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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工业大学本科专业一览表

学校名称 序号 学科门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设置时间 所属学院 备注

齐鲁工业大学 01 法学 法学类 法学 2004 文法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02 工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类 安全工程 2008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2015年停招

齐鲁工业大学 03 工学 材料类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201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04 工学 材料类 材料化学 200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05 工学 材料类 材料物理 200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8年停招

齐鲁工业大学 06 工学 材料类 复合材料与工程 201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07 工学 材料类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99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08 工学 材料类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197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09 工学 电气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03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10 工学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工程 2000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11 工学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06 理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12 工学 电子信息类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2005 理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13 工学 电子信息类 通信工程 2002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14 工学 电子信息类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015 理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15 工学 纺织类 服装设计与工程 1999 艺术学院 2015年停招

齐鲁工业大学 16 工学 化工与制药类 化学工程与工艺 1993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17 工学 化工与制药类 制药工程 2000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18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工程 199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19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 环境科学 200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20 工学 机械类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003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21 工学 机械类 工业设计 1992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22 工学 机械类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2005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23 工学 机械类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978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24 工学 机械类 汽车服务工程 2006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25 工学 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94 信息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26 工学 计算机类 软件工程 2015 信息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27 工学 计算机类 网络空间安全 2016 信息学院
2016年新上专

业暂未招生

齐鲁工业大学 28 工学 计算机类 物联网工程 2013 信息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29 工学 林业工程类 林产化工 2005 造纸与植物资源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30 工学 能源动力类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3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2015年停招

齐鲁工业大学 31 工学 轻工类 包装工程 2014 印刷与包装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32 工学 轻工类 轻化工程 1978
造纸与植物资源工程学院、

皮革化学与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33 工学 轻工类 印刷工程 1999 印刷与包装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34 工学 生物工程类 生物工程 1978 生物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35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酿酒工程 2010 生物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36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品科学与工程 1986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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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序号 学科门类 专业类 专业名称 设置时间 所属学院 备注

齐鲁工业大学 37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食品质量与安全 2005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38 工学 仪器类 测控技术与仪器 2006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39 工学 自动化类 自动化 1978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40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财务管理 2003 工商管理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41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国际商务 2013 工商管理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42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2003 工商管理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43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人力资源管理 2002 工商管理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44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市场营销 1999 工商管理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45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文化产业管理 2008 工商管理学院 2014年停招

齐鲁工业大学 46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公共事业管理 2001 文法学院 2015年停招

齐鲁工业大学 47 管理学 公共管理类 行政管理 2004 文法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48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01 工商管理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49 经济学 金融学类 保险学 2016 金融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50 经济学 金融学类 金融学 2002 金融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51 经济学 金融学类 投资学 2014 金融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52 经济学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1993 金融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53 理学 化学类 化学 2004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54 理学 化学类 应用化学 1998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55 理学 生物科学类 生物技术 2000 生物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56 理学 数学类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01 理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57 理学 统计学类 应用统计学 2008 理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58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朝鲜语 2011 外国语学院 2015年停招

齐鲁工业大学 59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翻译 2015 外国语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60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日语 2004 外国语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61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英语 2000 外国语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62 文学 新闻传播学类 广告学 2002 文法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63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国际教育 2011 文法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64 医学 药学类 药物制剂 2005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65 医学 药学类 药学 2006 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从未招生

齐鲁工业大学 66 艺术学 美术学类 摄影 2000 艺术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67 艺术学 设计学类 产品设计 2012 艺术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68 艺术学 设计学类 服装与服饰设计 2012 艺术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69 艺术学 设计学类 环境设计 2012 艺术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70 艺术学 设计学类 视觉传达设计 2012 艺术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 71 艺术学 戏剧与影视学类 动画 2006 艺术学院 从未招生

齐鲁工业大学 72 艺术学 戏剧与影视学类 影视摄影与制作 2012 艺术学院 从未招生

齐鲁工业大学 73 艺术学 音乐与舞蹈学类 音乐表演 2007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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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法学 专业代码：030101K

一、培养目标

法学专业培养系统掌握法学专业知识，具有一定的理工科知识背景，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同时具有较强的读、写、

说、思、辩等法学专业素质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社会适应性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应用型高级法学专门人才。

本专业有“知识产权法”和“食品安全法”。毕业生可在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律师、知识产权代理、公证、仲裁等

法律中介机构和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从事法律工作。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法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法律实务技能的基本训练，培养法学思维和法律职业基本素养，具有法律工作的

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掌握法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有扎实的知识产权法（或食品安全法）功底；

2.掌握法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和技术，具有较强的运用法学知识认识问题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具有较强的思辨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资料收集与分析，以及法庭辩论的能力等专业能力；

4.熟悉我国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5.掌握一定的与知识产权（或食品安全）相关的理工科知识背景；

6.掌握法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了解法学理论前沿和法治建设的发展动态，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较强的自学能力；

7.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掌握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本知识；

8.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9.富有独立、敬业、自律的法治精神，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善于团结协作，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工作能力，有创新精神；

10.身心健康，品行端正。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专业基

本理论

2.综合运

用能力

3.专业基

本技能

4.专业素

养

5.理工背

景知识拓

展

6.专业能

力拓展

7.人文素

质

8.基本技

能

9.专业精

神及职业

道德修养

10.身心健

康

法理学 √ √ √ √ √ √
中国法制史 √ √ √ √ √

宪法 √ √ √ √ √ √

民事诉讼法 √ √ √ √ √
刑事诉讼法 √ √ √ √ √

国际法 √ √ √ √ √

国际经济法 √ √ √ √ √
国际私法 √ √ √ √ √

演讲与口才 √ √ √ √ √

社会调查技术与方法 √ √ √ √
应用文书基础写作 √ √ √ √

逻辑学原理 √ √ √ √

环境资源法 √ √ √ √ √ √
劳动法 √ √ √ √ √

合同法 √ √ √ √ √

模拟审判 √ √ √ √
司法文书写作 √ √ √ √ √

律师实务 √ √ √ √ √ √

法学专业英语 √ √ √ √ √ √
商业秘密法 √ √ √ √ √

食品加工概论 √ √ √ √

民法(1) √ √ √ √ √
民法(2) √ √ √ √ √

刑法(1) √ √ √ √ √

刑法(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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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 √ √ √ √

商法 √ √ √ √ √
知识产权法导论 √ √ √ √ √ √

经济法 √ √ √ √ √

著作权法 √ √ √ √ √
专利法 √ √ √ √ √

商标法 √ √ √ √ √

食品质量控制与法规 √ √ √ √ √ √
食品安全法 √ √ √ √ √

广告法 √ √ √ √ √

中国思想史专题 √ √ √
西方哲学史专题 √ √ √ √

艺术史 √ √ √

美学 √ √ √ √
法律方法论 √ √ √ √ √

法律经济学 √ √ √ √ √

公司企业法 √ √ √ √ √
电子商务法 √ √ √ √ √ √

婚姻家庭法 √ √ √ √ √

犯罪心理学 √ √ √ √ √ √
侵权行为法 √ √ √ √ √

民法前沿讲座 √ √ √ √ √ √

刑法前沿讲座 √ √ √ √ √ √
法律伦理学 √ √ √ √ √ √ √

法律思想史 √ √ √ √ √ √ √

民事案例分析 √ √ √ √ √ √
刑事案例分析 √ √ √ √ √ √

中外公司法比较 √ √ √ √ √ √

公务员备考方略 √ √ √ √ √ √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 √ √ √ √ √

知识产权案例分析 √ √ √ √ √ √

知识产权诉讼 √ √ √ √ √ √
食品质量与安全 √ √ √ √ √

食品供应链管理 √ √ √ √ √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 √ √ √ √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

追溯
√ √ √ √ √

四、专业特色

培养特色是“在对法科学生四年的专业教育中，坚持学以致用宗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操作技能培养，重视过程情景训练，追求

工作能力提升”。本专业以培养满足社会需要的应用型法律人才为自身建设与发展的方向。依托我校强理工科的背景，法学专业在教学

中侧重于知识产权法、食品安全法法学知识的教育，通过与学校内部诸多相关工科专业建立资源合作共享的密切联系，使得自身的培

养模式以突出应用型模式为导向，宗旨鲜明、独具特色，做到专业课程与特色课程教学相结合，目的就是培养一批具有崇尚法治理念

的“法律人”品质、“能写、会说、肯干”的应用型法律人才。

五、主干学科

法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经济法、商法、知识产权法

导论、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法。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司法实务交流（2学分、2周）、社会调查（2学分、2周）、法庭对抗实训（2学分、2周）、学年论文（2学
分、2周）、模拟审判（3学分、3周）、毕业实习（4学分、4周）、毕业论文（10学分、15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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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0 8 19.5 15 24 26.5 27 37

要求学时 2352+32周 800 128 328 256 392 448 32周 304+32周
学分占比 100% 25% 5% 12.19% 9.37% 15% 16.56% 16.88% 23.12%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法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所有学分项目均达到最低学分要求，并达到毕业最低总学分要求；外语达到学校要求成绩；思想品行端正。经审查合格后

授予学位。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0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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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Law Major）

1 16 1 考查 B121101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World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1 16 1 考试 B121611

小计 40.0 608 32 16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9.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法理学

（Jurisprudence）
2 32 2 考试 B123101

中国法制史

（History of Chinese
Legislation）

2 32 2 考试 B123102

宪法

（Jurisprudence）
2 32 2 考试 B123103

民事诉讼法

（Civil Procedure Law）
3 40 16 3 考试 B123104

刑事诉讼法

（Criminal Procedure Law）
3 40 16 3 考试 B123105

国际法

（International Law）
2.5 40 2.5 考试 B123106

国际经济法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5 40 2.5 考试 B123107

国际私法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2.5 40 2.5 考试 B123108

小计 19.5 296 32 4 2 0 6 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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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演讲与口才

