 传感器原理
Ｓｅｎｓｏｒ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１３
遥测遥控系统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２０
无线传感网络原理
Ｒｅｍｏｔｉｎｇ－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ｍ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物联网

０７Ｓ１１２１ 数字信号处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物联网

必修
１学分

选修
４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必修
课程

５５Ｓ０７０７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１３０８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２学分

公共
选修
课程

５５Ｓ１３０９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１３１０ 管理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２学分

跨领
域选
修课

５５Ｓ０７１１ 计算机网络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０７１２ 电子商务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００１３ 技术经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４ 合同管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５ 组织行为学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相关领域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选修
２学分

选修
４学分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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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 备注

必修环节
５５Ｓ００９８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１学分 提交文献阅读报告与开题报告书

５５Ｓ００９９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１学分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１２



控制工程（领域代码０８５２１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简介

控制工程是应用控制理论及技术满足和实现现代工业、农业、国防、交通、环

境以及其他社会经济等领域日益增长的自动化、智能化需求的重要的工程领域。

在工程和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控制工程是以控制论、信

息论、系统论为基础以工程应用为主要目的的工程领域。其应用已遍及工业、农

业、交通、环境、军事、生物、医学、经济、金融和社会各个领域。与机械工程、计算

机技术、仪器仪表工程、电气工程、电子与信息工程等领域密切相关。

二、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培养控制工程领域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具有较

强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控制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

用型专门人才。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

作能力。

４．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最长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２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１０学分；必修环节

２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学位论文

控制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学生所在

２２



企事业单位的应用课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

价值。学位论文要通过文献阅读、选题开题、中期进展等过程。

学位论文可采用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管理、项目管

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调研报告等形式。学位论文须在校内校外导师的指

导下独立完成。论文研究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

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成

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颁发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详见培养方案说明。

七、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仝茂达．线性系统理论和设计［Ｍ］．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孙文瑜等．最优化方法［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Ｋｈａｌｉｌ，Ｈ．Ｋ．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２００２．

［４］Ｖｉｄｙａｓａｇａｒ，Ｍ．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１９９８．

［５］杨水清等．Ａｒｍ嵌入式ｌｉｎｕｘ系统开发技术详解［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６］舒迪前．自适应控制［Ｍ］．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７］吴士昌．自适应控制（第二版）［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卢志刚．非线性自适应逆控制及其应用［Ｍ］．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Ｇｏｏｄｗｉｎ，Ｇ．Ｃ．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８４．

［１０］冯纯伯，张侃健．非线性系统的鲁棒控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１］褚健等．鲁棒控制理论及应用［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２］陈国呈．新型电力电子变换技术［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３］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ＳＳＮ：００１８－９２８６）

［１４］参考期刊：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ＩＳＳＮ：０００５－１０９８）

［１５］参考期刊：ＳＩＡ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Ｎ：０３６３－０１２９）

［１６］参考期刊：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ＳＳＮ：０１６７－６９１１）

［１７］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ＳＳＮ：００２０－７１７９）

［１８］参考期刊：ＩＥＴ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ＳＮ：１７５１－８６４４）

［１９］参考期刊：自动化学报（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４１５６）

［２０］参考期刊：控制理论与应用（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８１５２）

［２１］参考期刊：控制与决策（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０９２０）

［２２］参考期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ＩＳＳＮ：０２５８－８０１３）

［２３］参考期刊：电工技术学报（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６７５３）

［２４］参考期刊：电子学报（ＩＳＳＮ：０３７２－２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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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Ｓ１７０１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３６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马院

００Ｓ１８０２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８ ３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外国语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８８Ｓ１２０３ 矩阵论基础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ｉ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４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５ 实用数值分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６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６Ｓ０１０４ 专业英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能电院

０６Ｓ０２０２ 线性系统理论
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能电院

０６Ｓ０２０４ 非线性系统控制理论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能电院

０６Ｓ０２０１
优化理论与最优控制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二 授课／研讨 考试 能电院

必修
２学分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６Ｓ０１０５ 工程领域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１６ １ 二 授课 考试 能电院

０６Ｓ０２０３
计算机控制理论及应用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
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能电院

０６Ｓ０２０５ 智能控制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二 授课／研讨 考试 能电院

０６Ｓ０２０６ 自适应控制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能电院

０６Ｓ０２０７ 鲁棒控制
Ｒｏｂｕｓ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二 授课／研讨 考试 能电院

必修
１学分

选修
４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必修
课程

５５Ｓ０７０７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１３０８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２学分

公共
选修
课程

５５Ｓ１３０９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１３１０ 管理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０７１１ 计算机网络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０７１２ 电子商务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选修
２学分

选修
２学分

跨领
域选
修课

５５Ｓ００１３ 技术经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４ 合同管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５ 组织行为学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相关领域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
程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选修
４学分

必修环节
５５Ｓ００９８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１学分 提交文献阅读报告与开题报告书

５５Ｓ００９９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１学分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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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领域代码０８５２１１）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一、领域简介

计算机技术领域重点研究如何扩展计算机系统的功能，发挥计算机系统在各

学科、各类工程领域和工作中的作用。计算机技术是信息社会中的核心技术，也

是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关键支撑技术之一。

作为一门新兴的技术，计算机技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

应用已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不仅正在改变着人

类生产和生活的方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许多学科的新发展，并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和改变着各国综合国力的对比。计算机技术领域包括计算机软件和硬

件系统的设计、开发以及以其他领域紧密相关的应用系统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涉

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理论、技术和方法等。

二、培养目标

培养计算机技术工程领域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具有较强的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计算机技术领域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

在本领域的某一方向上具备独立进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与决策等方

面的能力。能够胜任项目规划、设计、经营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了解和掌握本领

域的创新技术和发展动态。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

作能力。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最长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２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１０学分；必修环节
５２



２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学位论文

计算机技术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

题、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要通

过文献阅读、选题开题、中期进展等过程。

结合企业的实际课题开展研究工作，根据研究结果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形式

可以多种多样，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实施、项目管理、工程

应用研究、产品研发等形式。学位论文须在校内校外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论

文研究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

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成

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颁发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详见培养方案说明。

七、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美）ＴｈｏｍａｓＨ．Ｃｏｒｍｅｎ著．殷建平等译．算法导论（原书第 ３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ＳＢ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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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２６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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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３５８１８．

［４］伽玛等著，李英军等译．设计模式可复用面向对象软件的基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０７５７５２．

［５］（荷）塔嫩鲍姆著，陈向群等译．现代操作系统（原书第 ３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２５５４４４．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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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２８７８０．

［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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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７５２９６．

［８］（美）拉塞尔，诺维格著．人工智能：一种现代的方法（第 ３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２２５２９５５．

［９］参考期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文版）ｈｔｔｐ：／／ｊｃｓｔ．ｉｃｔ．ａｃ．ｃｎ：８０８０／ｊｃｓｔ／ＥＮ／ｖｏｌｕｍｎ／ｈｏｍｅ．ｓｈｔｍｌ

［１０］参考期刊：《计算机学报》ｈｔｔｐ：／／ｃｊｃ．ｉｃｔ．ａｃ．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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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参考期刊：《软件学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ｏｓ．ｏｒｇ．ｃｎ／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１２］参考期刊：《电子学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ｒｇ．ｃｎ／Ｊｗｅｂ＿ｄｚｘｂ／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

［１３］参考期刊：微软研发中心 ｈｔｔ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ｃｏｍ／ｅｎ－ｕｓ／ｌａｂｓ／

［１４］参考期刊：ＨＰ实验室研究报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ｐｌ．ｈｐ．ｃｏｍ／ｔｅ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５］参考期刊：谷歌研发中心 ｈｔｔ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

［１６］参考期刊：ＩＢＭ研发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ｂｍ．ｃｏｍ／

［１７］参考期刊：思科研发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ｓｃｏ．ｃｏｍ／ｗｅｂ／ａｂｏｕｔ／ａｃ５０／ａｃ２０７／ｃｒｃ＿ｎｅｗ／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１８］参考期刊：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ＣＭ，ｈｔｔｐ：／／ｔｏｃｓ．ａｃｍ．ｏｒｇ／

［１９］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ＥＥ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ｏｒｇ／ｐｏｒｔａｌ／ｗｅｂ／ｔｃ

［２０］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ＩＥＥＥ，ＡＣ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ｓｏｃ．ｏｒｇ／ｎｅｔ／

［２１］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ＥＥ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ｏｒｇ／ｐｏｒｔａｌ／ｗｅｂ／ｔｓｅ／ｈｏｍｅ

［２２］参考期刊：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Ｃ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ｃｍ．ｏｒｇ／ｔｏｄｓ／

［２３］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ＥＥ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４］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ＥＥ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ｏｒｇ／ｐｏｒｔａｌ／

ｗｅｂ／ｔｐａｍｉ／ｈｏ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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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Ｓ１７０１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３２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马院

００Ｓ１８０２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８ ３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外国语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８８Ｓ１２０３ 矩阵论基础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ｉ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４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５ 实用数值分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６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７Ｓ１１０１ 专业英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０６
人工智能与知识工程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研讨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１１ 传感器原理
Ｓｅｎｓｏｒ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０２ 现代数据管理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研讨 考试 计信院

必修
２学分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７Ｓ１１１５ 工程领域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１６ １ 二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０３ 高级软件工程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研讨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０７ 软件项目管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研讨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１２
信息获取与信息处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研讨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０７１１ 计算机网络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１９ 算法设计与分析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物联网

必修
１学分

选修
４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必修
课程

５５Ｓ０７０７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１３０８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２学分

公共
选修
课程

５５Ｓ１３０９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１３１０ 管理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２学分

跨领
域选
修课

０７Ｓ１１１３
遥测遥控系统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０７１２ 电子商务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１８ 计算机图形学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物联网

５５Ｓ００１３ 技术经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４ 合同管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５ 组织行为学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相关领域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选修
２学分

选修
４学分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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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 备注

必修环节
５５Ｓ００９８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

１学分 提交文献阅读报告与开题报告书

５５Ｓ００９９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１学分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９２



软件工程（领域代码０８５２１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简介

软件产业作为信息产业的核心是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基础，已经涉足工业、农

业、商业、金融、科教文卫、国防和百姓生活等各个领域。采用先进的工程化方法

进行软件开发和生产是实现软件产业化的关键技术手段。因此，为积极促进我国

软件产业发展，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加速我国信息化建设，国家急需培养大批软件

工程领域的实用型、复合型软件工程技术人才和软件工程管理人才。

软件工程领域包括软件工程、系统工程、领域工程、数字化技术、嵌入式软件

及应用、网络工程技术、信息安全技术，以及软件项目管理、系统分析与软件设计、

软件测试、软件质量保证、系统管理与支持等方向，涉及软件工程学科的理论、技

术和方法。

二、培养目标

培养软件工程领域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具有较强的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的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软件工程领域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

在本领域的某一方向上具备独立进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与决策等方

面的能力。能够胜任项目规划、设计、经营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了解和掌握本领

域的创新技术和发展动态。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

作能力。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最长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２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１０学分；必修环节
０３



２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学位论文

软件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

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要通过文

献阅读、选题开题、中期进展等过程。

结合企业的实际课题开展研究工作，根据研究结果撰写论文。学位论文形式

可以多种多样，可采用调研报告、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实施、项目管理、工程

应用研究、产品研发等形式。学位论文须在校内校外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论

文研究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

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成

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颁发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详见培养方案说明。

七、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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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３５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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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７８７１１１１８５２６０．

［３］伽玛等著，李英军等译．设计模式可复用面向对象软件的基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０７５７５２．

［４］（美）ＭａｒｔｉｎＦｏｗｌｅｒ著．重构：改善既有代码的设计．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５２２１７０４．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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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５３３２１５８．

［６］（英）休斯，（英）考特莱尔著，廖彬山，周卫华译．软件项目管理（原书第５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

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０９６４２．

［７］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Ｃ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ｃｍ．ｏｒｇ／ｐｕｂｓ／ｔｏｓｅｍ／

［８］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ＥＥ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ｏｒｇ／ｐｏｒｔａｌ／ｗｅｂ／ｔｓｅ／ｈｏｍｅ

［９］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ＥＥ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ｏｒｇ／ｐｏｒｔａｌ／ｗｅｂ／ｔｓｃ

［１０］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０９５０５８４９

［１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ｉｌｅｙ，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０．１００２／（ＩＳＳＮ）

２０４７－７４８１

［１２］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ｗ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７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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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ｓｙｍ．ｏｒｇ／

［１４］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ｉｌｅ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ｃｇｉ－ｂｉｎ／ｊｈｏｍｅ／１７５２

［１５］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ｌｅｙ，ｈｔｔｐ：／／ａｓ．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ＷｉｌｅｙＣＤＡ／ＷｉｌｅｙＴｉｔ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ｄ－

ＳＴＶＲ．ｈｔｍｌ

［１６］参考期刊：《计算机学报》ｈｔｔｐ：／／ｃｊｃ．ｉｃｔ．ａｃ．ｃｎ／

［１７］参考期刊：《软件学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ｏｓ．ｏｒｇ．ｃｎ／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１８］参考期刊：《电子学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ｒｇ．ｃｎ／Ｊｗｅｂ＿ｄｚｘｂ／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

［１９］参考期刊：微软研发中心 ｈｔｔ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ｃｏｍ／ｅｎ－ｕｓ／ｌａｂｓ／

［２０］参考期刊：ＨＰ实验室研究报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ｐｌ．ｈｐ．ｃｏｍ／ｔｅ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１］参考期刊：谷歌研发中心 ｈｔｔ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

［２２］参考期刊：ＩＢＭ研发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ｂｍ．ｃｏｍ／

２３



软件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Ｓ１７０１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３６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马院

００Ｓ１８０２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８ ３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外国语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８８Ｓ１２０３ 矩阵论基础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ｉ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４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５ 实用数值分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６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７Ｓ１１０１ 专业英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０６
人工智能与知识工程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研讨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１１ 传感器原理
Ｓｅｎｓｏｒ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０７１１ 计算机网络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必修
２学分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７Ｓ１１１５ 工程领域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１６ １ 二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０３ 高级软件工程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研讨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０２ 现代数据管理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研讨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０７ 软件项目管理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研讨 考试 计信院

必修
１学分

选修
４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必修
课程

５５Ｓ０７０７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１３０８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２学分

公共
选修
课程

５５Ｓ１３０９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１３１０ 管理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２学分

跨领
域选
修课

０７Ｓ１１１３
遥测遥控系统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１１Ｓ０７１２ 电子商务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Ｓ１１１２
信息获取与信息处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研讨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００１３ 技术经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４ 合同管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５ 组织行为学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相关领域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选修
２学分

选修
４学分

必修环节
５５Ｓ００９８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１学分 提交文献阅读报告与开题报告书

５５Ｓ００９９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１学分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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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代码０８５２１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简介

建筑与土木工程是研究人类社会和生活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设

计、建造和维护的工程领域。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不仅涉及区域与城市规划、工

业与民用建筑物的设计，而且还涉及各类工程设施与环境的勘测、设计、施工和维

护，是国家最早批准开展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领域之一，涵盖土木工程一级学

科的所有专业，具有学科交叉、课程覆盖面广、基础全面与工程特色突出的特点，

该领域主要培养从事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的高层次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

研究方向包括岩土工程、结构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防灾减灾工程与防护工

程、市政工程、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建筑结构与经济、工程管理与项目

管理等，涉及水利水电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地质勘测工程、材料工程等相关领域

的设计、规划、勘测、施工、维护与管理等工程应用及技术问题。

二、培养目标

培养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及具有较强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岩土工程、结构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防灾减灾工程与防护工程、市

政工程、建筑结构经济与工程管理等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

手段，在本领域的勘测、设计、施工、维护与管理等某一方向上具有独立进行分析

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与决策等方面的能力。能够胜任工程（项目）的规划、勘

测、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了解和掌握本领域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

势。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

作能力。

４．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最长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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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２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１０学分，必修环节

２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学位论文

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应具有一定的创

新性和生产实用价值。论文选题应紧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直接来源于具有生产

背景和应用价值的工程项目或研究课题等。围绕领域涵盖的研究方向，结合所在

单位从事的实际工作开展研究并撰写论文。

论文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工程技术项目或某工程项目的子项目，必须有设计方

案的比较、评估、设计计算书、完整的图纸等；可以是技术攻关、技术改造的建设项

目，必须有对原技术的评价、改造和革新方案的论述以及经济效果分析等；可以是

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方法的研制与开发，必须有研制与开发所要求的全部

技术资料及数据分析，尤其是试验资料等；可以是经营、施工、管理取得的成果、典

型案例或调研报告等形式，必须提供相应的管理经营理论体系、法理依据、施工程

序、控制手段、安全措施等实证资料及效果分析等等。学位论文要通过文献阅读、

选题、开题、中期进展检查、预答辩和答辩等过程。

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应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深度和先进

性，并能在某方面提出独立见解或建议，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论文能

够体现作者具有综合运用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方法解决工程实际问

题、进行技术攻关和创新的能力。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应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

成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后，授予工

程硕士专业学位，颁发专业学位硕士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详见培养方案说明。

七、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殷宗泽等．土工原理．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钱家欢．土工原理与计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陈骥．钢结构稳定理论与设计．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夏志斌，潘有昌．结构稳定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

［５］李杰，李国强．地震工程学导论．北京：地震出版社，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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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丰定国．工程结构抗震．北京：地震出版社，２００２．

［７］土工试验方法标准（ＧＢ／Ｔ５０１２３－１９９９）．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１９９９．

［８］王保田．土工测试技术．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地基处理手册编写委员会．地基处理手册．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０］周氐．现代钢筋混凝土基本理论．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１］江见鲸等．混凝土结构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２］方鄂华．高层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概念设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３］李相然等．城市地下工程实用技术（参考书）．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４］陶龙光，巴肇伦．城市地下工程．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５］夏才初．地下工程测试理论与检测技术．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６］蔡美峰．岩石力学与工程．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７］关宝树．隧道工程施工要点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８］王梦恕．中国隧道及地下工程修建技术．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９］卢廷浩，刘军等．岩土工程数值方法与应用．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０］参考期刊：岩土工程学报．江苏：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２１］参考期刊：土木工程学报．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２２］参考期刊：建筑结构学报．北京：中国建筑学会．

［２３］参考期刊：混凝土．沈阳：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与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

［２４］参考期刊：世界地震工程．哈尔滨：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与中国力学学会．

［２５］参考期刊：城市规划．北京：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２６］参考期刊：岩土力学．武汉：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２７］参考期刊：水利与建筑工程学报．陕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２８］参考期刊：大连交通大学学报．辽宁：大连交通大学．

［２９］参考期刊：桥梁建设．湖北：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主办．

［３０］参考期刊：防灾减灾工程学报．江苏：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江苏省地震局．

［３１］参考期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湖北：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所，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武汉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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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Ｓ１７０１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３６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马院

００Ｓ１８０２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８ ３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外国语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８８Ｓ１２０３ 矩阵论基础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ｉ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４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５ 实用数值分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６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４Ｓ０００１ 专业英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５５Ｓ００２２ 工程随机过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２３ 流体力学
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０４Ｓ０００２ 弹塑性力学
Ｅ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０４Ｓ０００３ 高等土力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００４ 基础工程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００５
高等钢筋混凝土理论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必修
２学分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４Ｓ０１０１ 工程领域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１６ １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１０２
结构设计与抗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Ｄｅｓｉｇｎ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１０３ 道路桥梁工程
ＲｏａｄａｎｄＢｒｉｄ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１０４ 工程测试技术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ｓｔ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１０５
工程建造与施工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１０６
城市防灾减灾
Ｕｒｂａｎ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
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１０７
地基处理新技术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１０８ 建筑景观理论与设计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１０９ 城市地下工程
Ｕｒｂａｎ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必修
１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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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 备注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必修
课程

５５Ｓ０７０７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１３０８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２学分

公共
选修
课程

５５Ｓ１３０９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１３１０ 管理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０７１１ 计算机网络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０７１２ 电子商务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选修
２学分

选修
２学分

跨领
域选
修课

０４Ｓ０２０５
路面结构设计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２０６
路基设计原理与方法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ｕｂ
ｇｒａｄｅ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２０８ 港口工程
Ｐｏｒ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５５Ｓ００１３ 技术经济学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４ 合同管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５ 组织行为学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２０
工程建设法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２１
城镇建设规划与管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ｏｗｎ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相关领域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
程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选修
４学分

必修环节
５５Ｓ００９８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

１学分 提交文献阅读报告与开题报告书

５５Ｓ００９９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１学分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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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领域代码０８５２１４）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简介

水利工程领域口径宽、覆盖面广。本领域涵盖了水文学及水资源、水力学及

河流动力学、水工结构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工程、海岸及近海工程、水灾

害及水安全、生态水利、农业水利、城市水务、水信息技术、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项

目管理、水利经济与管理、水利水电工程移民、海岸带资源及管理等学科，主要服

务于水利、土木、交通、能源、环境、农业、海洋等工程建设，与土木工程、地质工程、

测绘科学与技术、大气科学、材料科学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电气工

程、控制科学工程、交通工程、机械工程、力学、数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

科密切相关。

二、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水利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

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

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以及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水利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先进技术方法和管理手段；在本

领域的某一研究方向具有独立进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规划与设计、管理与

决策等方面的能力，能够胜任工程建设规划、勘测设计、施工运行及工程管理等方

面的工作；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写作能

力；

４．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最长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２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１０学分；必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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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学位论文

水利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

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要通过文

献阅读、选题开题、中期进展等过程。

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采用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

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调研报告等形式。学位论文须

在校内校外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研究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

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成

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

专业学位，颁发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详见培养方案说明。

七、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和学术期刊：

［１］沈长松等．水工建筑物［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沈振中等．水利工程概论［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索丽生等．水工设计手册［Ｍ］．北京：水利水电出版，２０１３．

［４］刘宗耀．土工合成材料工程应用手册［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龚晓南．地基处理手册（第３版）［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６］梅祖彦．抽水蓄能发电技术［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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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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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顾圣平，田富强，徐得潜．水资源规划及利用［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０］谈广鸣，李奔．河流管理学［Ｍ］．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１］邵学军，王兴奎．河流动力学概论［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２］沈祖诒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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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崔广柏．滨江地区水资源保护理论与实践［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４］赵人俊．流域水文模型———新安江模型与陕北模型［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５］董增川．水资源规划与管理［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６］薛禹群，谢春红．地下水数值模拟［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７］Ｊａｅｇｅｒ．Ｃ著，王树人等译．水力不稳定流［Ｍ］．大连：大连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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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钱宁，万兆惠．泥沙运动力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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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严恺．海岸工程［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１］刘家驹．海岸泥沙运动研究及应用［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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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薛鸿超．海岸及近海工程［Ｍ］．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４］邹志利．波浪理论及其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５］罗肇森．河口治理与大风骤淤［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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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王炳煌．高桩码头工程［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２０１０．

［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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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吴澎．深水航道设计［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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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施国庆等．移民权益保护与政府责任［Ｍ］．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２］户作亮等．水库移民安置与管理［Ｍ］．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３］迈克尔．Ｍ．塞尼．移民与发展［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３４］迈克尔．Ｍ．塞尼．移民·重建·发展［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５］顾茂华等．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处理［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６］施国庆等．水库移民系统规划理论与应用［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３７］施国庆，陈绍军等．中国移民政策与实践［Ｍ］．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３８］方泉尧等．工程移民整合通论［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９］张宝欣．开发性移民理论与实践［Ｍ］．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０］孙中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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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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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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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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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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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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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傅秀堂等．水库淹没处理设计［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４７］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国投资项目社会评价指南［Ｍ］．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８］程莉莉．项目管理仿真与软件应用［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４９］ＯｇａｔａＫ，卢伯英，佟明安．现代控制工程［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５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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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国投资项目社会评价指南［Ｍ］．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２］ＭａｙｓＬＷ．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７．