（Speech And Eloquence）
1 16 1 考查 B128701

社会调查技术与方法

（Social Research Method）
2 24 16 2 考试 B128702

应用文书基础写作

（Practical Writing）
1 16 1 考查 B128703

逻辑学原理

（Logic Theory）
2 32 2 考试 B128704

环境资源法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s
Law）

2 32 2 考试 B128101

劳动法

（Labor Law）
2 32 2 考试 B128102

合同法

(Contract Law)
2 32 2 考试 B128103

模拟审判

（Mock trial）
1 16 1 考试 B128104

司法文书写作

(Judicial documents writing )
1.5 16 16 1.5 考试 B128105

律师实务

（The system and practice of
lawyers）

1.5 16 16 1.5 考试 B128106

法学专业英语

（Legal Language）
2 32 2 考试 B128107

商业秘密法

（Trade secret law）
2 32 2 考试 B128108

食品加工概论

( Food Processing Introduction)
2 32 2 考试 B128109

小计 20 296 16 32 3 3 0 2 4 4.5 3.5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民法(1)
（Civil law（1））

3 48 3 考试 B124101

民法(2)
（Civil law（2））

3 48 3 考试 B124102

刑法(1)
（Criminal law (1)）

3 48 3 考试 B124103

刑法(2)
（Criminal law (2)）

3 48 3 考试 B124104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al law）

3 48 3 考试 B124105

商法

(Commercial Law)
3 48 3 考试 B124106

知识产权法导论

（The general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2 32 2 考试 B12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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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

（Economic Law） 4 56 16 4 考试 B124108

小计 24 376 16 6 11 7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6.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一:
知识产

权法方

向

著作权法

（copyright Law）
2.5 40 2.5 考试 B125101

专利法

（Patent Law）
2 32 2 考试 B125102

商标法

（Trademark Law）
2 32 2 考试 B125103

小计 6.5 104 4.5 2

方向

二：食

品质量

与食品

安全法

方向

食品质量控制与法规

( Food Quality Control and Food
regulation)

2.5 40 2.5 考试 B125104

食品安全法（Food Security law） 2 32 2 考试 B125105
广告法

( Advertisement Law)
2 32 2 考试 B125106

小计 6.5 104 4.5 2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2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中国思想史专题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2 32 2 考查 B126705

西方哲学史专题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2 32 2 考查 B126706

艺术史

（History of Art）
2 32 2 考查 B126707

美学

（Aesthetics Theory）
2 32 2 考查 B126708

法律方法论

(Legal methodology )
1.5 24 1.5 考试 B126101

法律经济学

(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1.5 24 1.5 考试 B126102

公司企业法

（Company Law）
2.5 32 16 2.5 考试 B126103

电子商务法

（Electronic Business Law）
2 32 2 考试 B126104

婚姻家庭法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2 32 2 考试 B126105

犯罪心理学

(criminal psychology)
2 32 3 考试 B126106

侵权行为法

(Decre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32 2 考试 B126107

民法前沿讲座

(Civil Law Seminar)
1 16 1 考试 B12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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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前沿讲座

(Lecture on frontier of criminal
law)

1 16 1 考查 B126109

法律伦理学

( Legal Ethics)
1.5 24 1.5 考试 B126129

法律思想史

(History of Legal Thoughts)
2 32 2 考试 B126111

民事案例分析

(Analysis of Civil Case)
2 24 16 2 考试 B126112

刑事案例分析

(The analyse of criminal cases)
2 24 16 2 考试 B126113

中外公司法比较

（Comparative Corporate Law）
2 32 2 考试 B126114

公务员备考方略

( Civil servants test plan)
2 32 2 考试 B126115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与企业策划

及管理

（Strateg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Enterprise）

2 24 16 2 考试 B126116

知识产权案例分析

( The analys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

2 24 16 2 考试 B126117

知识产权诉讼

(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1.5 16 16 1.5 考试 B126118

食品质量与安全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2 32 2 考试 B126119

食品供应链管理

(Foo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126120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

2 32 2 考试 B126121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追溯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nd Traceability)

2 32 2 考试 B126122

小计 48.5 728 96 0 3.5 4.5 9.5 10.5 13 7.5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7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 campaign )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 safety education )
（2） 考查 B197003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B197004

司法实务交流（1）
(Judicial practice communication I)

1 1 1 考查 B127101

社会调查

(social investigations )
2 2 2 考查 B127102

法庭对抗实训

(The training for thecourt debate )
2 2 2 考查 B12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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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务交流（2）
(Judicial practice communication II)

1 1 1 考查 B127104

学年论文

(term paper)
2 2 2 考查 B127105

模拟审判

(mock trial)
3 3 3 考查 B127106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field work)
4 4 4 考查 B127107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paper )
10 15 10 考查 B127108

小计 27 32 2 1 2 2 3 3 4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法理学

（Jurisprudence）

法理学构成法学的意识形态、基础理论和一般方法论，统率着法

学专业的教学，型塑学生对法科的基本认知与观念，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本课程使学生理解法律的现象与本质，掌握法律产生、

发展、运行的基本规律，培养学生基本的法律意识与法律思维方

式，使学生开始形成法学学科独有的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认知方式，为各部门法的学习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法理学在法学体系中居于基础理论的地位，与其他的

部门法学课程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法理学与哲学、

政治学、历史学、逻辑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也

有着密切联系，站在法学学科发展的最前沿来反映、

吸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学

习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抽象和思维能力

和探索精神。

本门课程是法学专业其他专业课程的基础，因此建议

开设在第一学期。

中国法制史

（History of
Chinese

Legislation）

中国法制史是历史学与法学的一个交叉学科，研究中国有史以来

各个历史时期法律制度的本质、内容、体系、原则、特点和在社

会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和基本规律。学习中

国法制史，旨在帮助学生充实其法律专业知识，完善其法律知识

结构。学习中国法制史，以史为鉴，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

的法律文化，有利于促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制度建设。

本课程与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西方法律思

想史同属历史类学科，是培养学生对法律及法律历史

的初步认知的基础课。学生对法理学有基本认识的基

础上学习本课程会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有帮助，建议开

设在第二学期。

宪法

（Jurisprudence）

中国宪法学是中国法律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基础部分，是法学专业

的基础课。本课程根据宪法学科的学科体系以及课程教学安排的

实际需要，对授课内容作出如下安排：宪法的基本范畴；宪法基

本理论；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国家性质与国家形式；公民的基本

权利和义务总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分论；选举制度；国家

机构。导论及第一章帮助学生入门，起简单的引导作用。第二章

和第三章是学习作为法的一个部门的宪法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理

论和基本知识。从第四章起，讲述宪法所规范的具体内容。

《宪法》是法律专业的基础学科，在我国法学体系中

占有十分重要的主导地位。从宪法的地位来看，宪法

是母法，是根本大法，其它一切法律都必须依据宪法

而制定。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这就决定宪法

学在一定意义上带有法学基础课的性质，学好这门

课，对于学好其他法学课程是很有帮助的。建议开设

在第一学期。

民事诉讼法

（Civil Procedure
Law）

民事诉讼法学是一门关于民事诉讼法解释、适用的学科。它包括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民事诉讼各种具体制度，民事执行等内

容。从该课程的结构来看，可以分为总则和分则两大部分。总则

主要是民事诉讼法中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分则主要是各种具

体程序。本课程分为 22章，共计 56学时。民事诉讼法学是一门

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学习中应当注意理论问题与实践的结合。

该课程在内容中涉及到民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

民商法律课程的基础知识，同时还涉及到法理学、宪

法等课程有关内容。因此，掌握好先学课程的内容，

有助于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和理解。

建议开设在第四学期。

刑事诉讼法

（Criminal
Procedure Law）

《刑事诉讼法》是以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学等学科为先修前提的

法学学生的必修课程。 学习刑事诉讼法能使学生明确刑事诉讼

的目的和价值,提高人权保障意识；了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

基本制度；掌握刑事诉讼的一般程序性规定和法律针对某一诉讼

行为上的具体规定，为将来从事司法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通过理论与案例教学结合的方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提出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对现行法律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分

析，培养学生主动思考、勇于质疑和敢于挑战的精神。

《刑事诉讼法学》是以《证据法学》、《民事诉讼法

学》和《行政诉讼法学》为基础建立的一门独立学科。

它是法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是进行"三大"诉
讼活动的基础和核心。因此，《刑事诉讼法学》的学

习，必须同上述三门课程紧密结合，必须明确只有学

好《刑事诉讼法学》才能保证"三大"诉讼的顺利进行。

建议开设在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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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是一门主要调整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

领域关系的重要法律领域，它是具有悠久发展历史、主要调整国

家之间关系的法律原则和规则。国际公法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国

家利益，保障国际人权和私人利益，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具有重

要的地位。法学本科学生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其掌握国际关系的基

本法律准则，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力所能及地推动和促进国

际社会的法治。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应该是一种联系、互相渗透、

互相补充的关系。法理学是本门课程的先修课程，没

有系统的法理学知识作为基础，则本课程的学习将会

受到影响。国际法上的个人、国家责任、条约法相关

内容分别与民法、刑法、合同法有联系，需要具备这

几门先修课程的基础知识才能对国际法知识更好的

理解和运用。

建议开设在第五学期。

国际经济法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十六门主干课之一，也是一门新兴的具有边

缘性的独立学科。课程以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及其发展规

律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国际间有关商品和资本流通的各个环

节，包括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税收，以及国际经济交往中

发生争议的解决等法律问题。

该课程在内容中涉及到国际法、国际私法等专业课程

的基础知识，同时还涉及到合同、票据等民商事法律

制度和经济管理等国内经济法的有关内容。因此，掌

握好先学课程的内容，有助于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和理

解。

建议开设在第五学期。

国际私法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私法作为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一个法律部门，在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居于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尤其是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我国加入WTO后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