［５３］ＷｙｌｉｅＥＢ，ＳｔｒｅｅｔｅｒＶＬ，ＳｕｏＬ．Ｆｌｕｉｄ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ｓ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Ｃｌｉｆｆｓ，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３．

［５４］ＳｉｎｇｈＶＰ．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Ｍ］．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５．

［５５］ＲｏｂｅｒｔＴ．Ｈｕｄｓｐｅｔｈ，Ｗａｖｅｓａｎ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ｃｅｓｏ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Ｍ］．Ｗｏｒ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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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Ｍ．Ｇ．Ｔ．Ｐ．Ｂｕｒｔ．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Ｍ］．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Ｗｉｌｅｙ，１９８５．

［５７］Ｋｉｒｋｂｙ．Ｍ．Ｊ．Ｈｉｌｌｓｌｏｐｅ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Ｍ］．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１９７８．

［５８］ＢｅｖｅｎＫＪ．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ｒｕｎｏｆｆ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ｉｍｅｒ［Ｍ］．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Ｗｉｌｅｙ，２００１．

［５９］ＣｅｃｈＴＶ．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Ｍ］．Ｗｉｌｅｙ．ｃｏｍ，

２００９．

［６０］ＨｅｎｌｅｙＥＪ，ＫｕｍａｍｏｔｏＨ．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Ｃｌｉｆｆｓ（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１９８１．

［６１］期刊：水利学报

［６２］期刊：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６３］期刊：水利水电技术

［６４］期刊：水利水运工程学报

［６５］期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６６］期刊：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６７］期刊：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６８］期刊：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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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Ｓ１７０１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３６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马院

００Ｓ１８０２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８ ３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外国语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８８Ｓ１２０３ 矩阵论基础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ｉ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４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５ 实用数值分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６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５５Ｓ９９０１ 专业英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９９０２
产汇流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ｕｎｏｆ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９９０３
水资源系统分析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２３ 流体力学
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９９０５ 弹塑性力学
Ｅ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９９０６ 高等水工结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６６Ｓ９９０７ 现代工程设计方法
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ｏｄｅ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９９０８ 河流海岸动力学
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１５Ｓ０１０１ 工程移民学
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公管院

１５Ｓ０１０２ 移民政策与实践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公管院

必修
２学分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５５Ｓ９９０９ 工程领域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１６ １ 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９９１０ 现代水文预报
Ｍｏｄｅｒ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９９１１
水环境数学模型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９９１２ 城市水文
Ｕｒｂａ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９９１３ 水环境规划
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９９１４
地下水数值模拟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
ｔｅｒＦｌｏｗ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９９１５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管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９９１６
水资源规划与管理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必修
１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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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专业
课程

５５Ｓ９９１７ 风险分析
Ｒｉｓ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９９１８ 港口工程
Ｐｏｒ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９９１９ 航道工程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９９２０ 水运工程经济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９９２１ 海岸灾害与防护
Ｃｏａｓｔ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ｓ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１５Ｓ０１０３ 水利经济与管理
Ｗａｔ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公管院

１５Ｓ０１０４
移民安置规划与实施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公管院

选修
４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必修
课程

５５Ｓ０７０７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１３０８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２学分

公共
选修
课程

５５Ｓ１３０９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１３１０ 管理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０７１１ 计算机网络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０７１２ 电子商务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选修
２学分

选修
２学分

跨领
域选
修课

５５Ｓ００１３ 技术经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４ 合同管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５ 组织行为学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２０
工程建设法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２２ 工程随机过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１５Ｓ０１０５ 工程社会学
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公管院

相关领域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
程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选修
４学分

必修环节
５５Ｓ００９８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

１学分 提交文献阅读报告与开题报告书

５５Ｓ００９９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１学分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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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工程（领域代码０８５２１５）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测绘工程属于测绘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学科涉及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摄影测量与遥感、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等领域。以精密工程测量理论及技

术、变形监测与安全监控、卫星定位技术及组合导航、现代摄影测量理论与技术、

“３Ｓ”技术及其应用、地理信息科学与系统工程等为研究方向，为水利、土木、交通、

海洋、环境、矿业和三维工业等工程领域培养高级测绘类人才。

测绘工程是研究地球和其它实体与空间分布有关的信息的采集、量测、分析、

显示、管理和利用的工程领域。研究内容包括确定地球的形状和重力场及空间定

位，利用各种测量仪器、传感器获取与空间分布有关的信息，制成各种地形图、专

题图和建立地理、土地等各种空间信息系统，为研究地球自然和社会现象、解决人

口、资源、环境和灾害等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及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

设提供技术支撑和数据保障。测绘工程广泛应用在导航与定位、地理国情监测、

遥感科学与技术、海洋开发与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区域疆界划定以及各种专业建

设工程、国防建设等各个领域。

二、培养目标

培养面向生产一线工程建设，掌握测绘工程领域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

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独立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

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

２．掌握测绘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

在本领域的某一方向上具备独立进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与决策等方

面的能力，能够胜任工程规划、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经营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

作能力。

４．具有熟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５４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最长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２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１０学分；学术活动

文献阅读等必修环节２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学位论文

测绘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规划、

勘测设计、施工管理与运行监控等阶段的应用课题或工程实际问题，必须要有明

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要通过文献阅读、选题开题、中期进展论文

撰写和答辩等环节。

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采用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

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调研报告等形式，学位论文须

在校内校外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完成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

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成

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颁发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详见培养方案说明。

七、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宁津生等．现代大地测量理论与技术．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华锡生，田林亚．安全监测原理与方法．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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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张友静，许捍卫．地理信息科学导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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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何秀凤．变形监测新方法及其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７］ＲａｆａｅｌＣ．Ｇｏｎｚａｌｅｚ．数字图像处理．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岳建平、周林亚．变形监测技术与应用．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９］黄张裕、魏浩瀚．海洋测绘（修订版）．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０］黄腾、梅红．特大桥钢索塔建造精密测控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１］兰孝奇、黄张裕．ＧＰＳ观测数据处理与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２］岳车杰、郑德华．现代大型斜拉桥塔梁施测控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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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朱述龙，等．遥感图像处理与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４］赵英时．遥感应用分析原理与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５］王超，等．星载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６］张新长．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７］陈鹰．遥感影像的数字摄影测量．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８］李志林，等．数字高程模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９］参考期刊：测绘学报、遥感学报、地理学报、土木工程学报、地球科学进展、导航定位学报、测绘科学技术

学报、测绘通报、测绘科学、海洋测缓、地球信息科学、地理科学、遥感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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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Ｓ１７０１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３６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马院

００Ｓ１８０２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８ ３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外国语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８８Ｓ１２０３ 矩阵论基础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ｉ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４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５ 实用数值分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二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６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二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１Ｓ０１０１ 专业英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１０２
现代测绘数据处理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３２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１０３ 现代工程测量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ｕｒｖｅ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研讨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１０４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研讨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１０５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
ＢａｓｉｓｏｆＧｅｏｇｒｏ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地学院

必修
２学分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１Ｓ０１０６ 工程领域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１６ １ 二 授课／研讨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１０７
安全监测理论与应用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ｎｉｔｏ
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１０８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工程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ｏｆＧＩ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１０９
卫星导航定位技术与应用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ａｔ
ｅｌｌｉｔ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１１０ ＲＳ／ＧＰＳ／ＧＩＳ集成与应用
ＲＳ／ＧＰＳ／Ｇ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１１１ 遥感地学分析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Ｇｅ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地学院

必修
１学分

选修
４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必修
课程

５５Ｓ０７０７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１３０８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２学分

公共
选修
课程

５５Ｓ１３０９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１３１０ 管理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０７１１ 计算机网络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０７１２ 电子商务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选修
２学分

选修
２学分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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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 备注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跨领
域选
修课

５５Ｓ００１３ 技术经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４ 合同管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５ 组织行为学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２０
工程建设法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２１
城镇建设规划与管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ｏｗｎ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相关领域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
程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选修
４学分

必修环节
５５Ｓ００９８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

１学分 提交文献阅读报告与开题报告书

５５Ｓ００９９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１学分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必修
２学分

９４



地质工程 （领域代码０８５２１７）

（Ｇｅｏｌｏｇ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地质工程领域是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先导性工程领域，也是国家最早批准

开展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领域之一，该领域立足于解决水利水电、土木、交通、

能源、环境、城建等行业中的重大地质工程问题，具有宽口径、大系统、覆盖面广的

特点，该领域主要培养从事地质工程专业的高层次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

研究方向包括岩体结构与工程稳定性、地质体安全监控与预报预警、地质灾

害评价与防治、工程地下水理论与应用及地质工程探测新技术等。涉及水利水

电、土木工程、交通工程、环境工程等相关学科范畴的设计、规划、勘测、施工、维护

与管理等工程应用及技术问题。

二、培养目标

培养地质工程领域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实践能力强，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题

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以及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地质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

了解地质工程领域工程技术的国内外现状与发展趋势，能够独立承担该领域的专

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在本领域的某一研究方向上具有独立进行分析与集成、研究

与开发、管理与决策等方面的能力，能够胜任工程规划、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经

营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

作能力。

４．具备比较熟练地掌握计算机的应用能力。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最长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２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１０学分；必修环节
０５



２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学位论文

地质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

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要通过文

献阅读、选题开题、中期进展等过程，本领域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

刊参见附录。

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采用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

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调研报告等形式。学位论文须

在校内校外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研究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

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成

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颁发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详见培养方案说明。

七、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殷宗泽等．土工原理．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张启岳．土石坝观测技术．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３．０３．

［３］钱家欢，殷宗泽．土工原理与计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９６．

［４］陈静生等．环境地球化学．北京：海洋出版社，１９９０．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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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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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傅良魁．应用地球物理学—电学原理．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８９．

［８］杜世通．地震波动力学．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９］周绪文．反射波地震勘探方法．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０］吴冲龙．地质信息技术基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１］邢斌．水利水电工程地质钻探．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７４．

［１２］褚元勋．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地质钻探．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３］武汉地质学院．钻探工艺学（上、中、下册）．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８１．

［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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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张梁等．地质灾害灾情评估理论与实践．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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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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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黄春海．地下水开发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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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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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岩土工程施工方法》编写组．岩土工程施工方法．沈阳市：辽宁科学技术出版

社，１９９０．０９．

［２１］地基处理手册编写委员会．地基处理手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２］夏才初．地下工程测试理论与检测技术．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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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ＳｉｅｇｅｌＤＩ．ｐｆａｎｎｋｕｃｈＨＯ．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ｔＰｈ４ａｎｄｎｅａ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Ｊ］．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１９８４，４８（１）．

［２５］ＬａｓａｇａＡＣ．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ｏｃｋ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４，８９（Ｂ６）．

［２６］ＧｉｓｌａｓｏｎＳＲ，ＡｍｏｒｓｓｏｎＳ．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ｂａｓａｌｔｉｃ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ｋｉｎｅｔ

ｉｃｓ［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３，１０５（１－３）．

［２７］ＣａｓｅｙＷＨ．ＢｕｎｋｅｒＢ．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ｇｌａｓ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

１９９０，２３（１）．

［２８］ＭｕｉｒＩＪ，ＢａｎｃｒｏｆｔＧＭ，ＳｈｏｔｙｋＷ，ＮｅｓｂｉｔｔＨＷ．ＡＳＩＭＳａｎｄＸＰＳｓｔｕｄｙｏｆｄｉｓｓｏｌｖｉｎｇ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Ｊ］．Ｇｅｏｃｈｉｍ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Ａｃｔａ，１９９０，５４（８）．

［２９］ＣａｐｐｅｌｌｅｎＰＶ，ＣｈａｒｌｅｓＣ，ＳｔｕｍｍＷ，ｅｔａｌ．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Ｊ］．Ｇｅｏｃｈｉｍ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Ａｃｔａ，１９９３，５７（１５）．

［３０］ＡｈｍｅｔＵｎｌｕｔｅｐｅａ，ＨａｌｕｋＯｚｅｎｅｒ．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ｔＩｚｍｉｒＬ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ｔｕｎｎｅｌｓ［Ｊ］．Ｔｕｎｎ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Ｓｐａ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１１（２３）．

［３１］ＪｕｎＳ．Ｌｅｅ，ＩＬ－ＹｏｏｎＣｈｏｉ，Ｈｅｅ－ＵｐＬｅｅ．Ｄａｍａｇ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ｕｎｎｅｌｌｉｎ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Ｊ］．Ｔｕｎｎ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Ｓｐａ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２０（１）．

［３２］ＴａｋｅｓｈｉＳｕｄａ，ＡｔｓｕｓｈｉＴａｂａｔａ，ＪｕｎＫａｗａｋａｍｉ．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ｕ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ｔｕｎｎｅｌｃｏｎ

ｃｒｅｔｅｌｉｎｉｎｇ［Ｊ］．Ｔｕｎｎ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Ｓｐａ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１９（４－５）．

［３３］ＮｉｒａｎｊａｎＳａｈｏｏ，Ｄ．Ｒ．Ｍａｈａｐａｔｒａ，Ｇ．Ｊａｇａｄｅｅｓｈ．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ｌａｔ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ｆｏｒｃｅ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ｓｈｏｃｋｔｕｎｎｅ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Ｊ］．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４０（１）．

［３４］Ｈｕｄａｋ，ＰＦ．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ｕｎｎｅｌａｎｄＧａｔ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ｎＣａｐ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７２（３）．

［３５］Ｂｉｌｂｒｅｙ，ＬＣ，Ｓｈａｆｅｒ，ＪＭ，Ｆｕｎｎｅｌ－ａｎｄ－ｇａｔ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ａ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ｆｌｏｗｄｏｍａｉｎ［Ｊ］．Ｇｒ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２１（３）．

［３６］ＬｉｎＬｉ，ＣｒａｉｇＨ．Ｂｅｎｓｏｎ，ａｎｄ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Ｍ．Ｌａｗｓ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ｆｏｕｌｉｎｇｏ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Ｊ］．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２００５，４３（４）．

［３７］ＧｕｓｍｖａｏＡＤ，ＣａｍｐｏＴＭＰ，ＮｏｂｒｅＣ，ｅｔ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ｔｅｓｔｓｆｏｒ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

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４，１１０（１）．

［３８］ＨａｏＨ．，ＢｏｌｔＢ．Ａ．，ＰｅｎｚｉｅｎＪ．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ｔｉｏｎｓｏｎｌａｒｇ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Ｍ］．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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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Ｓ１７０１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３６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马院

００Ｓ１８０２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８ ３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外国语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８８Ｓ１２０３ 矩阵论基础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ｉ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４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５ 实用数值分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６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１Ｓ０２０１ 专业英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２０２ 应用地球物理
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２０３ 地质信息技术
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２０４ 钻探施工技术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２０５
应用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
Ａｐｐｌｉｅ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地学院

必修
２学分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１Ｓ０２０６ 工程领域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１６ １ 二 授课／研讨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２０７
地质环境监测与评价
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２０８
地质体加固技术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Ｇ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Ｂｏｄ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２０９ 水文地质计算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２１０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检测技术
Ｔｅｓｔ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ｏｒ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２１１
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价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ｏ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２１２ 同位素水文地质学
Ｉｓｏｔｏｐ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地学院

１１Ｓ０２１３ 矿床水文地质学
Ｍｉｎｅｓ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地学院

必修
１学分

选修
４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必修
课程

５５Ｓ０７０７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１３０８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２学分

公共
选修
课程

５５Ｓ１３０９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１３１０ 管理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０７１１ 计算机网络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０７１２ 电子商务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选修
２学分

选修
２学分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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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 备注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跨领
域选
修课

５５Ｓ００１３ 技术经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４ 合同管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５ 组织行为学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相关领域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选修
４学分

必修环节
５５Ｓ００９８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

１学分 提交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书

５５Ｓ００９９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１学分 提交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必修
２学分

４５



交通运输工程（领域代码０８５２２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范围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是融合公路、铁道、水运、航空

和管道五种运输方式的工程规划设计、建设施工和控制管理的综合型学科。交通

运输工程是我国基础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工程领域，其领域包括区域与城

市交通规划与管理、道路与铁道工程、港口航道工程、交通港站与枢纽工程、交通

控制与信息工程、交通安全工程、载运工具运用、水运工程、物流管理工程等许多

范围，研究方向涉及建筑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工程、控制信息工程等相

关领域的设计、规划、安全、控制、施工及管理等各个方面。

二、培养目标

培养交通运输工程领域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及具有较强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交通运输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

手段。在本领域的某一研究方向上具备独立进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

与决策等方面的能力。能够胜任工程规划、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等方面的

工作，了解和掌握本领域的创新技术和发展动态。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

作能力。

４．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最长一般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的学习方

式。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的培养方

式。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２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１０学分。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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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２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学位论文

交通运输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应具有一定的创新

性和生产实用价值。论文选题应紧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直接来源于具有生产背

景和应用价值的工程项目或研究课题等。围绕领域涵盖的研究方向，结合所在单

位从事的实际工作开展研究并撰写论文。

论文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工程技术项目或某工程项目的子项目，必须有设计方

案的比较、评估、设计计算书、完整的图纸等；可以是技术攻关、技术改造等建设项

目，必须有对原技术的评价、改造和革新方案的论述以及经济效果分析等；可以是

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方法的研制与开发，必须有研制与开发所要求的全部

技术资料及数据分析，尤其是试验资料等；可以是营运、经营、管理取得的成果或

典型案例，必须提供相应的管理营运理论体系、法理依据、控制手段、安全措施等

实证资料及效果分析等等。学位论文要通过文献阅读、选题、开题、中期进展检

查、预答辩和答辩等过程。

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应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深度和先进

性，并能在某方面提出独立见解或建议，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论文能

够体现作者具有综合运用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方法解决工程实际问

题、进行技术攻关和创新的能力。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应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

成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后，授予工

程硕士专业学位，颁发专业学位硕士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详见培养方案说明。

七、推荐阅读的主要重要书目、文献和学术期刊：

［１］王炜等．交通工程学．江苏：东南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邓学钧．交通运输工程学（第二版）．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邵春福．交通流理论．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４］吴兵等．交通管理与控制．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５］张志清．道路勘测设计．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６］吴旷怀．道路工程．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７］肖敏敏．道路交通安全工程．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８］王炜．交通规划．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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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参考期刊：中国公路学报．中国公路学会．中国公路学会．

［１０］参考期刊：土木工程学报．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１１］参考期刊：交通运输工程学报．陕西：长安大学．

［１２］参考期刊：城市规划学刊．上海：同济大学．

［１３］参考期刊：水运工程．北京：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１４］参考期刊：水利与建筑工程学报．陕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１５］参考期刊：防灾减灾工程学报．江苏：中国灾害防御协会 江苏省地震局．

［１６］参考期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１７］参考期刊：公路交通科技．湖北武汉理工大学．

［１８］参考期刊：东南大学学报．江苏：东南大学．

［１９］参考期刊：《水运工程》

［２０］参考期刊：《中国水运》

［２１］参考期刊：《上海港口》

［２２］参考期刊：《长江航运研究》

［２３］参考期刊：《水道港口》

［２４］参考期刊：《交通工程建设》

［２５］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Ｐｏｒｔ，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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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Ｓ１７０１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３６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马院

００Ｓ１８０２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８ ３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外国语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８８Ｓ１２０３ 矩阵论基础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ｉ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４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５ 实用数值分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６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４Ｓ０００１ 专业英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２２ 工程随机过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２３ 流体力学
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０４Ｓ０００２ 弹塑性力学
Ｅ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ｄＰｌ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００３ 高等土力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００６ 系统工程
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００７ 交通运输学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必修
２学分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４Ｓ０２０１ 工程领域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１６ １ 二 授课 考试

０４Ｓ０２０２
现代物流与物联网
Ｍｏｄｅｒ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２０３ 交通管理与规划
Ｔｒａｆｆｉｃ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２０４ 交通控制理论
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２０５
路面结构设计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ｏｒ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２０６
路基设计原理与方法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ｕｂ
ｇｒａｄｅ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２０７
路基路面原位测试
Ｆｉｅｌ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１０３ 道路桥梁工程
ＲｏａｄａｎｄＢｒｉｄ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３Ｓ０２０８ 港口工程
Ｐｏｒ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港航院

０３Ｓ０２０９ 航道工程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港航院

０３Ｓ０２１０
水运工程经济
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港航院

必修
１学分

选修
４学分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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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 备注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必修
课程

５５Ｓ０７０７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１３０８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２学分

公共
选修
课程

５５Ｓ１３０９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１３１０ 管理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０７１１ 计算机网络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０７１２ 电子商务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选修
２学分

选修
２学分

跨领
域选
修课

０４Ｓ０１０２
结构设计与抗震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Ｄｅｓｉｇｎ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１０５
工程建造与施工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０４Ｓ０１０７
地基处理新技术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土木院

５５Ｓ００１３ 技术经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４ 合同管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５ 组织行为学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２０
工程建设法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２１
城镇建设规划与管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ｏｗｎ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相关领域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
程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选修
４学分

必修环节
５５Ｓ００９８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

１学分 提交文献阅读报告与开题报告书

５５Ｓ００９９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１学分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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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程（领域代码０８５２２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简介

农业工程领域口径宽、覆盖面广。本领域涵盖了农业水土工程、农业生物与

能源工程、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水土保持等相关学科，研究内容包括灌溉排水技

术、中低产改良、农业水土资源规划与管理、泵站与小水电、农业水土资源与环境

保护、农业灌排机械与工程、灌区现代化管理以及土地整治等工程技术领域。

二、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农业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

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

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农业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先进技术方法和管理手段；在本

领域的某一研究方向具有独立进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规划与设计、管理与

决策等方面的能力，能够胜任工程建设规划、勘测设计、施工运行及工程管理等方

面的工作；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

作能力；

４．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最长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２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１０学分；必修环节

２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学位论文

农业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

０６



工程实际或现实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要通过文

献阅读、选题开题、中期进展等过程。

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采用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

工、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调研报告等形式。学位论文须

在校内校外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研究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

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成

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硕士

专业学位，颁发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详见培养方案说明。

七、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郭元裕．农田水利学［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张展羽，俞双恩．水土资源规划与管理［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沈长松，王世夏，林益才等．水工建筑物［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彭世彰，徐俊增．农业高效节水灌溉理论与模式［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芮孝芳．水文学原理［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邵孝侯．农业环境学［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雷志栋．土壤水动力学［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８］赵振兴，何建京．水力学［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冯广志，张展羽，吴玉柏．渠系改造［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０］夏继红，严忠民．生态河岸带综合评价理论与修复技术［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１］陈求稳．河流生态水力学－－坝下河流生态效应与水库生态友好调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２］杨海军，李永祥等．河流生态修复的理论与技术［Ｍ］．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３］高甲荣，冯泽深，高阳等．河溪近自然评价［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４］顾卫，江源，余海龙等．人工坡面植被恢复设计与技术［Ｍ］．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５］李洪远，鞠美庭．生态恢复的原理与实践［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６］ＡｌｌａｎＪＤ，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ＭＭ．ＳｔｒｅａｍＥｃｏｌｏ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ｎｎ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ｓ［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ｄｉ