全面发展，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和理论研究工作必将面对更为发

达、更为复杂的涉外民商事关系，许多新的涉外法律问题需要加

以研究，许多传统的理论与制度也需要重新作出检讨。因而必须

深入加强国际私法的教学与研究，加强国际私法的课程建设。

从民法学角度看，国际私法学主要处理国际民商事法

律关系，是国内民法的延伸，因此和民法有着紧密的

联系。国际私法也称为国际民商法。同时，国际私法

学还涉及国际民商事争议或纠纷的处理，因此，与民

事诉讼法学关系密切，例如在涉外案件管辖权、国际

民事司法协助和国际商事仲裁方面等。另外，国际私

法在处理法律冲突问题时需要考虑不同国家立法管

辖权和司法管辖权的协调，以及外国人在内国的民事

法律地位等问题。这些需要以国际公法的有关知识为

基础。

建议开设在第六学期。

环境资源法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s

Law）

环境资源法要求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掌握环境法的基本知

识、基本原理和基本运用方法，熟悉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和标准；结合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考核环节主要集中在环境

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认识与反思、环境学的基本法律责任

以及对于我国环境法律运行机制的理解和分析等等。

该课程不仅涉及行政法、民法、刑法、国际法等法学

学科，而且还涉及环境科学、环境社会学、环境经济

学等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

建议开设在第六学期。

劳动法

（Labor Law）

《劳动法》是法学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课。本课程着重阐述劳动

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使学生了解劳动法的基本理念，了解、

掌握和运用劳动法律规范，提高学生对劳动法的实际应用能力，

提高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课堂教学注重传授给学生实用的方法

与技巧，案例实用，具有指导性，提高学生对劳动法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理念的应用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

劳动法在法学教育中有其特殊性，在于它的多学科交

叉的特点。它的基础理论除了一般法学的基础理论

外，还涉及一定的经济学、财政学、社会学、心理学、

行政学及社会调查的知识。因此要求学生应具有较丰

富、扎实的专业基础和知识背景。

本课程的法学先修课程为宪法、行政法和经济法，这

几门课程对于学生理解本课程内容有较大帮助。

建议开设在第五学期。

合同法

(Contract Law)

本课程属于应用性极为广泛的法学专业理论课程。在民法的债权

法部分中会涉及到合同法的内容，但并不深入和全面，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掌握合同的基础知识，掌握合同订立、履

行方面的规则，了解主要有名合同的相关内容，为熟练运用合同

法打下坚实的基础。

该课程属于民法学科的一个分支，以民法作为先修课

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合同理论及实务的理

解和掌握，并为今后学习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国际

经济法等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建议开设在第四学期。

模拟审判

（Mock trial）

《模拟审判》是实践性教学课程。开设本课程的目的在于具体的

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的模拟审判，使学生将三大诉讼法的基本

原理与具体的案件审理相结合，加深学生对有关程序法的准确理

解，使学生熟悉庭审的基本程序，锻炼学生在真实的环境里从事

法律实务的能力和技巧。

该课程在内容中涉及到民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和

刑法、行政法等实体法课程的基础知识，同时还涉及

到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程序法课

程有关内容。因此，掌握好先学课程的内容，有助于

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和理解。

建议开设在第六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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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文书写作

(Judicial
documents
writing )

司法文书写作是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选修课。它是一门具

有法律专业知识性质和特点的应用写作课。本课程主要包括基础

理论、侦查文书、检察文书、裁决文书、监狱法律文书、仲裁文

书、公证文书、诉状类文书等几个部分，通过教学使学生比较全

面的掌握制作法律文书的具体要求，适应法律实务工作需要，培

养和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比较熟练地写作各

种常用的法律文书，掌握公安机关法律文书、检察机

关法律文书、人民法院法律文书律师文书和各种诉状

类文书的内容、格式及其写作方法，因此说学生必须

对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律师法、

公证法、仲裁法较为熟悉，理解并掌握诉讼和非诉讼

纠纷解决的程序，因此，诉讼法等课程着重于讲解基

本理论和程序，而本课程则以实际写作练习为主。

本课程以学生完成刑法、民法等实体法及民事诉讼

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程序法为前

提，因此建议开设在第六学期。

律师实务

（The system and
practice of
lawyers）

律师实务是法学专业的实践类课程，是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之一。课程需要法学专业学生以学习完其他基础类课程和各部门

法课程为前提，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通过学习本课程，

学生可以掌握律师职业与执业的基本理论知识、诉讼与非诉讼业

务的基本技能与技巧，通过对实务案例的模拟实验，以及对律师

事务所的实务调研，可以对律师的基本业务流程和职业概况有基

本的认识，对于学生日后的就业择业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

本课程是法学本科专业必修课程之一，与法理学、宪

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

讼法、商法、经济法以及司法文书写作等相关课程有

着密切的联系。应该在学习了上述先导课程后开设本

课程。

建议开设在第七学期。

法学专业英语

（Legal
Language）

法学专业英语是一门法学与英语相结合的课程。本课程以英美法

为教学核心内容，主要包括英语法律术语、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

的比较、英美律师职业介绍、英美主要部门法等内容。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从原汁原味的法律英语角度去了解、体会英美法的基

本法律制度、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背景、司法系统构成及其常用

而重要的各部门法知识，学习法律英语词汇并了解其特点和词

源、辨其异同，掌握法律英语的常用基本句型，使学生具备阅读

法律专业文献的初步能力。

课程需要以完成法学基础类课程和各部门法课程的

学习为前提，并要求具有一定的英语基础。

建议开设在第七学期。

商业秘密法

（Trade secret
law）

商业秘密法是知识产权法领域的部门法之一，是重要的知识产权

保护内容。尤其对企业而言，商业秘密就是企业的生命，因此商

业秘密保护的水平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企业风险防控的水

平高低。通过对商业秘密法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关于商业秘

密的基础知识和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基本技能，进而逐渐培养形

成完善的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的基本意识和基本思路。

本课程是法学选修的一门专业课。它是为培养适应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要求的应

用型高等法律人才服务的。本课程应在完成教学计划

规定的法理学、民法学、经济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

课程之后开设。

建议开设在第五学期。

食品加工概论

( Food Processing
Introduction)

本课程为是法学专业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法方向本科生一

门重要的专业限选课程。其主要内容包括：食品热处理和杀菌，

食品的非热杀菌与除菌，食品的低温处理与保藏，食品的干燥，

食品浓缩和结晶，食品的微波处理，食品的辐照，食品的腌渍、

发酵和烟熏， 食品的化学保藏等，内容基本覆盖整个食物链，

包括原材料采收、贮运、加工、包装及食品流通过程，并尽量反

映食品科学技术的新进展。本课程理论教学以多媒体课堂教学为

主，结合课程实验和讨论、学生可利用网上资源进行自学和复习。

使学生能掌握生产工艺控制的理论，学会分析生产过程存在的技

术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食品加工概论》课程是法学专业食品质量与食品安

全法方向本科生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选修课程，也是

该方向学生需要学习的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理论的

基础。为学生将来学习《食品质量控制与法规》、《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等专业课奠定基础。

建议开设在第五学期。

民法(1)
（Civil law（1））

民法学属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掌握民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制度，培养学

生的民法理念、权利意识以及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解决民事问题

的能力，同时为商法、经济法、民事诉讼法等课程的学习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法学本科专业基础课程之一,是其他课程特

别是经济法、商法等课程的基础和前提。民法与刑法

等课程共同构建起法学专业的基本知识框架和理论

框架。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法理学和宪法，建议开设在第二

学期。

民法(2)
（Civil law（2））

民法（2）主要涉及民法下篇即分论部分，具体包括担保物权、

债权、人身权、继承权和民事责任等内容。通过学习，帮助学生

系统理解民法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加强对物权法、债法、人身权

法等调整民事主体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即民事责

任制度的掌握，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同时为商法、经济法、民事案例分析、民事诉讼法等课程的学习

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法学本科专业基础课程之一，是民事法学课

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

制史等基本法学课程和民法（1）之后开设的一门部

门法学。同时，本课程又为后期开设的合同法、知识

产权法、经济法、民事案例分析等课程奠定全面系统

的知识基石。

本课程是民法（1）的后续课程，以民法（1）的学习

为基础，建议开设在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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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1)
（Criminal law

(1)）

刑法（1）是刑法学上篇即总论部分，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

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门学科。其内容具体涉及到刑法概念、

特点，犯罪的概念、特点和构成要件，正当行为，共同犯罪，罪

数，刑事责任的基本原理，刑罚种类，刑罚裁量制度和执行制度。

通过学习，帮助学生系统把握刑法学，掌握犯罪的特征及构成要

素，能正确把握共同犯罪、犯罪停止形态及罪数等犯罪基本理论，

了解基本的量刑制度。

本课程是在宪法学、法理学等基础法学课程之后开设

的一门部门法学，同时，本课程又属于后期开设的刑

法（2）、犯罪心理学、刑事例分析和刑法前沿讲座

等其他刑事法学课程的基础课程，特别是进一步学

习、理解和研究具体罪刑规范的重要基础，为后续一

系列刑事法学学习奠定全面系统的知识基石。是刑事

法学课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建议开设在第二学期。

刑法(2)
（Criminal law

(2)）

刑法（2）是刑法学下篇即分论部分，是研究十大类罪规范及基

本原理的科学，是法学专业的专业核心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活

动，使学生能熟练掌握刑法学各罪名构成要件，认定标准，了解

基本的刑罚规定。培养运用刑法规范分析、解决实际案件问题的

能力，为毕业后能较好的适应刑事司法实际工作和有关理论研究

打下基础。

本课程是高等法学教育中一门重要的主干课程。是刑

事法学课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宪法学、法理学

等基本法学课程和刑法（1）之后开设的一门部门法

学，同时，本课程又属于后期开设的犯罪心理学、刑

事案例分析和刑法前沿讲座等其他刑事法学课程的

基础课程，为后续一系列刑事法学学习奠定全面系统

的知识基石。

建议开设在第三学期。

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al law）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是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开设的十四门主