ａＢＶ，２００７．

［１７］期刊：水利学报

［１８］期刊：水科学进展

［１９］期刊：农业工程学报

［２０］期刊：河海大学学报

［２１］期刊：水利水电技术进展

１６



［２２］期刊：农业机械学报

［２３］期刊：水资源

［２４］期刊：灌溉与排水学报

［２５］期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２６］期刊：中国水利

［２７］期刊：节水灌溉

［２８］期刊：水利与建筑工程学报

［２９］期刊：水利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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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Ｓ１７０１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３６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马院

００Ｓ１８０２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８ ３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外国语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８８Ｓ１２０３ 矩阵论基础
ＭａｔｒｉｘＴｈｅｏｒｙＢａｓｉ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４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５ 实用数值分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６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２Ｓ０２０１ 专业英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水电院

０２Ｓ０２０２ 水土资源规划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５５Ｓ００２３ 流体力学
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Ｓ０２０４
农业水土环境学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Ｓ０２０５ 土壤水动力学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ＳｏｉｌＷａｔｅｒ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５５Ｓ００２２ 工程随机过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必修
２学分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２Ｓ０２０７ 工程领域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１６ １ 二 授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Ｓ０２０８ 节水灌溉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ｏｎ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Ｓ０２０９
灌区现代化管理
Ｍｏｄｅｒ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Ｓ０２１０
设施农业工程工艺学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Ｓ０２１１
农业废弃物处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ｓｔ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Ｓ０２１２
灌区沟渠生态建设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ｎｅｌ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必修
１学分

选修
４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必修
课程

５５Ｓ０７０７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１３０８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２学分

公共
选修
课程

５５Ｓ１３０９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１３１０ 管理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０７１１ 计算机网络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０７１２ 电子商务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选修
２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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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 备注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跨领
域选
修课

５５Ｓ００１３ 技术经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４ 合同管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５ 组织行为学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２ ２ 一／二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２０
工程建设法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水电院

相关领域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
程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选修
４学分

必修环节
５５Ｓ００９８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

１学分 提交文献阅读报告与开题报告书

５５Ｓ００９９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１学分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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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领域代码０８５２２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简介

环境工程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工程领域，涉及到各个方面。本专业是以

水环境保护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特色的省级重点学科。紧密结合国家经济发

展和学科发展方向，围绕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遇到的水环境问题开展研

究。研究方向包括水资源保护理论及技术、环境与生态水力学及应用、流域水污

染控制和水环境质量改善、固体废弃物处置与资源化技术、污水处理及废水回用

技术等方面。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环境工程领域扎实基础理论和系统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的应用型和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环境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在本领域

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进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与决策等方面的能力。

能够胜任环境工程规划、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写作

能力。

４．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最长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２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１０学分，必修环节

２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学位论文

环境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生产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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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有明确的工程背景与应用价值，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充分反映研

究课题的研究结果和国内外先进水平。对于工程设计与实施，新产品、新设备的

研制与开发课题，论文应具有设计方案的比较、评估，设计计算书，投资和效益分

析，完整的图纸，或有设计的实施结果报告；对于重大技术改造与革新，论文应该

具有对原技术系统工艺与设备的评价，新方案的评述、结果及其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环境效益分析；对于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与应用，论文应该有引

进项目工艺、设备、技术特点的完整介绍，以及引进过程中调试、改进与成功运行

的完整数据与数据分析；对于环境工程技术项目或管理项目的规划性研究，论文

应该有工程项目的全面介绍与评述、项目管理采用的管理策略与数学模型、规划

的结果与模型分析结果，并给出创新管理系统；对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或预研专

题，论文应该反映课题的工程背景或应用前景，给出实验方法或试验流程图，给出

实验数据及其理论分析结果，对进一步的应用研究提出建议。学位论文要通过文

献阅读、选题开题、中期进展等过程。

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采用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管

理、项目管理、工程应用研究、产品研发、调研报告等形式。学位论文须在校内校

外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研究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

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成

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颁发工程硕士学位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详见培养方案说明。

七、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王超，陈卫．城市河湖水生态与水环境［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王超，王沛芳等．流域水资源保护和水质改善理论与技术［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文湘华，王建龙等译．环境生物技术－原理与应用［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张锡辉，刘勇等译．废水生物处理［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５］王浩．湖泊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的创新思路与关键对策研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６］胡洪营，张旭，黄霞，王伟．环境工程原理［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蒋展鹏．环境工程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蒋建国．固体废物处置与资源化［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９］梁瑞驹．环境水文学［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０］王惠民．流体力学基础［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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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傅国伟，程声通等．水污染控制系统规划［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２］王超．污水处理理论及技术［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３］朱党生，王超，程晓冰．水资源保护规划理论及技术［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４］王超．环境影响评价［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５］张自杰．废水处理理论与设计－水质科学与工程理论丛书［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６］陈杰誽．环境工程技术手册［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７］周启星，宋玉芳等．污染土壤修复原理与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８］刘晓辉，魏强．环境工程实例丛书－环境影响评价典型实例［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９］雷乐成，汪大．水处理高级氧化技术［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０］刘斐文，王萍．现代水处理方法与材料［Ｍ］．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１］Ｄｅｇｒéｍｏｎｔ．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Ｍ］．ｄｅｇｒｅｍｏｎ，１９９２．

［２２］ＬｅｓｌｉｅＧｒａｄｙＣＰ，Ｊｒ，ＤａｉｇｇｅｒＧＴ，ＬｏｖｅＮＧ，ＦｉｌｉｐｅＣＤｍ．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ＩＷＡ，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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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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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ｌｏｕｓＧ．Ｗａｔｅｒｒｅｕｓｅ：Ｉｓｓｕ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７．

［２５］ＴｗｏｒｔＡＣ，ＲａｔｎａｙａｋａＤＤ，ＢｒａｎｄｔＭＪ．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００．

［２６］参考期刊：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

［２７］参考期刊：环境工程

［２８］参考期刊：水处理技术

［２９］参考期刊：膜科学与技术

［３０］参考期刊：环境污染与防治

［３１］参考期刊：中国水利

［３２］参考期刊：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

［３３］参考期刊：环境工程

［３４］参考期刊：水处理技术

［３５］参考期刊：膜科学与技术

［３６］参考期刊：环境污染与防治

［３７］参考期刊：工业水处理

［３８］参考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９］参考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０］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４１］参考期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２］参考期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４３］参考期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４４］参考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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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参考期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６］参考期刊：Ｗａｔｅｒ，ＡｉｒａｎｄＳｏｉ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４７］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８］参考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４９］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０］参考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５１］参考期刊：Ｄｅｓａ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５２］参考期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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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Ｓ１７０１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３６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马院

００Ｓ１８０２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８ ３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外国语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８８Ｓ１２０４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５ 实用数值分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Ｓ１２０６ 最优化方法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０５Ｓ０１０３ 环境化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环境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０５Ｓ０１０２ 专业英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环境院

０５Ｓ０１０４
环境生态水力学与应用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ｙｄｒａｕ
ｌｉｃ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环境院

０５Ｓ０１０５
环境生物学原理及应用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环境院

０５Ｓ０１０６
环境系统规划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环境院

０５Ｓ０１０７
生态学原理及应用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ｌｏ
ｇｙ

３２ ２ 二 讲课／研讨 考试 环境院

必修
２学分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５Ｓ０１０１ 工程领域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１６ １ 二 授课／研讨 考试 环境院

０５Ｓ０１０８
水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二 讲课／研讨 考试 环境院

０５Ｓ０１０９ 固体废弃物处置与资源化
ＳｏｌｉｄＷａｓ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３２ ２ 二 讲课／研讨 考试 环境院

０５Ｓ０１１０
水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
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Ｂｉ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 讲课／研讨 考试 环境院

０５Ｓ０１１１
地下水与介质污染控制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二 讲课／研讨 考试 环境院

０５Ｓ０１１２
面源污染控制原理及技术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Ｎ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二 讲课／研讨 考试 环境院

必修
１学分

选修
４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必修
课程

５５Ｓ０７０７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１３０８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２学分

公共
选修
课程

５５Ｓ１３０９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１３１０ 管理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０７１１ 计算机网络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０７１２ 电子商务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选修
２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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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 备注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跨领
域选
修课

５５Ｓ００２３ 流体力学
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３ 技术经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４ 合同管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５５Ｓ００１５ 组织行为学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相关领域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
程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选修
４学分

必修环节
５５Ｓ００９８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

１学分 提交文献阅读报告与开题报告书

５５Ｓ００９９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１学分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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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程（领域代码０８５２３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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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性工程领域，它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生产率为导向，采用系统化、专业化和

科学化的方法，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对人员，物料、设备、能源和信息所组成

的集成系统进行规划、设计、评价、创新和决策等工作，使之成为更有效、更合理的

综合优化系统。

现代工业工程是以大规模工业生产及社会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在制造工程

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工程学等学科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很强

的交叉工程领域。但又不同于一般工程领域，它还应用社会科学及经济管理知

识、以工程技术的手段和方法主要解决系统的管理问题。因此，工业工程也具有

明显的管理特征。

工业工程领域的特点是强调“系统观念”和“工程意识”，重视研究对象的“统

筹规划、整体优化和综合原理”。因此，工业工程领域涉及的主要学科领域有系统

科学、现代管理科学、计算机科学、运筹学、人因工程等。

研究方向包括人因工程与人力资源方向、服务工程方向、质量工程与可靠性

方向、现代生产工程方向等。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工业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

应用型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热爱祖国，遵纪守

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２．掌握工业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扎实的专业知识，掌握解决工程实际

问题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具有对复杂生产系统、服务系统进行分析、

规划、设计、管理和运作的能力，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担负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工

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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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具有良好的工程技术素质。具有将管理科学的基础理论与工程技术相结

合，解决工业工程与管理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

４．具有较强的外语能力，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外语阅读本领域的专业文献

资料。

５．具有运用计算机等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科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最长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６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１０学分，必修环节

２学分；另设实践环节４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学位论文

工业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直接来源

于生产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密切结合研究生所在企业面临

的技术改造、革新、引进等技术难题或科研攻关项目，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

应用价值。论文工作要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深度和先进性；论文应有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进展或具有新工艺、新技术、新设计的先进性和实

用性，并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学位论文要通过文献阅读、选题开题、

中期进展等过程。

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是工程设计或产品研制报告，也可以是研

究论文。学位论文须在校内校外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研究应具备一定

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成

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颁发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详见培养方案说明。

七、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Ａｖｅｒｉｌｌ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０．

［２］ＡｖｒａｈａｍＳｈｔｕｂ．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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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ＪａｃｋＣａｍｐａｎｅｌｌ．质量成本原理：原理、实施和应用［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ＰａｕｌＫｅｎｎｅｔｈ．２１世纪制造［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ＳｔｅｐｈｅｎＤ．Ｒｏｂｂｉ．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６］Ｅｕｇｅｎｅ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７］ＫｅｖｉｎＮ．Ｏｔｔｏ，Ｋｒｉｓｔｉｍｌ．ｗｏｏｄ著．齐春萍等译．产品设计［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８］ＴｉｍＫｏｌｌｅｒ，ＭａｒｃＧｏｅｄ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ｄＷｅｓｓｅｌｓ．价值评估［Ｍ］．高建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９］ＴｈｏｍａｓＰｙｚｄｅｋ．六西格玛手册［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０］汪应洛．工业工程手册［Ｍ］．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１］德鲁克著．管理实践 ［Ｍ］．北京：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２］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３］哈罗德·孔茨．管理学（ＨａｒｏｌｄＫｏｏｎｔｚ）［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４］杨占林．国际物流海运操作实务［Ｍ］．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５］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６］泰勒（ＴａｙｌｏｒＦ．Ｗ．）．科学管理原理［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７］利恩德斯（ＭｉｃｈｉｅｌＲ．Ｌｅｅｎｄｅｒｓ）．采购与供应管理 ［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８］戴明（ＤｅｒｍｉｎｇＷ．Ｅｄｗａｒｄｓ）．戴明论质量管理［Ｍ］．海南：海口：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９］克里斯托弗．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创造增值网络［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０］韩之俊．质量工程学：线外、线内质量管理［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１］蔡斯．生产运作管理：制造与服务［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２］陈汗青．设计与法规［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３］边守仁．产品创新设计［Ｍ］．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４］设计管理协会．设计管理欧美经典案例［Ｍ］．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５］张根保．自动化制造系统（第二版）［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６］杨文玉．数字制造基础［Ｍ］．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７］张伯鹏．制造信息学［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８］刘助柏，梁辰．知识创新学［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９］谢存禧，张铁．机器人技术及其应用［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０］《运筹学》教材编写组．运筹学［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１］彼德·圣吉．第五项修炼［Ｍ］．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２］参考期刊：工业工程与管理