干课之一，是针对普通高等学校的法学本科生开设的一门必修

课。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是调整行政关系以及监督行政关系的法

律规范的总称，它所涉及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公权力与私权利的

权利、义务界定和配置的问题，以及当私权利遭到违法不当公权

力侵害时的救济途径问题。因而，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离

不开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调整。

本门课程旨在让学生掌握一定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的基础

理论知识、相关的法律规

本门课程旨在让学生掌握一定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学的基础理论知识、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司法解

释，并在此基础上，让学生了解国内外行政法学与行

政诉讼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且从案例教学中掌握一

定的技术性、操作性知识。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法理学和宪法，建议开设在第三

学期。

商法

(Commercial
Law)

商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部门法之一，也是与

社会实践结合最紧密的一门课程。该课程是以介绍商事法律体系

和商事实务法律问题应对策略为主要内容的一门课程，是一个范

围广泛、综合性高、实务性强的法律学科。它与民法学、经济法

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

本课程建立在法理学及民法学等课程的理论基础上，

掌握好相关知识有利于本课程的学习和理解。同时本

课程是关于市场主体制度和组织制度的法学专业课，

是构筑法学知识体系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之一。

建议开设在第四学期。

知识产权法导论

（The general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知识产权法导论是一门双语教学课程，该课程要求学生通过该课

程的学习，一方面掌握知识产权法领域的英文专业词汇，另一方

面了解该领域的基本知识、基本原则，熟悉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

法律、法规；结合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考核环节主要集中在知识

产权的专业英文词汇，以及该学科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基本

法律责任等，为进一步深入学习知识产权法领域的后续课程打下

基础。

知识产权法的先修课程主要有法理学、民法学、刑法

学，行政法学。知识产权本身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

而知识产权法则是民法体系内的重要内容；但因其自

身具备受侵害范围广，侵害行为复杂等特征，使得对

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涉及到民事保护、行政保护乃至

刑事保护等多种法律措施。

建议开设在第三学期。

经济法

（Economic
Law）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本科的一门必修课程，也是法学专业十四门主

干课之一。通过学习，要求学生系统地掌握经济法的基本概念、

基本制度和基本理论，了解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市场运行、宏

观调控以及社会保障的有关法律制度，熟悉主要的经济法律、行

政法规，培养学生初步具有运用所学经济法律知识观察、分析、

处理有关经济法律实际问题的能力。

该课程在内容中涉及到民法、行政法等专业课程的基

础知识，因此，掌握好先学课程的内容，有助于对本

门课程的学习和理解。

建议开设在第四学期。

著作权法

（copyright Law）

著作权法是法学专业本科阶段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围绕着

知识产权法律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专业方向，本着加深专业基

础理论讲解和拓展实践技能的思路，著作权法课程教学一直在深

入理论和丰富实践两个角度努力尝试创新。该课程涉及到著作权

的独创性理论，作品的构成以及基本类型，著作权的相关权利体

系，著作权的主体类型、著作权的保护期限和权利限制，著作权

的侵权行为，邻接权体系等主要内。该课程体系完整，内容丰富

翔实，理论联系现实的情形颇多，和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联系比

较紧密。学生通过理论学习，能够对当前诸如盗版现象、网络版

权以及下载转载引用模仿等相关敏感的社会问题有了比较明确

科学的分析和认识。

本课程是法学本科专业特色课程之一，作为知识产权

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著作权法的学习需要具备法

理学、民法学及知识产权法总论的基础理论知识。著

作权法与商标权法、专利权法等共同构建起知识产权

法的基本知识、思维框架和方法框架。

建议开设在第五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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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

（Patent Law）

本课程是法学试点专业知识产权法方向的一门任意限修课，主要

讲解我国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大专利的主体、客体、申

请与授权以及具体的权利内容。

专利制度是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促进

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通过本课程学习，要

求学生熟悉我国专利法的主要内容，理解重点、难点条文，掌握

专利的授权条件和权利内容，知道专利的授权程序，并能初步制

作专利的申请文件，为学生将来从事知识产权的相关实务工作打

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课程内容中涉及民法和知识产权的基础知识，因此学

习本门课程之前应掌握民法和知识产权的基本理论。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民法和知识产权法导论，建议开

设在第五学期。

商标法

（Trademark
Law）

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

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重要支撑和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国际社会更加重视知识产

权，更加重视鼓励创新。与此同时，我国商标管理的法律法规体

系已基本健全。本课程将从商标的取得，商标的保护和商标国际

注册等九个方面讲解商标法理论和实务知识。

商标权法是知识产权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知识

产权三大法之一。因此，本课程是在学习知识产权法

导论后的必学内容之一。该课程涉及大量的法理学、

民法、知识产权法导论等专业课知识，尤其以知识产

权法导论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因此必须先修法理学、

民法、知识产权法导论等课程，并有较好的掌握。

建议开设在第六学期。

食品质量控制与

法规

( Food Quality
Control and Food

regulation)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法方向的专业方向

课程，处于教学的核心地位。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食品质量及

质量特性的特点，食品质量控制体系的内容；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的科学框架及分析步骤；卫生标准操作程序（SSOP）、良好操

作规范（GMP）、危害分析及关键控制点（HACCP）以及 5S
管理等重要的质量控制体系的含义、内容及原理；肉制品、乳制

品、水产品、饮料、罐头、速冻食品、焙烤食品、油炸食品以及

休闲食品等各类食品的安全控制关键技术；标准与法规的定义、

范围和关系（标准与法规间的关系及与质量管理体系等的关系）；

标准与法规的地位、分类与制定、监督与管理；食品标准与法规

的作用与意义（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监督管国内外贸易）；我

国的标准与法规（基础标准与法规、添加剂、粮油食品、糖果与

饮料、焙烤食品、肉乳食品等）；国际和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标准

与法规。基本涵盖了现行的食品质量控制体系和法规的所有内

容。

本本课程是在学生学完食品加工概论等课程后开

设的。是按照现代食品企业质量与安全管理的基本要

求，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介绍食品加工中

的安全控制问题。

建议开设在第五学期。

食品安全法（Food
Security law）

食品安全法是大学本科法学专业的选修课之一，食品安全法以

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为核心，围绕我国食品

安全法律体系展开讲解的部门法。食品安全法课程的主要内容包

括食品安全法的基本理论、食品安全监管法、食品安全标准法、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法、餐饮业食品安全法、清真食品安全法、转

基金食品安全法以及农产品可追溯制度组成。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学生可以系统的掌握国内外食品安全法律和基本机制，从而

拓宽学生视野，引导学生关注民生与社会热点问题，服务于立法

和司法实务工作。

学习本课程需要学生对法理学、民法学、经济法学、

刑法学等专业基础知识有一定的了解，本课程是其他

部门法基础知识的具体延伸，是民法、经济法学、法

理学等基础知识在食品安全法制这一领域的运用和

发展。

建议开设在第五学期。

广告法

( Advertisement
Law)

本课程是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法方向的专业方向课之一。广告监

管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本课程重点介绍我国广

告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广告道德要求的主要内容。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广告学的基本常识，掌握广告组织和管理的

基本原理和基本制度，熟悉我国现行广告法律、法规的主要内容

和要求，从而能正确认识现实生活中的广告问题，并能结合经济

法有关理论和法律规定，综合分析，作出基本准确的认定和判罚。

该课程涉及民法、经济法等专业课知识，尤其以经济

法理论和知识为基础，因此应先修民法、经济法等专

业课程。

建议开设在第六学期。

法律方法论

(Legal
methodology )

法律方法论是一门以案例为线索，以司法实践为导向的专业选修

课。法律方法论以法学理论为基础，侧重于法律操作的研究，而

后者又包括：法律发现、法律论证、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利益

衡量以及法律分析等。法律方法论有利于培养法科学生的逻辑思

维能力，引发学生的思考，深化对法律问题的认识，避免肤浅地

学习，也有利于塑造法律学生独有的专业性、批判性思维能力与

法律品格，可以帮助实务法律人就具体案件的情况作出符合法秩

序的决定。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对法律现

象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法理学应当是本课程的先修

课程，掌握本课程所讲授的法律方法论知识后，学生

可以将其运用到各个部门法具体的学习与实践中。本

课程讲授的原理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法律方法论其实

是为法学研究找到一个支撑点和一个分析问题、研究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起点。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法理学基础，建议开设在第二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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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经济学

(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法律经济学，是 20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交叉学科，该学科将法

律现象纳入经济学范畴进行考察，是当代经济学和法学中重要的

学术流派。学生通过学习掌握相关经济学知识，特别是微观经济

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法律的形成、结构、效果及未来发

展。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能够认识生活中的法经济学现象，明

确法律现象后面的法经济学原理，运用法经济学原理分析相应的

法律法规，从而学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法律现象，以适

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法律经济学对法律制度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覆盖了整

个法律领域，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惩罚理论

及其实践、立法和管制的理论及其实践；法律的实施

和司法管理实践；以及宪法、海事法、法理学等各个

方面。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法学理论基础知

识，并掌握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基本理论。本课程

学生对各个具体部门法加深理解和认知，能够掌握法

律制度背后隐藏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

建议开设在第四学期。

公司企业法

（Company Law）

公司企业法是商法学科中的核心内容，也是商法学的分支学科。

无论是商法，还是公司企业法，均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新设立

的学科。公司法学是研究公司法律的科学，是从法律的角度研究

公司如何设立、如何组织与管理、如何规范运行的科学。学习公

司法，帮助学生掌握公司组织的规律；学会对公司依法进行管理，

让公司组织最大限度地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通过授课培养学生们对公司法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逐步了

解公司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国计民生和社会生

活的重要作用及其学习公司法的必要性。通过学习，要求学生掌

握公司的基本理论及公司的各种类型，理解有关有限责任公司和

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要概念、内容以及《公司法》中的有关规定，

使学生既掌握公司法学的有关理论，同时也注重提高学生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是法学本科专业选修课之一,结合民法、商法

等专业课程的学习，与其他课程共同构建起法学专业

的基本知识框架和理论框架。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理

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具备完整的法学知识，具有重要

作用。

建议开设在第五学期。

电子商务法

（Electronic
Business Law）

本课程主要讨论了国际组织和一些发达国家在电子商务立法中

所表现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对电子邮件的相关法律问题、电子合

同的法律问题、电子签字的立法态度、电子商务的税收、域名和

版权问题进行介绍和评价。主要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其他

国家和组织的电子商务法方面，将来对于工作中的涉及到的电子

商务问题有相对比较清楚的法律认识。

电子商务是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革命。传统商务中

的许多法律制度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要求，为此，

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了一些相适应的法律法规。该课的开设，一

是为学生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已经出台的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二

是为学生思考与研究电子商务对我国法律的影响打下一定的基

础。

本课程是为法学专业的选修课程之一，要求学生应具

备比较扎实的民法、商法、经济法和合同法的相关理

论，并对电子商务有一定的了解。

建议开设在第六学期。

婚姻家庭法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婚姻家庭法学作为集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于一体的法学课程，

既是民商法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特色和

部门法学地位。婚姻家庭法调整的婚姻家庭关系是一种最广泛、

最普遍的社会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家庭关系日趋复杂，

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也很突

出。因此，学习、掌握婚姻家庭法学，对实现“应用型、复合型

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基础课之一，是法学专业知识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在学习专业的过程中必须掌

握的内容之一。该课程在内容中涉及到民法、刑法等

专业课程的基础知识：因此，掌握好先学课程的内容，

有助于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和理解。

建议开设在第五学期。

犯罪心理学

(criminal
psychology)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本科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属于法学专业学生

要掌握的一门课程，学生通过学习，一方面能够对犯罪心理的形

成和发展变化的原因极其规律有所了解，有效地预防、控制和减

少犯罪；另一方面，了解犯罪人在不同情境中的心理状态和不同

类型犯罪人的心理，为司法人员提供惩治和矫治罪犯等犯罪心理

对策的心理学依据和方法，增强在犯罪对策方面的业务能力。

犯罪心理学是本科法学专业中刑事法学课程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犯罪心理及心理对策的应用性

学科。通过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和刑法学学习，为理

解把握犯罪心理学原理奠定了理论基础，刑法学从规

范视角、犯罪心理学从心理学视角对犯罪进行了全面

理解，为进一步学习刑法前沿讲座，深入分析刑事法

学前沿问题、准确剖析刑事案例打下牢固的理论基

础，在整个刑事法学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作用。

本课程以法理学、宪法和刑法（1）为先修课程，建

议开设在第三学期。

侵权行为法

(Decre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侵权行为法是法学专业的选修课之一，主要研究侵权行为的认定

及其责任构成，其目的是使学生熟练掌握侵权行为法律制度的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和主要制度；接受法学思维和民法学实务的基

本训练；具有运用侵权行为法知识分析和解决侵权行为法律问题

的基本能力。

侵权行为法是我国民商法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通过

侵权法的理论和案例教学，使学生理解侵权法的基本

知识，掌握侵权法的基础理论，再此基础上，一方面

要使学生能熟练的运用侵权法知识来分析和解决实

务中与侵权有关的问题，另一方面拓宽学生关于侵权

法的知识面和理论视野，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

应先修民法、法理学等课程。

建议开设在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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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前沿讲座

(Civil Law
Seminar)

《民商法前沿讲座》是法学专业本科的一门选修课。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掌握民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制度，培养学

生的民法理念、权利意识以及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解决民事问题

的能力。

本课程是法学本科专业选修课程之一,与民法等课程

共同构建起法学专业的基本知识框架和理论框架。通

过学习，可巩固学生的民法、商法、经济法等课程的

专业理论，为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做好准备。应先修

民法、商法、经济法等课程。

建议开设在第六学期。

刑法前沿讲座

(Lecture on
frontier of

criminal law)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本科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主要讲授刑事法学

领域的学科前沿进展，分若干专题讲座。以拓宽学生知识面和视

野，了解相关学科的最新进展，培育创新精神和启发科研思路为

目的。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选修课之一，是刑事法学课程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学生智识的重要课程之

一。该课程以法理学、刑法学、犯罪心理学、刑事诉

讼法等专业课程知识为基础，通过对刑事法学前沿问

题的探讨，深化、拓宽和提升对前期学科知识学习，

同时，通过本课程学习，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加强科

研能力。

建议开设在第四学期。

法律伦理学

( Legal Ethics)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一门交叉复合类课程，也是一门新兴边缘

学科，属于理论法学范畴，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其特点是将伦理

学和法学相融合，探讨法律中的伦理学问题，构建科学的、合理

的学科理论体系，以拓展法学研究的视野，并运用法律以外的知

识解决法律的有关问题，为法律运行的良性循环创造有利条件。

我国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应当遵从伦理入法的历史规

律，在与世界法律制度接轨的同时，必须考虑我国特有的伦理因

素，寻找传统伦理与现代法律之间共通的精神，在中国传统伦理

的根基上承载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法律制度。对之进

行学习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课程是对学生前期学习的法理学和其他部门法的

内容的深入和拓展，帮助学生理解立法和司法的伦理

精神，解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提供一个

解决问题的思路，为学生将来的职业做好法学理论和

伦理道德的准备。因此，本课程在法学知识体系中具

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建议开设在第三学期。

法律思想史

(History of Legal
Thoughts)

西方法律思想史是法学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学科，它主要通过对

西方历史上法律思想的介绍，使学生对人类优秀法律思想的来龙

去脉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的较全面理解。为深入学习法学提供理

论基础。西方法律思想史是法律学科的一门历史学科，同时它也

是法律学科的一门理论学科。它所研究的是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

社会到 20世纪西方法学的主要观点，法学思潮以及各法学学派

发展的规律。

学习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一定法律基础知识，能够认

知和了解基本法律现象，并且具有一定的抽象与辩证

思维能力。本课程既属于法学学科中的基础课，也属

于理论课，既能为其他部门法的学习提供丰富的思想

资料和理论给养，能够使得学生更好的理解各项具体

的法律制度，深刻洞察法律制度背后的政治、经济、

文化根源。学好法律思想史，可以使学生对各部门法

的认识产生质的飞跃，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学习法

学专业的必由之路。

建议开设在第二学期。

民事案例分析

(Analysis of Civil
Case)

通过真实案件案情的介绍，培养学生对法律事实的定性能力；通

过对具体案件的处理，培养学生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分析能力；

通过民事具体案例的分析，培养学生处理综合性案件的能力。本

课程教学内容为：基本法学理论在具体案件处理中的运用；民事

案件的处理方式与技巧；综合性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行政附带

民事）的处理方式与技巧。实现实体法与程序法在司法实践中的

对接。

本课程是法学本科专业选修课程之一。其先导课程是

法理学、民法以及民事诉讼法。在具备了基础知识的

前提下，能够强化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建议开设在第五学期。

刑事案例分析

(The analyse of
criminal cases)

刑事案例分析属于我校专业任选课。是为提高学生对于刑法学理

论的综合运用能力而设置的，符合培养较强职业能力的应用型人

才，社会需求特别是以学生的需求为导向，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基点上，实行个性化教育的办学方向。本课程通过对社会上有较

大影响的案例进行讨论分析，采取互动式教学，培养学生在分析

刑事案例过程中的法律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将来的工作岗

位上能够力所能及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立。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学生的专业知识拓展课，与该专业

的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课程密切相关，是为了

使学生更好地运用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基本原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门实践性的

课程。

建议开设在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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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公司法比较

（Comparative
Corporate Law）

中外公司法比较是法学专业的选修课之一，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

性均很强的法学学科。作为商法学中非常重要的部门法，公司法

需要学生通过系统化的学习，掌握公司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

公司设立需要的法定条件和程序、公司权责分明相互制衡的组织

机构、公司股东权益维护、公司债券、公司股票的发行与转让、

公司的合并与分立、公司的解散、破产与清算等法律知识。

中外公司法比较除了具有传统法学的一般特点之外，还应突出其

技术性、应用性和国际性等特点，因此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吸收和

体现先进的现代教育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主体，注重启发学生思

考，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科研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对学科的兴趣，

既要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又要训练实务、科研能力，真正将法学

理论运用于实际。

本课程是法学本科专业基础课程之一,是以其他课程

特别是民法、法理学等课程为基础和前提。与民法、

刑法等课程共同构建起法学专业的基本知识框架和

理论框架。应先修民法、商法、公司企业法等课程。

建议开设在第六学期。

公务员备考方略

( Civil servants
test plan)

公务员备考方略是法学专业针对学生毕业需求开设的一门课程，

它是一个多元化，综合性很强的课程，以能力测验为目的，内容

庞杂涉及到文理经管法等诸多学科领域。本课程以试题演练讲解

为主，围绕着公务员考试的基础门类——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申

论、面试等三大领域，合理编排知识结构，讲解各种题型的解题

方法，通过题型解读分析，提炼出核心考点和基本思路，满足学

生们系统有针对性的开展复习的需求。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特色课之一，是为了提高法学毕

业生的公务员考试应试能力，拓宽法学毕业生的就业

渠道而专门设置，与其课程之间的联系不很紧密。

建议开设在第七学期。

企业知识产权战

略与企业策划及

管理

（Strateg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Enterprise）

本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课程，在学习法学基本理论

课程（如民法、商法）和知识产权法总论以及相关课程（如商标

法、专利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国内外企业特别

是中国企业的商标战略、专利战略、商业秘密保护战略、知识产

权资本运营战略等内容，可以检验学生法学知识掌握程度和考核

学生知识产权基础课程知识的理解和把握程度，培养和提高学生

在企业的语境中运用和分析知识产权知识和理论如何运用以解

决企业相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是以民法学和商法学知识相结合为基础，旨在

培养学生对知识产权总论、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

法等课程知识在企业中的运用能力为目的。

建议开设在第六学期。

知识产权案例分

析

( The analys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

知识产权案例分析是结合知识产权理论实施的案例教学课；是知

识产权理论的细化和在实践中的拓展；是民事案例教学体系中十

分重要的一部分。通过讲解知识产权案例分析，来明确知识产权

的法律性质，明确知识产权法的功能和中国知识产权的渊源，了

解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执法体系和法律服务机制。

本课程与前期学习的知识产权法导论、著作权法、专

利法、商标法、以及民法、合同法等课程密切相关。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运用相关法律知识进行知识