［３３］参考期刊：管理学报

［３４］参考期刊：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３５］参考期刊：工业工程

［３６］参考期刊：管理世界

［３７］参考期刊：工程机械

［３８］参考期刊：科技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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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Ｓ１３０１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马院

００Ｓ１３０２ 应用英语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８ ３ 一 授课 考试 外国语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８８Ｓ１３０３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０４ 高级管理学
Ｓｅｎｉ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０５ 高级运筹学
Ｓｅｎｉ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０６ 工程经济学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３Ｓ１３０７ 专业英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０８ 系统工程
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３７０９ 人因工程
Ｈｕｍａ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２６ 管理信息系统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３７１０ 项目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
业
课

１３Ｓ１３１２ 工程领域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１６ １ 二 讲座 考试 商学院

人因
工程
与人
力资
源方
向

１３Ｓ１３１３ 组织行为学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３７１１ 人力资源管理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服务
工程
方向

１３Ｓ３７１２ 服务管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３７１３ 服务营销
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质量
工程
与可
靠性
方向

１３Ｓ３７１４ 质量管理
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３７１５ 运营管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现代
生产
工程
方向

１３Ｓ３７１６ 生产计划与控制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３７１７ 现代工业工程
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选修
４学分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必修
课程

５５Ｓ０７０７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１３０８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２学分

公共
选修
课程

５５Ｓ１３３０ 商务智能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０７１２ 电子商务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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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 备注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选修
课程

１３Ｓ１３３３ 战略管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３７ 供应链管理
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３６ 财务管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３８ 市场营销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３９ 商事法律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４１ 管理沟通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２１ 商务谈判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４０
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４２ 管理咨询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跨领
域选
修课

相关领域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
程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２学分

必修环节

５５Ｓ００９８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

１学分 提交文献阅读报告与开题报告书 商学院

５５Ｓ００９９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１学分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４６ 实践活动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４学分 参加相关实践活动 商学院

必修
６学分

　　注：１．“开设学期一／二”为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开设学期二／三”为第二学期或第三学期。

２．参加职业道德实践教育、专业技能事务实习、拓展训练、国际交流、论坛演讲、管理竞赛、企业参访、海外游学、文化沙

龙等８次，可取得实践环节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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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领域代码０８５２３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一、领域简介

项目是完成某一规定目标的、有组织的独特性、一次性努力，项目管理就是在

完成项目的各活动中应用各种知识、技能、工具和技术有效地整合人力、物力、财

力、信息、科学技术和市场等资源以实现项目利益相关者对项目的要求。项目管

理理念和方法的掌握愈来愈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的主要内容，项目管理知识

领域主要包括：项目综合（集成）管理、项目范围管理、项目时间管理、项目成本管

理、项目质量管理、项目人力资源管理、项目沟通管理、项目风险管理和项目采购

管理。

项目管理广泛地应用于建设工程、信息工程、软件工程、制造工程、金融工程、

农业工程、国防工程等工程行业，获得了瞩目的效率和效益。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项目管理领域扎实基础理论和系统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的应用型和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项目管理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了解项目管理在国

内外的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

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能够胜任项目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写作

能力。

４．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最长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６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１０学分，必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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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学位论文

项目管理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直接来源

于生产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密切结合研究生所在企业面临

的技术改造、革新、引进等技术难题或科研攻关项目，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

应用价值。论文工作要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深度和先进性；论文应有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进展或具有新工艺、新技术、新设计的先进性和实

用性，并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学位论文要通过文献阅读、选题开题、

中期进展等过程。

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是工程设计或产品研制报告，也可以是研

究论文。学位论文须在校内校外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研究应具备一定

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成

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颁发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详见培养方案说明。

七、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ＪｏｈｎＭＮｉｃｈｏａｌｓ．面向商务和技术的项目管理［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ＫｉｍＨｅｌｄｍａｎ．ＭＰ：项目管理专家认证练习与解答［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ｗａｒｄ．项目分析经济学实践指南［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４］ＴｏｍＫｅｎｄｒｉｃｋ．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ｉｓｈ，ＡＭＡｃｏｍ，２００３．

［５］ＤａｖｉｄＬ．Ｃｌｅｌａｎ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９．

［６］ＲｏｇｅｒＭｉｌｌｅｒ．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ｒ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Ｍｉｌｌａｎｄｌｅｓｓａｄ，２００８．

［７］Ｆｒａｎｃｅ．ｊ．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ｓｓａｙ－ｒａｓｓ，２００６．

［８］Ｇｕｅｎｌｏｗｅｒｙ．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ｗ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２０００，ＪＯＬＴＮＳＷＩＬＥＹ＆ＳＯＩＶＳ，ＩＮＣ，２００１．

［９］布鲁斯·巴利克．客户驱动的项目管理［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０］邹欣．中外投资项目评价［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１］林晓彦．建设项目经济社会评价［Ｍ］．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２］克里斯·查普曼．项目风险管理［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３］克利福德·格雷．项目管理教程［Ｍ］．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４］田金信．建设项目管理［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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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克劳迪王·巴卡．ＰＭＰ：项目管理专家认证练习与解答［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６］马克思·怀德曼．怀德曼项目管理词汇手册［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７］詹姆斯·刘易斯（ＪａｍｅｓＰ．Ｌｅｗｉｓ）．项目计划、进度与控制［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８］罗伯特·巴特里克．项目过程测评与管理［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９］刘明．最新ＰＭＰ认证考试指南与练习［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０］冯之楹．项目采购管理［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１］马土华．工程项目管理实务［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２］杰克·菲利普斯（ＪａｃｋＰｈｉｌｌｉｐｓ）．咨询绩效评估———跟踪咨询项目的结果与府线［Ｍ］．上海：上海远东出

版社，２００１．

［２３］尹贻林．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模式研究［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４］尉斌．项目融资与风险管理［Ｍ］．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５］加里·德斯勒（ＧａｒｙＤｅｓｓｌｅｒ）．人力资源管理［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６］李明．管理信息系统（第二版）［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７］丰景春等．ＩＴ项目管理理论与方法（第二版）［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８］王卓甫、杨高升、谈飞、简迎辉等．工程项目管理系列丛书［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９］期刊：《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ｓｔｒ》

［３０］期刊：《管理工程学报》

［３１］期刊：《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３２］期刊：《中国工程科学》

［３３］期刊：《科技进步与对策》

［３４］期刊：《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３５］期刊：《现代经济》

［３６］期刊：《项目管理技术》

［３７］Ｉｎｆｏｒｍ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８］Ｉｎｆｏｒｍ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０］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１］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２］Ｗｉｌｅ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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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Ｓ１３０１ 自然辩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３２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马院

００Ｓ１３０２ 应用英语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８ ３ 一 授课 考试 外国语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８８Ｓ１３０３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０４ 高级管理学
Ｓｅｎｉ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０５ 高级运筹学
Ｓｅｎｉ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０６ 系统工程
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３Ｓ１３０７ 专业英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０８ 项目管理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０９ 项目组织学
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００２０
工程建设法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１１ 工程经济学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１３Ｓ１３１２ 工程领域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１６ １ 二 授课／讨论 考查 商学院

必修
１学分

专
业
课

建筑
与土
木工
程方
向（
包括
水利、
交通、
电力）

１３Ｓ４０１３ 项目规划与策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１４
项目采购与合同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１５ 项目决策与评估
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１６ 项目计划与控制
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１７ 项目投融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金融
行业
方向

１３Ｓ４０１８ 商业银行管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１９ 投资实务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２０ 资本运营
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２１ 风险管理
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２２ 国际商务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ＩＴ
行业
方向

１３Ｓ４０２３ ＩＴ项目管理
Ｉ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２４ 软件工程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２５ 信息资源管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２６ 管理信息系统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２７ 计算机应用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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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 备注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必修
课程

５５Ｓ０７０７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计信院

５５Ｓ１３０８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２学分

公共
选修
课程

５５Ｓ１３３０
项目管理信息化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０７１２ 电子商务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２学分

公共
选修
课程

１３Ｓ４０３２ 工程哲学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３３ 战略管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３４ 组织行为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３５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３６ 财务管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３７ 供应链管理
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３８ 市场营销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３９ 商事法律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４０
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４１ 管理沟通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４２ 管理咨询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跨领
域选
修课

相关领域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
程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２学分

必修环节

１３Ｓ１３４４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

１学分 提交文献阅读报告与开题报告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４５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１学分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４６ 实践活动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４学分 参加相关实践活动 商学院

必修
６学分

国际项目特设课程

选修课程

１３Ｓ４０４７
国际工程合同管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４８
国际工程索赔与争端处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ｎｄＤｉｓｐｕｔｅ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４９
国际工程风险管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５０
国际工程采购实务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ｕｒｅ
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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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 备注

选修课程

１３Ｓ４０５１
商务谈判与商务礼仪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５２
国际工程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１６ １ 二 授课／讨论 考查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综合
实践
环节

１３Ｓ４０５３ 项目管理模拟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 实训 记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５４ 管理讲座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ｅｃｔｕｒｅ ３２ ２ 二 讲座 记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５５ 案例研讨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二 实训 记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５６ 管理咨询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实训 记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０５７
创业创新训练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
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３２ ２ 二 实训 记录 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注：１．“开设学期一／二”为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开设学期二／三”为第二学期或第三学期。

２．参加职业道德实践教育、专业技能事务实习、拓展训练、国际交流、论坛演讲、管理竞赛、企业参访、海外游学、文化沙

龙等，参加８次，可取得实践环节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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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工程（领域代码０８５２４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一、领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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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配置、物流运作过程的控制、经营和管理的工程领域。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计算机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物流业的发

展，使物流业迅速成为在全球具有巨大潜力和发展空间的新兴服务产业，并成为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环境、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现代物流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边缘科学，在发达国家已有较早、较全面的

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和方法，在指导其物流产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我国现代物流业尚处在起步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除了市

场环境、体制与机制等方面的原因之外，包括物流工程硕士在内的中高级物流人

才紧缺是影响物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急待培养满足企业与社会各个方面

所需的物流工程专业中高级人才。

物流工程是管理工程与技术工程完美的结合，它与交通运输工程、管理科学

与工程、系统工程、计算机技术、环境工程、机械工程、工业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

等领域密切相关。

二、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物流工程领域扎实基础理论和系统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的应用型和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１．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２．掌握物流工程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以及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

了解物流工程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

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服务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现代

物流产业发展规划、城市或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规划（公共物流节点、货运通道规

划）、城市或地区物流信息平台规划、物流产业发展政策规划等工作；服务于物流

企业：从事物流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物流企业的经营与管理、物流企业物流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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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物流解决方案设计、物流项目管理、运输战略规划、库存战略规划、国际

物流管理等工作；服务于生产企业或其他企业：从事采购与供应战略规划、企业物

流的管理、企业物流方案设计、供应链的规划、组织和控制等工作。培养适应国民

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的物流工程技术和物流管理高级专门人才。

３．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写作

能力。

４．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最长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的培养方式。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课程总学分为３６学分，其中学位课程２０学分，非学位课程１０学分，必修环节