产权案例分析，拓宽知识面，为掌握法学知识打下比

较坚实的基础，了解当代知识产权案例处理的法律制

度及其发展趋势。

建议开设在第六学期。

知识产权诉讼

(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知识产权诉讼指在人民法院进行的，涉及知识产权的各种诉讼的

总称，包括知识产权民事诉讼、知识产权行政诉讼和知识产权刑

事诉讼。从这一角度讲，知识产权诉讼不是一类单独的诉讼类型，

其本质仍是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及刑事诉讼的总和。本课程围绕

着知识产权诉讼展开，重点讲解知识产权诉讼过程中所运用的规

则和形式，为学生进一步了解知识产权的实务，拓宽其知识产权

事务方面的视野，提升其相关的理论和实践能力打下基础。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基础课之一，是法学专业知识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在学习专业的过程中必须掌

握的内容之一。该课程在内容中涉及到知识产权法、

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专业课程的基础知识，因此，

掌握好先学课程的内容，有助于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和

理解。

建议开设在第七学期。

食品质量与安全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法方向本科生一门专业

选修课程，其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食品质量方面主要讲授食

品质量及质量特性的特点，食品质量控制体系的内容；食品安全

风险分析的科学框架及分析步骤；卫生标准操作程序（SSOP）、

良好操作规范（GMP）、危害分析及关键控制点（HACCP）等

重要的质量控制体系的含义、内容及原理。食品安全方面主要讲

授食品中的生物污染、化学污染；食品加工过程的安全性以及辐

照食品的安全性；生物毒素、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及饲料添加剂

的安全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食品质量及质量特性

的特点以及主要的质量控制体系，并使学生认识影响食品安全性

的生物、化学、物理三大危害的内容及控制措施。

本课程与其他专业课程密切相关，是法学专业食品质

量与食品安全法方向学生需要学习的食品质量与安

全专业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该课程以食品加工的相

关理论为基础，因此在学习该课程之前应掌握食品加

工的基础知识。

建议开设在第五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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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供应链管理

(Foo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食品供应链是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涉及将产品或服务提

供给最终用户活动的上游与下游企业所形成的网链结构。本课程

围绕供应链作出了全面阐述，为供应链管理人员提供一定的理论

参考，推动这一重要领域研究的发展。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法方向

学生需要学习的的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基础理论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课程从食品生产和流通的各个环

节阐述了食品生产、供应环节的品质、安全保障和消

费者购买策略、生产者选择策略等，结合了食品化学、

食品原料学、食品安全学、物流学等的理论基础，是

一门系统、综合的课程。

建议开设在第七学期。

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法方向本科学生的一门

重要的选修课，主要从食品安全危害因素的角度着手，介绍食品

安全危害控制的各项制度措施。具体包括：食品安全重点危害基

本知识；农产品、食品生产加工、食品流通、餐饮服务各环节的

重点危害、保障体系和危害控制措施；同时课程也介绍了我国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的体制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行政执法的步骤和

方法。要求学生掌握农产品、食品生产加工、食品流通、餐饮服

务中的保障体系和危害控制措施，掌握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

体制、法律体系构成、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责任和义务等等，了解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重点内容和方法。为学生毕业后在食品企

业、检测机构、监督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食品加工概论、食品质量控制与

法规，使学生具备基本的食品全程质量控制的原理和

方法。本课程主要从食品安全危害着手，介绍食品安

全危害控制的各项制度措施。掌握我国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的体制和法律依据，了解食品生产各环节的危害

控制措施，掌握农产品、食品生产加工、食品流通、

餐饮服务等的保障体系。

建议开设在第六学期。

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与追溯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nd
Traceability)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追溯》是法学专业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法

方向本科生一门重要的专业选修课程，是培养食品质量与食品安

全法方向专业人才的整体知识结构、综合素质和应用能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培养既懂食品安全理论又懂法的复合性专业的人才

的重要基础。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追溯是学生前期学习了食品加

工概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多门课程的基础上系统

学习新的内容，从而使学生专业知识体系得以完善和

深化。本课程与其他专业课程密切相关，是法学专业

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法方向学生需要学习的食品质

量与安全专业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建议开设在第七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学生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可冲抵《民事案例分析》、《刑事案例分析》、《知识产权案例分析》、《民法前沿讲座》、《刑法前沿讲

座》等专业任选课程学分，冲抵学分为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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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410T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备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科学理论、基本知识和较强的实践技能，基础扎实、知识面宽、

能力强、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能在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领域从事教学、鉴定、加工、改善、合成、贸易和资产评估等

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需要系统学习宝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掌握珠宝鉴定与评估、珠宝首饰设计与制作、珠宝营销与企业管理等方面必要的

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具备从事珠宝首饰鉴定、设计、加工、评估、

营销、管理、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具有良好的珠宝职业道德、坚定的追求卓越的态度、强烈的爱国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2、具有扎实的外语和计算机基础，掌握一定的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

3、掌握扎实的宝石学基础知识、珠宝鉴定基本理论，以及珠宝鉴定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具有珠宝首饰鉴定检测能力，以及独立进行

宝石学科学研究的能力；

4、掌握珠宝首饰评估基本知识和宝石鉴赏知识，具有珠宝首饰评估的基本能力；

5、掌握宝石加工、首饰设计、首饰制作工艺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珠宝首饰设计、生产加工的初步能力；

6、具备运用网络搜索工具等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本专业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能力，具备运用合适的绘图软件正确表达珠宝首饰产品的

能力；

7、具有良好的市场营销思维能力、产品策划与分析能力、珠宝企业管理系统的认知和管理能力；掌握珠宝市场消费者需求分析、设计

产品、广告策划、产品跟踪等过程，熟悉珠宝企业管理的基本流程；

8、能够正确理解和评价珠宝产业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以及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9、了解与珠宝首饰鉴定、生产、设计、研发、销售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承担的责任，能从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角度，

评价珠宝首饰产业产生的影响；

10、具有较好的组织管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合作的能力，具有一定的独立工作能力和创新精神；

11、具有良好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能够就珠宝专业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

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2、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

与沟通能

力

2.创新创

业精神

3.专业基

础知识

4.珠宝首

饰鉴定检

测能力

5.珠宝首

饰评估能

力

6.珠宝首

饰产品研

发能力

7.珠宝市

场营销能

力

8.珠宝企

业经营与

管理能力

9.实践与

科研能力

10.团队精

神与职业

素养

11.终身学

习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

形势与政策 √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 √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高等数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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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及分析化学 √

无机化学实验 √
分析化学实验 √

大学物理 √

大学物理实验 √
普通地质学 √

结晶学 √

矿物学 √
晶体光学及光性矿物

学
√

岩石学 √

工程制图 √ √
有机化学Ⅴ √

有机化学实验 √

物理化学 √
线性代数 √

仪器分析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电工学 √

宝石学 √ √ √ √ √

宝石仪器与鉴定 √ √ √
现代测试技术概论 √ √ √

宝石加工工艺学 √ √

钻石分级 √ √
首饰制作工艺学 √ √ √

珠宝专业英语 √ √

贵金属材料及检测 √ √ √ √ √
珠宝首饰设计 √ √

珠宝市场营销 √ √ √

电脑首饰设计 √ √
珠宝企业经营与管理 √ √ √

推销与谈判技巧 √ √ √ √

广告学 √ √ √ √
人工宝石学 √ √ √ √ √

珠宝首饰评估 √ √

中国玉器概论 √ √ √
宝石包裹体 √ √ √

销售管理 √ √ √ √

观赏石鉴赏 √ √ √
珠宝电子商务 √ √ √ √

消费者行为学 √ √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
工程训练 √ √

宝石鉴定综合实验 √ √ √ √ √

生产实习 √ √ √ √ √ √ √
毕业实习 √ √ √ √ √ √ √

毕业论文（设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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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特色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是地质学、材料学等学科交叉延伸的产物，有理科与工科双重特点。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基础理论，具备宝石与首饰材料、现代宝石材料加工和检测的基本理论，掌握珠宝首饰设计方法与加工工艺技术，具备珠宝首饰的鉴定

与检测能力，以及市场营销和经济管理的理论知识和能力，能在珠宝及材料工艺领域从事教学、科研、生产管理、商贸等工作的高级专

门人才。学生毕业后可在珠宝公司、宝石加工厂、质量技术监督局、银行、拍卖公司等单位从事与珠宝和材料工艺有关的商贸、鉴定、

加工制作、质量监督和检验、生产管理、科技开发等工作，也可以到高等院校或科研部门从事珠宝首饰和材料工艺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

作。

五、主干学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宝石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普通地质学、结晶学、矿物学、晶体光学及光性矿物学、岩石学、宝石学、宝石仪器与鉴定、钻石分级、宝石加工工艺学、

首饰制作工艺学、现代测试技术概论、珠宝专业英语、贵金属材料及检测、珠宝市场营销、珠宝企业经营与管理、珠宝首饰设计、电脑

首饰设计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结晶学（0.5学分/16学时）、矿物学（0.5学分/16学时）、晶体光学及光性矿物学（0.5学分/16学时）、岩石

学（0.5学分/16学时）、宝石学（1学分/32学时）、宝石仪器与鉴定（0.5学分/16学时）、现代测试技术概论（0.5学分/16学时）、

宝石加工工艺学（1学分/32学时）、钻石分级（1学分/32学时）、首饰制作工艺学（1.5学分/48学时）、珠宝首饰设计（1.5学分/48
学时）、珠宝市场营销（1学分/32学时）、电脑首饰设计（1.5学分/48学时）、珠宝企业经营与管理（1学分/32学时）、工程训练（2
学分/2周）、宝石鉴定综合实验（3学分/3周）、生产实习（4学分/4周）、毕业实习（4学分/4周）、毕业论文（设计）（10学分/15
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2 12 16 25 25 48

要求学时 2568+28周 840 128 584 192 344 480 28周 736+28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 20% 7.5% 10% 15.625% 15.625% 3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宝石学、首饰设计制作工艺学、珠宝市场营销、珠宝企业经营与管理等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备综合运

用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能够从事宝石鉴定和宝石学科学研究、珠宝首饰设计与制作、珠宝市场营销及企业经营

管理等工作，并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和创新意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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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Multi-media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6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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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Gemmology &
Materials Technology
Major）

1 16 1 考查 B0714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 632 0 48 160 13 10.5 11 4.5 2 0.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

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Ⅲ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0.7 24 0.7 考查 B043017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8 24 0.8 考查 B043005

大学物理Ⅱ

（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Ⅱ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Ⅱ）

1 32 1 考试 B117202

普通地质学

（General Geology）
2.5 40 2.5 考试 B078402

结晶学

（Crystallology）
2 24 16 2 考试 B078403

矿物学

（Mineralogy）
2 24 16 2 考试 B078404

晶体光学及光性矿物

学

（Crystal Optics and
Optical Mineral）

2.5 32 16 2.5 考试 B078405

岩石学

（Petrology）
3 40 16 3 考试 B078406

小计 32 440 144 0 0 9.7 4.8 11 6.5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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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有机化学Ⅴ

（Organic Chemistry
Ⅴ）

3 48 3 考试 B048032

有机化学实验Ⅲ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8018

物理化学Ⅱ

（Physical Chemistry
Ⅱ）

4 64 4 考试 B048014

线性代数Ⅱ

（linear algebraⅡ）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仪器分析Ⅱ

（Instrumental
AnalysisⅡ）

2 24 16 2 考试 B04800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Ⅱ）

2.5 40 2.5 考试 B118124

电工学Ⅱ

（Electrical
EngineeringⅡ）

3 40 16 3 考试 B028405

小计 21 296 64 16 6 7.5 4.5 3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宝石学

（Gemmology）
4.5 56 32 4.5 考试 B074407

宝石仪器与鉴定

（Gem Instruments
and Identification）

1.5 16 16 1.5 考试 B074408

现代测试技术概论

（The Technology of
Modern Analysis）

2.5 32 16 2.5 考试 B074409

宝石加工工艺学

（Gem Fashioning
Technology）

2 16 32 2 考试 B074410

钻石分级

（Diamond Grading）
1 32 1 考查 B074411

首饰制作工艺学

（Jewellery
Manufacturing）

2.5 16 48 2.5 考试 B074412

珠宝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Jewelry）

2 32 2 考试 B074413

小计 16 168 176 0 0 0 0 0 0 8.5 5.5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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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贵金属材料及检测

（Precious Metal
Materials and Testing）

2 32 2 考试 B075414

珠宝首饰设计

（Jewellery Design）
2.5 16 48 2.5 考试 B075415

珠宝市场营销

（Jewelry Marketing）
3 32 32 3 考试 B075416

电脑首饰设计

（Computer Aided
Jewelry Design）

1.5 48 1.5 考查 B075417

珠宝企业经营与管理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Jewelry Enterprise）

3 32 32 3 考试 B075418

小计 12 112 48 48 64 0 0 0 0 2 5.5 4.5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3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推销与谈判技巧

（Sells and
Negotiation Skills）

2 32 2 考试 B076419

广告学

（Advertising）
2.5 40 2.5 考试 B076420

人工宝石学

（Artificial Gem）
2 32 2 考试 B076421

珠宝首饰评估

（Evaluation of
Jewellery）

2 32 2 考试 B076422

中国玉器概论

（Introduction to Jade
of China）

2 32 2 考试 B076423

宝石包裹体

（Gemstone
Inclusion）

1.5 24 1.5 考试 B076424

销售管理

（Marketing
Management）

2.5 40 2.5 考试 B076425

观赏石鉴赏

（Appreciation of
View Stone）

2 32 2 考试 B076426

珠宝电子商务

（Electronic
Commerce of
Jewllery）

2.5 40 2.5 考试 B076427

消费者行为学

（Consumer
Behavior）

2 32 2 考试 B076428

小计 21 336 0 0 0 0 0 0 0 2.5 7.5 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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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Labor for The Collective
Welfare）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Training）
2 2 2 考查 B017102

宝石鉴定综合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Gem Identification）

3 3 3 考查 B077429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Practice）
4 4 4 考查 B077430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4 考查 B077431

毕业论文（设计）

（Graduation Thesis (Design)）
10 15 10 考查 B077432

小计 25 28（5） 2 2 3 4 4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

学科专业概

论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大一学生的一门通识教育必修课，为宝石及材料工艺

学专业的前导性课程，对学生了解自己所学专业的背景、课程设置、毕业生能力和素

质要求及未来工作去向起到引导性作用，引导学生逐步了解本学科专业并树立正确的

学习目标和努力方向。本课程将从材料学以及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两个方向向本专业学

生介绍本学科的发展以及专业概论方面的知识，使学生了解本专业的学习内容与未来

发展就业的方向。

修读该门课程建议为第 1学期。

普通地质学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主要讲授内容包括地质

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地球的圈层构造和物理性质，地质年代的划分和相

对地质年代表，风化作用，地面流水、海洋与湖泊、风、冰川的地质作用，构造运动

与地质构造，岩浆作用与变质作用，全球板块构造，以及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等。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地球的物理性质，动力地质作用的过程、性质、特征、

产物等，初步掌握地质学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初步学习与掌握地质工作的一般方

法，为矿物学、岩石学、宝石学等后续课程打下坚实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物理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

析化学、大学物理等课程，建议修

读学期为 3学期。

结晶学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主要讲授内容包括晶体的概

念、晶体的基本性质、晶体的宏观对称及投影、晶体定向和结晶符号、单形和聚形、

晶体内部构造的微观对称、晶体的生长、晶体的规则连生、晶体化学基本知识。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与专业有关的宝石的基本结晶学特征，为后续课程矿物学、

宝石学、宝石仪器与鉴定、宝石加工工艺学、钻石分级、人工宝石学等打下基础。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数学、物理学、

化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等

数学、大学物理、无机及分析化学，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矿物学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主要内容包括矿物总论和矿

物各论两大部分。矿物总论涉及矿物及矿物学的概念、矿物的化学成分、形态、物理

性质、成因产状、鉴定和研究方法、矿物的分类和命名。矿物各论包括自然元素大类、

硫化物及其类似化合物大类、氧化物和氢氧化物大类、含氧盐大类、卤化物大类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矿物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掌握宝石矿物

外表特征的肉眼鉴定（包括简易化学鉴定）方法。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地质学、结

晶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普通

地质学、结晶学，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3学期。

晶体光学及

光性矿物学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主要讲授内容包括晶体

光学基础、偏光显微镜的构造和使用、单偏光镜下的晶体光学性质、正交偏光镜间晶

体的光学性质、锥光镜下的晶体光学性质和透明矿物的系统鉴定、显微镜下矿片厚度、

矿物粒度与含量的测定、常见造岩矿物鉴定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得学生掌握与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物理学、地质

学、结晶学、矿物学等知识基础，

先修课程为大学物理、普通地质学、

结晶学、矿物学，建议修读学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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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有关的原料或宝石的基本结晶学特征及其在偏光显微镜下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为

后续课程岩石学基础、宝石仪器与鉴定、宝石学、宝石加工工艺学等课程打下坚实基

础。

第 4学期。

岩石学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主要讲授有关岩石学的基本

概念、岩石的地质产状、物质组成、结构构造、分类命名、各主要岩石类型的基本特

征，概略介绍岩石的形成方式、过程和基本成因。重点是使学生认识自然界中三大岩

类的主要岩石类型特征，学会岩石的鉴定和描述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

握与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有关的岩石学基本知识，有助于宝玉石原料的鉴定、宝玉

石矿床的认识，并为后续课程宝石学的学习打下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地质学、结

晶学、矿物学、晶体光学及光性矿

物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普通

地质学、结晶学、矿物学、晶体光

学及光性矿物学，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4学期。

宝石学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学生的必修专业核心课程。主要讲授内容包括宝石的

基本概念、分类和命名、宝石的价值及影响因素、宝石学研究方法和内容、宝石学的

发展简史及现状、宝石的基本特性、宝石鉴定的特点和步骤；以及各种常见珠宝玉石

和稀有宝石的基本性质、鉴别特征、优化处理方法，及其与相似宝石或合成宝石的鉴

别、经济评价、矿床成因类型和主要产地等。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宝石学的基本研究方

法，熟练掌握鉴定各种常见珠宝玉石及稀有宝石的原理和方法，通过观察测定宝石的

各种可靠鉴定数据，能鉴定未知宝石。毕业后用本课程所学知识，可从事珠宝鉴定、

珠宝贸易、评估等方面的工作。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地质学、结晶

学与矿物学、晶体光学、光性矿物

学、岩石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

为普通地质学、结晶学、矿物学、

晶体光学及光性矿物学、岩石学，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宝石仪器与

鉴定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是核心课程之一。主要讲授内容包括

宝石的鉴定特点和步骤，宝石常规鉴定仪器放大镜、显微镜、折射仪、反射仪、分光

镜、偏光镜、二色镜、滤色镜、紫外灯、热导仪及分析天平的构造、基本原理和在宝

石鉴定中的用途；各种宝石仪器的使用方法、操作步骤、使用注意事项。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熟练地掌握各种仪器的使用方法，掌握常见宝石的基本性质及鉴别方