２学分；另设实践环节４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学位论文

物流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直接来源

于生产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密切结合研究生所在企业面临

的技术改造、革新、引进等技术难题或科研攻关项目，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

应用价值。论文工作要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深度和先进性；论文应有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进展或具有新工艺、新技术、新设计的先进性和实

用性，并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学位论文要通过文献阅读、选题开题、

中期进展等过程。

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是工程设计或产品研制报告，也可以是研

究论文。学位论文须在校内校外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研究应具备一定

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成

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颁发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详见培养方案说明。

七、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徐贤浩，马士华．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导论［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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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魏修建，姚峰．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第２版）［Ｍ］．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冯耕中，刘伟华．物流与供应链管理［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候云先，吕建军．物流与供应链管理［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５］赵泉午，卜祥智．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Ｍ］．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６］李葵．供应链与物流管理［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７］（英）马丁·克里斯托弗著．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第３版）［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８］宋华．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Ｍ］．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宋华．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案例［Ｍ］．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０］朱道立，龚国华，罗齐．物流和供应链管理［Ｍ］．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１］董千里．供应链管理［Ｍ］．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２］崔介何．物流学概论［Ｍ］．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３］中国现代物流发展报告［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４］李明．管理信息系统（第二版）［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５］丰景春，李明等．ＩＴ项目管理理论与方法（第二版）［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６］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１７］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１８］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２１］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２２］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２３］参考期刊：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２４］参考期刊：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２５］参考期刊：物流工程与管理

［２６］参考期刊：物流技术

［２７］参考期刊：价值工程

［２８］参考期刊：中国制造业信息化

［２９］参考期刊：企业经济

［３０］参考期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３１］参考期刊：电子商务

［３２］参考期刊：商品储运与养护

［３３］参考期刊：中国工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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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工程（领域）非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２０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６６Ｓ１３０１ 自然辨证法概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 ３２ ２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马院

００Ｓ１３０２ 应用英语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８ ３ 一 授课 考试 外国语

必修
５学分

基础
理论
课程

８８Ｓ１３０３ 应用统计
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０４ 高级管理学
Ｓｅｎｉ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０５ 高级运筹学
Ｓｅｎｉ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０６ 工程经济学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基础
课程

１３Ｓ１３０７ 专业英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ｌｉｓｈ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０８ 系统工程
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１０１ 现代物流导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Ｍｏｄｅｒ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３７ 供应链管理
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２６ 管理信息系统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专
业
课
程

１３Ｓ１３１２ 工程领域专题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ｒｅａｓ １６ １ 二 授课／研讨 考查 商学院

必修
１学分

现
代
物
流
方
向

１３Ｓ４１０２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Ｓｙｓｔｅｍ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１０３
仓储与配送管理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１０４
采购与合同管理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１０５ 生产计划与控制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１０６ 国际物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物
流
金
融
方
向

１３Ｓ４１０７ 商业银行管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１０８ 投资实务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１０９ 资本运营
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１１０ 风险管理
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１１１ 国际商务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物
流
信
息
化
方
向

１３Ｓ４１１２ 流程再造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１１３ 物联网概论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Ｔｈｉｎｇｓ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１１４ 信息资源管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１１５ 软件工程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１１６ 计算机应用技术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二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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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课学院 备注

非
学
位
课
程
１０
学
分

公共
必修
课程

５５Ｓ０７０７ 信息检索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１３０８ 知识产权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６ １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２学分

公共
选修
课程

５５Ｓ１３３０ 商务智能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５５Ｓ０７１２ 电子商务技术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一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３３ 战略管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１３ 组织行为学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４１１７ 人力资源管理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３６ 财务管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３８ 市场营销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３９ 商事法律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４０
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４１ 管理沟通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２１ 商务谈判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４２ 管理咨询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６学分

跨领
域选
修课

相关领域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
程

３２ ２ 二／三 授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２学分

必修环节

１３Ｓ１３４４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ｓ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

１学分 提交文献阅读报告与开题报告书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４５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Ｉｎ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１学分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商学院

１３Ｓ１３４６ 实践活动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４学分 参加相关实践活动 商学院

必修
６学分

　　注：１．“开课学期一／二”为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开课学期二／三”为第二学期或第三学期。

２．参加职业道德实践教育、专业技能事务实习、拓展训练、国际交流、论坛演讲、管理竞赛、企业参访、海外游学、文化沙

龙等８次，可取得实践环节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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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版非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案说明

一、领域范围

工商管理硕士（ＭＢＡ）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质量的职业工商管理人才，使他们

掌握生产、财务、金融、营销、经济法规、国际商务等多学科知识和管理技能，并具

有战略洞察力和执行力。培养过程强调面对实战的“管理”，要求毕业生具备企业

责任和个人素养并重的职业修养的基础上，形成职业化的预测能力、应变能力、执

行能力和领导能力，能够引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成长。

二、培养目标

秉承河海大学商学院“求天下学问、做工商精英”的办学理念、“河海特色、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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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硕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把握企业实情和市场脉搏、拥有战略前瞻和国际视

角、能够运筹决策和实战操作、体现卓越素质和超群能力、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团

队精神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

三、学习年限与培养方式

学习年限２－３年，经申请，最长一般不超过５年。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

的学习方式。采用课程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的

培养方式。其中课程学习在学校感觉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选修完成；专业实践和

论文研究在校外导师的指导下，结合相关工作在岗完成。

四、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ＭＢＡ要求学分不低于７０学分，分为学位课程、工商管理实践和毕业论文。其

中学位课程学习４０学分，包含：公共必修课程６学分（商务英语、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等 ）、核心必修课程（管理学、经济学等）２２学分、方向选修课程（商

事法律、创业管理等）１２学分。工商管理实践（核心课程实践环节和综合实践环

节）１８学分、毕业论文１２学分。

课程成绩按百分制计，学位课程成绩达到７０分或单科６０分且加权平均７５分

为合格，非学位课程成绩达到６０分为合格，必修环节课程成绩计为通过或不通

过，通过为合格。课程成绩合格即可获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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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位论文

ＭＢＡ在校期间必须提交一篇具有硕士学位水平的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可以是

学术论文、案例分析、市场调查、行业研究、实证分析、管理咨询报告等。学位论文

应具有现实意义，能体现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满规定学分，成绩合格；完成

论文研究的各个环节，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工程

硕士专业学位，颁发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证书。

六、非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ＭＢＡ）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序号 事项 时间节点 事项要点 备注

１ 入学报到

入学教育

办理报到手续

参加入学教育

非全日制研究生新生必须按照入学通知要求，持录取通知书和有关证

件，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办理报到手续。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必须

凭有关证明事先向所在学院请假，报研究生院审批。请假时间不得超

过两周。未请假或请假逾期者，取消入学资格。新生必须参加统一组

织的入学教育。

２ 注册管理 按规定时间注册

学生持研究生证到所在学院办理注册手续。不能如期注册者，应当履

行暂缓注册手续。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培养费或者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

的不予注册。

３ 课程学习 两学年内完成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所选课程应符合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的要求。

４ 确定导师
第三学期中期确定

导师

研究生与校内导师进行双向选择确定校内导师；根据工作要求和研究

方向确定校外导师。

５ 文献阅读 第三学期完成 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阅读文献，提交文献阅读报告。

６ 论文选题

论文开题
第三学期完成

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实际，具有明确的应用价值。导师指导研究生

选题开题，撰写论文开题报告。

７ 开题报告会 第三学期完成

论文开题报告包括文献阅读综述和选题两部分。开题报告会应在校内

公开举行，由导师主持邀请相关同行专家参加，并做出开题报告是否通

过的决定（涉密论文应在开题报告前４５天提出申请）。

８ 学院审核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到论文答

辩必须１年时间。
研究生开题报告通过后，应将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书提交学院检查审

批，取得＂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学分。

９ 中期检查 第四学期
导师及学科负责检查论文的进度和研究方向是否符合要求。由各学院

审核通过，取得＂中期进展检查报告＂学分。

１０ 提交申请 入学满２年整 （学习年限超过３年的须提出延长申请）课程成绩合格完成论文符合论
文答辩要求，提交论文和答辩申请书，导师审查研究生论文。

论文预答辩
比预计答辩时间至

少提前３０天

导师审查通过后安排预答辩。论文预答辩不含导师至少应有３名副高
级技术职称及以上或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的同行专家参加，做出预答

辩是否通过的决定。并确定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

１１ 学院审批 预答辩通过后
学院审核研究生的答辩申请，审核由预答辩专家集体推荐的论文评阅

人及答辩委员会成员建议名单和秘书。答辩秘书领取评阅书。

１２ 论文评阅 答辩前１个月
答辩秘书至少应比预计答辩时间提前１５天将论文（寄）送评阅人评阅。
评阅书返回后，学院对论文评阅意见复核无异议后，批准论文正式答

辩。答辩秘书领取所有答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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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 时间节点 事项要点 备注

１３ 论文答辩

在答辩时间前７天
将学位论文送达答

辩委员会成员审阅

答辩应在校内公开进行，国家法定节日及寒暑假期间不安排答辩。决

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为通过。答

辩通过后研究生须按照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经导师审核签字后

方可签字印刷。

１４ 归档 在规定的时间内

论文答辩通过后，及时完成归档工作（涉密论文归档根据学校保密委员

会相关规定办理）：

１．研究生成绩单、学位申请书、答辩决议书、学位授予决定等，应及时归
入个人档案；

２．研究生成绩单、开题报告、学位论文评阅和学位申请书、答辩决议书、
学位授予决定及学位论文、中英文论文摘要等有关答辩材料，应按照学

校档案馆的要求归入业务档案；

３．未按时完成归档者将不参加学院和学校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学位评
定。

１５ 学位授予
正确填报信息

完成材料归档

学位申请和有关信息填报后，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投票通过

后，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作出授予学位的决定。

１６ 证书领取 在规定时间 办理离校手续，将人事档案接收地址提供给学院，领取学位证书。

七、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Ｒｏｓｓ，Ｓ．Ａ（美）著，吴世农等译．《公司理财（原书第９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１

［２］康青．《管理沟通（ＭＢＡ精品系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美）威廉．史蒂文森（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张群、张杰合著．《运营管理》（原书第９版）．北京．机械

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钱旭潮 王龙．《市场营销管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德斯勒．《人力资源管理（亚洲版·第２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６］斯蒂芬·Ｐ·罗宾斯．《组织行为学（第１２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７］张阳、周海炜、李明芳．《战略管理》．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８］罗宾斯．《管理学》第十一版．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９］格伦．哈伯德，安东．尼奥布莱恩．《经济学》（上下册）．第三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０］亨格瑞等著，王立彦等译．《成本与管理会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１］伍德．《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概论（第５版）》．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２］（美）博迪、凯恩、马库斯著，陈收、杨艳译．《投资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３］毛二万．《证券投资分析原理与实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４］赫尔曼．阿吉斯．《绩效管理》（２０１２，３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５］（美）达夫特著，杨斌译．《领导学：原理与实践（第３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６］周林彬．《商法与企业经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７］凯文．凯勒《战略品牌管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８］熊银解．《销售管理（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９］（英）科顿，（英）法尔维，（英）肯特 编．《体验商务英语视听说》，体验商务英语改编组改编《体验商务英

语综合教程２》．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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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乔治·Ｔ·米尔科维奇等．《薪酬管理（第九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１］戴维·安德森，丹尼斯·斯维尼，托马．《数据、模型与决策：管理科学篇》（原书第１３版）．北京．机械工

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２］切斯特 巴纳德著，王永贵译．《经理人员的职能》．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３］伦西斯．利克特．《管理的新模式》．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１

［２４］尤建新、杜学美、张建同．《质量管理学（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５］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６］薛书华，娄梅．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７］陈玲娣，花爱梅．高级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８］罗斯·Ｌ．瓦茨，杰罗尔德·Ｌ．齐默尔曼著，陈少华，黄世忠译．实证会计理论［Ｍ〗．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０．

［２９］《法商研究》．北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３０］《国际经济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３１］《经济问题探索》．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３２］《南开管理评论》，南开大学商学院

［３３］《管理评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３４］《经济体制改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３５］《世界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３６］《金融经济学研究》．广东金融学院

［３７］《经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３８］《管理世界》．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３９］《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４０］《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社会科学学术基金会

［４１］《中国物流与采购》．中国物流与采购

［４２］《商业经济与管理．杭州商学院

［４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

［４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Ｌｔｄ

［４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４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

［４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４６］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ａ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４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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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１２５１００）

（Ｍａｓｔｅｒ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一、专业简介

工商管理硕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质量的职业工商管理人才，使他们掌握生

产、财务、金融、营销、经济法规、国际商务等多学科知识和管理技能，并具有战略

洞察力和执行力。培养过程强调面对实战的“管理”，要求毕业生具备职业化的预

测能力、应变能力、执行能力和领导能力，能够引领企业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市场和

国际化竞争中前行。其课程内容包含管理类、经济学类、金融、财务、法律等领域

的知识和能力，不仅涉及组织和领导才能培养内容，也涉及以人格魅力为基础的

商务沟通能力和全局掌控能力的培养内容，并强调企业责任和个人素养并重的职

业修养。

二、培养目标

秉承河海大学商学院“求天下学问、做工商精英”的办学理念、“河海特色、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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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硕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把握企业实情和市场脉搏、拥有战略前瞻和国际视

角、能够运筹决策和实战操作、体现卓越素质和超群能力、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团

队精神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

三、培养方式

ＭＢＡ教学可以采取课堂教学、前沿讲座、案例讨论、实战咨询、经营模拟和课

外资料阅读等方式，学生可组成各类学习小组，进行案例讨论、文献阅读和交流。

１．课程学习

在导师指导下，鼓励学员结合自己的职业发展需要自主设计方向并在除ＭＢＡ

之外的商学院和学校为研究生开设的众多课程中选择组合。

通过学习，ＭＢＡ研究生应具有扎实的工商管理理论基础，能了解研究方向的

前沿动态，正确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２．体验式学习

ＭＢＡ教育强调实践性，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结合课程学习的管理实战模拟、短

期实习与社会考察活动、专题研习、或企业调查，进行体验式学习，要求学生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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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联系实际。同时，倡导学生把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带到课堂中来讨论。

３．讲座

注重培养学生对管理前沿的了解，社会经济形势及市场环境的预测，以及企

业发展态势的把握，定期组织各项学术讲座、企业家论坛等系列活动。

４．学位论文。

ＭＢＡ在校期间必须提交一篇具有硕士学位水平的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应具有

现实意义，能体现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４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ＭＢＡ要求学分不低于６７学分，其中完成学位所要求的课程学习４０学分、工

商管理实践１５学分、毕业论文１２学分。课程分为公共必修课程、核心必修课程、

方向选修课程三类，其中公共必修课程６学分、核心必修课程３０学分、方向选修

课程１２学分。方向选修课程既可以选修为ＭＢＡ设置的特定选修课，也可以结合

自己职业发展需要在商学院 ＭＢＡ之外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中选择组合，还鼓励跨

学科选修，以进一步拓宽知识面和完善知识结构。公共必修课程、核心必修课程

学习一般在入学后一年半内完成，方向选修课程学习一般在第三、四学期完成。

１．公共必修课程

公共必修课程是国家和学校规定的基础课程。

２．核心必修课程

核心必修课程具备以下两点基本要求：内容大体涵盖 ＭＢＡ学生需要掌握的

管理学和经济学基础知识和技能；每一课程的内容都比较全面，以保证ＭＢＡ学生

在不选修该领域其它专业课程的情况下，对该领域的基础知识仍有相对全面的了

解。

３．方向选修课程

方向选修课程是为了让学生在全面掌握管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前提下，

对自己喜好方向的特殊知识和技能作更深入的学习。

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六、实践环节

核心课程实践环节结合相应核心课程开展实践环节的学习，可采用案例讨

２９



论、管理咨询、企业调查等多种方式进行，由负责老师提出实践环节学习方案并组

织。综合实践环节由ＭＢＡ中心提出方案并组织实施。

ＭＢＡ学员参加入学导向、拓展训练、国际交流（国内）、论坛讲座、管理竞赛、

企业参访、文化沙龙、商务技能等。

七、学位论文

ＭＢＡ在校期间必须提交一篇具有硕士学位水平的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可以是

学术论文、案例分析、市场调查、行业研究、实证分析、管理咨询报告等。学位论文

应具有现实意义，能体现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八、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见培养方案说明。

３９



工商管理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课程编号
Ｃｏｄｅ

课　程　名　称
ＣｏｕｒｓｅＮａｍｅ

学分
Ｃｒｅｄｉｔｓ

学时
Ｈｏｕｒｓ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备 注

公共必修
课程
（６学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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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３６ １－２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０２ 商务英语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 ３６ １－２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０３
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

２ ３６ １－２ 讲课 考试

必修
６学分

核心必修
课程

（２２学分）
Ｃｏｒ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０４ 管理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 ５４ １－３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０５ 经济学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 ５４ １－３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０６ 会计学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０７ 运营管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０８ 市场营销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０９ 人力资源管理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１０ 公司理财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１１ 组织行为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１２ 管理沟通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１３ 战略管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考试

必修
２２学分

选修模块
课程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ｔｉｅｓ
（１２学分）

战略与
决策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１４
数据、模型与决策
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
ｉｎｇ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１５ 商事法律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１６
竞争战略与竞争情报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创新与
创业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
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１７ 创业管理
Ｖｅｎｔｕｒ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１８
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１９ 创业投资 Ｖｅｎｔｕ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运营与
信息化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２０ 管理信息系统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２１ 电子商务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２２ 服务管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组织与
人力资源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２３ 绩效与薪酬管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ａｌａｒ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２４ 组织发展与变革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２５
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ｏｎ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选修课
至少
１２学分

４９



　　续上表

课程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课程编号
Ｃｏｄｅ

课　程　名　称
ＣｏｕｒｓｅＮａｍｅ

学分
Ｃｒｅｄｉｔｓ

学时
Ｈｏｕｒｓ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备 注

选修模块
课程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ｔｉｅｓ
（１２学分）

市场营销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２６ 消费行为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２７ 国际商务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２８ 品牌管理
Ｂｒ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财务分析
与控制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２９
公司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３０
公司税收筹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ａｘＲｅｖｅｎｕｅ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３１ 公司财务分析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金融领域
选修课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３２ 商业银行管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Ｂａｎ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３３ 投资实务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３４ 金融行业专题
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工程领域
选修课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３５
项目采购与合同管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３６ 项目管理概论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ｔｙ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３７ 水利电力行业专题
ＴｏｐｉｃｏｎＷａ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游艇领域
选修课
ＹａｃｈｔＦｉｅｌｄ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３８ 游艇俱乐部管理
ＴｈｅＹａｃｈｔＣｌｕｂ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３９
游艇商事活动策划与管理
ＴｈｅＹａｃｈｔ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ｖｅｎｔ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４０ 游艇行业专题
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Ｙａｃ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跨学科
选修课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
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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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３６ ３－４ 讲课 考试

选修课
至少
１２学分

实践课程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１５学分

核心课程
实践环节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Ｃｏｒ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４１ 运营管理实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 １８ １－３ 实训 报告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４２ 营销管理实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 １８ １－３ 实训 报告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４３ 人力资源管理实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 １８ １－３ 实训 报告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４４ 公司理财实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 １８ １－３ 实训 报告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４５ 会计实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１ １８ １－３ 实训 报告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４６
组织与沟通实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 １８ １－３ 实训 报告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４７ 战略管理实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 １８ １－３ 实训 报告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４８ 领导力开发实训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 １８ １－３ 实训 报告

必修课
８学分

５９



　　续上表

课程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课程编号
Ｃｏｄｅ

课　程　名　称
ＣｏｕｒｓｅＮａｍｅ

学分
Ｃｒｅｄｉｔｓ

学时
Ｈｏｕｒｓ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备 注

综合实践
环节

Ｃｏｍ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４９ 经营模拟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 ３６ １－４ 实训 记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５０ 管理讲座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ｅｃｔｕｒｅ ２ ３６ １－４ 讲课 考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５１ 案例研讨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 ３６ １－４ 实训 记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５２ 管理咨询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２ ３６ １－４ 实训 记录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５３
创业创新训练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
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２ ３６ １－４ 实训 记录

必修
１０学分

学位论文
ＤｅｇｒｅｅＴｈｅｓｉｓ
（１２学分）

１２ ２１６ ３－５ 论文
必修
１２学分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７０学分） ７０ １２６０

选修课程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ｔｉｅｓ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５４ 领导学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５５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５６ 公司治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５７ 资本运营
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５８ 企业跨国经营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５９ 风险管理
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６０
东西方管理思想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ｏｕｇｈｔ

２ ３６ １－３ 讲课

实践课程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
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６１
企业调查与研究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２ ３６ １－４ 实训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６２
行业市场拓展研讨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Ｍａｒｋｅｔ

２ ３６ １－４ 实训

１３Ｅ１２５１００６３
商业模式创新研讨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ｏｄｅｌ

２ ３６ １－４ 实训

６９



必读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

［１］《公司理财（原书第９版）》，作者：（美）Ｒｏｓｓ，Ｓ．Ａ著，吴世农等译，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书号：

９７８７１１１２６７７３７

［２］《管理沟通（ＭＢＡ精品系列）》，作者：康青，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书号：１３３４３０

［３］《运营管理》（原书第９版）作者：（美）威廉．史蒂文森（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张群＼张杰合著 出版

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书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１－２４２６４－２

［４］《市场营销管理》，作者：钱旭潮 王龙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书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１－２２１２３－４

［５］《人力资源管理（亚洲版·第 ２版）》，作者：德斯勒，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书号：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４０１８９６

［６］《组织行为学（第１２版）》，作者：斯蒂芬·Ｐ·罗宾斯，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书号：９７８７３０００９１５３２

［７］《战略管理》，作者：张阳、周海炜、李明芳，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书号：９７８７０３０２５０９２６

［８］《管理学》第十一版，作者：罗宾斯，人民大学出版社

［９］《经济学》（上下册）第三版，作者：格伦．哈伯德，安东．尼奥布莱恩，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书号：ＩＳ

ＢＮ９７８－１１１－３２７６７－７

［１０］《成本与管理会计》作者：亨格瑞等著，王立彦等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１］《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概论（第 ５版）》，作者：伍德昌，出版社：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书号：

９７８７５６２３２９５１０

［１２］《投资学》，作 者：（美）博迪，（美）凯恩，（美）马库斯 著，陈收，杨艳 译 出 版 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１３］《证券投资分析原理与实务》，作者：毛二万，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书号：９７８７３０００８６７９８

［１４］《绩效管理》，赫尔曼．阿吉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３版

［１５］《领导学：原理与实践（第 ３版）》，作者：（美）达夫特 著，杨斌 译，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书号：

９７８７１２１０６０６８７

［１６］《商法与企业经营》，作者：周林彬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书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３０１１７１４４８

［１７］《战略品牌管理》，作者：凯文．凯勒 ，出版社：人民大学出版社，书号：９７８７３００１０６５５７

［１８］《销售管理（第三版）》，作者：熊银解，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体验商务英语视听说》作者：（英）科顿，（英）法尔维，（英）肯特 编；《体验商务英语综合教程２》，作者：

（英）戈姆 等编，体验商务英语改编组改编，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薪酬管理（第九版）》，作者：乔治·Ｔ·米尔科维奇等，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书号：

９７８７３０００９５６１５

［２１］《数据、模型与决策：管理科学篇》（原书第１３版）作者：戴维·安德森，丹尼斯·斯维尼，托马，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０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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