法。为宝石学实验、宝石鉴定综合实验、钻石分级等实践课程打下基础。用本课程所

学知识，学生毕业后可从事珠宝鉴定方面的工作。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物理学、结晶

学与矿物学、晶体光学、光性矿物

学、岩石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

为结晶学、矿物学、晶体光学及光

性矿物学、岩石学，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5学期。

现代测试技

术概论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必修专业核心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有助于解决传

统宝石检测仪器所无法解决的某些疑难问题。主要教学内容包括：X射线荧光分析、

X射线衍射分析、电子显微分析、红外光谱分析、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激光拉曼光

谱、电子探针和阴极发光仪。本门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掌握现代测试分析技术

的基本原理、仪器结构，并且能够运用现代分析方法来鉴定珠宝玉石，培养学生对现

代测试技术的综合运用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物理、化学、

宝石学以及宝石仪器与鉴定等知识

基础，先修课程为大学物理、无机

及分析化学、宝石学、宝石仪器与

鉴定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宝石加工工

艺学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核心课。主要内容包括宝石加工工艺

学的性质与研究内容、我国宝石加工业发展趋势、宝石的选材和款式设计、宝石加工

工艺特点、加工设备和工艺材料、宝石加工基本方法和原理、凸面型和刻面型宝石加

工工艺、珠型和异型宝石加工工艺、首饰定义与分类、首饰品种类型、现代首饰和未

来发展趋势、首饰材料、首饰制作基本知识和原理，以及首饰的佩戴、保养等。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了解和掌握宝石加工的原理、方法及全部工艺过程，熟悉各种相

关仪器和设备；并通过实验课的学习和操作，可以初步掌握宝石加工工艺流程与基本

技法，从而为今后的工作、生产活动打下基础。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结晶学、晶体

光学及光性矿物学、以及宝石学等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结晶学、晶

体光学及光性矿物学、宝石学等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钻石分级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必修专业核心课。主要内容包括钻石的基本性质，

钻石 4C分级概述，钻石的颜色分级、钻石的净度分级、钻石的切工分级、钻石的质

量分级，钻石鉴定及优化处理以及钻石贸易与市场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利用 10倍宝石放大镜对钻石进行综合分级，为珠宝首饰评估等后续课程打下基础，

同时为将来毕业后从事珠宝商贸打下基础。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结晶学、矿物

学、晶体光学及光性矿物学、宝石

仪器与鉴定、宝石学等知识基础，

先修课程为结晶学、矿物学、晶体

光学及光性矿物学、宝石仪器与鉴

定、宝石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首饰制作工

艺学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核心课，属于应用性、操作性较强的课

程。珠宝首饰的制作是宝石材料转化为首饰成品的重要过程，课程核心是将珠宝成型

为首饰，与市场联系紧密。课堂以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形式开展。先对基本制作工具、

制作工艺进行介绍，在实践课时中引导学生自主完成首饰成品的设计制作。培养学生

对专业的兴趣、实践动手能力，为学生与市场接轨及以后的就业打下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宝石学、贵

金属材料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宝石学、贵金属材料及检测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珠宝专业英

语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必修专业核心课之一。该课程是结合宝石及材料工

艺学专业的科技英语，与专业内容配合密切，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本课程重点讲授专

业英语的特点、专业英语的翻译方法及技巧、外文文献阅读、珠宝营销口语、英文论

文写作等与宝石专业相关的英文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基本的专业英

语词汇；能准确地阅读和翻译一般的专业英语文献；较为正确地撰写论文摘要及简单

的科研文章；提高实际工作中的听说能力。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宝石学、宝石

的合成与优化处理、宝石加工、珠

宝评估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宝

石仪器与鉴定、宝石学、钻石分级、

宝石加工工艺学、珠宝首饰评估、

人工宝石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贵金属材料

及检测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为今后学习首饰制作工艺课程奠

定基础。该课程围绕贵金属材料的基本性质、工艺性能、鉴定检测这条线索展开，结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物理、化学、

结晶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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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生产实际重点讲授贵金属材料的基本性质、晶体学基础、贵金属材料的强化及热处

理技术、贵金属材料的工艺性能以及鉴定方法等内容，对于其它金属首饰材料及工艺

性能以及贵金属首饰电镀工艺学这部分内容简单讲述。

学物理、无机及分析化学、结晶学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珠宝首饰设

计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珠宝首饰效果图是首饰艺术在设计

阶段进行展示的主要手段，是首饰设计意图是否准确表达的关键，同时也是首饰制作

工艺的基础与前提。在珠宝行业，宝石材料需要制作成成品首饰进行最终的商品流通，

成为可以佩戴的首饰成品，在这一过程中，珠宝首饰设计是一项基础的工艺，具有灵

魂作用，将宝石的优势面通过合理设计展示，将宝石的缺陷通过优化设计进行修饰，

将珠宝材料最美的一面展示出来，本课程则是针对此进行开设的。主要以珠宝首饰设

计表现技法、珠宝首饰设计思维进行详细讲授，侧重于设计技能和珠宝首饰效果图手

绘表达的培养。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宝石学、贵

金属材料、首饰制作工艺等知识基

础，先修课程为宝石学、宝石加工

工艺学、首饰制作工艺学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珠宝市场营

销

该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一门专业方向课，同时也是该专业重要的职业能力课

程。以市场营销理论为基础，重点介绍珠宝首饰营销的基本理论、步骤和方法，是市

场营销理论与珠宝首饰营销的有机结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市场营销

基本理论，珠宝首饰营销过程、方法和技巧，珠宝首饰店堂营销以及珠宝首饰拍卖等

方面的内容，真正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珠宝首饰营销、珠宝企业的管理等工作打下坚实

的基础。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活学活用，切实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实现为行业

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目标。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宝石学、钻

石分级、宝石加工工艺学以及首饰

制作工艺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宝石学、钻石分级、宝石加工工艺

学以及首饰制作工艺学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电脑首饰设

计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主要内容是通过 Jewel CAD软件进

行首饰设计。效果图是首饰艺术在设计阶段进行展示的主要手段，是首饰设计意图是

否准确表达的关键。电脑首饰设计是通过电脑进行辅助的首饰设计，用专业软件可以

设计出任意造型的首饰，还可以用快速成型设备将电脑设计出来的作品直接加工成蜡

模或者树脂模，再制作成品首饰。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珠宝首饰手绘、

首饰制作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首饰制作工艺学、珠宝首饰设计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珠宝企业经

营与管理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宝石及材料工艺专业的学生毕业后

将从事珠宝相关的行业工作，本行业与市场息息相关，珠宝企业的发展与其他行业的

企业有相似点，也有独特的性质，本课程针对企业管理的基本特性、企业文化、企业

创办、日常经营、综合管理进行讲授，结合案例进行分析，培养学生的经营管理思维

与能力。本课程着重培养学生在未来工作中的竞争力，课堂主要从概念与案例为主切

入知识点，辅助课堂讨论与案例互动分析，在学生充分理解所涉及的概念和知识点的

基础上，结合实际案例接口珠宝企业真实的经营与管理，以此培养学生的珠宝企业经

营管理才能。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宝石学、珠

宝市场营销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

为宝石学、珠宝首饰评估、珠宝市

场营销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推销与谈判

技巧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主要对商务谈判的基本理论、商务

谈判的组织与管理、商务谈判的程序、商务谈判技巧及策略的运用、商务谈判基本礼

仪、国际商务谈判、推销概论、推销人员及组织管理、推销沟通管理、推销程序管理

的基本知识以及实际应用过程中的技巧及方法进行系统阐述和归纳。课程内容中结合

学习导读、学习目标、职业指引等指南来引导学生学习相关知识，配合情境训练来提

升实际能力，课堂安排相应的思考题目、案例分析等来巩固理论知识，三位一体的学

习系统旨在帮助学生提高商务谈判及推销技能。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宝石学、营

销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宝石

学、珠宝首饰评估、珠宝市场营销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广告学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是珠宝行业中极为重要的理论基

础与实践应用课程。课程中系统介绍广告基础理论和主要实务，并训练学生综合应用

这些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能力。课程主要涉及广告概述、广告的起源与发展、广告

基本原理、现代广告业、广告运作规律、广告信息、广告媒介策略、报纸媒介经营、

广告效果测定等基础理论，引导学生从广告整体理论角度入手，研究广告运作的调查、

策划、创意、设计与制作、媒体运作、效果评估等一系列环节的基础理论知识；分为

广告主体论、广告媒体论、广告受众论等三个部分，并涉及广告活动的起源与发展，

广告市场实践行为的具体现象研究及分析。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宝石学、贵

金属材料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宝石学、贵金属材料及检测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人工宝石学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包含两部分内容：宝石的合成主

要讲授晶体生长理论基础、常见的宝石合成方法及其鉴定特征，并涉及各种合成方法

的原理、设备及工艺；宝石的优化处理部分主要涉及颜色理论、宝石优化处理的主要

类型和特征，并涉及各种优化处理方法的原理、设备及工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掌握宝石合成与优化处理的基本概念、分类及定名规则；了解国内外宝石合成与

优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了解晶体生长的理论；掌握常见宝石的合成与优化方法以及

合成与优化处理宝石的鉴定特征。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物理、化学、

晶体学、矿物岩石学、宝石学等知

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及分

析化学、大学物理、结晶学、矿物

学、岩石学、宝石学，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珠宝首饰评

估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熟知珠宝

评估的原理和方法，了解各主要宝石、玉石、有机宝石、贵金属首饰、古董首饰和观

赏石的品质评价要素和估价方法等内容。为今后从事珠宝首饰的鉴赏、评估和营销等

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本课程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掌握珠宝首饰评估的原理和方法。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宝石学、贵

金属材料及检测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宝石学、钻石分级、宝石仪

器与鉴定、贵金属材料及检测等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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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玉器概

论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任选课，目的是向学生普及中国玉石

相关的鉴定、评估、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使学生对中国的玉器基本知识有一个

比较系统、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主要通过介绍玉器的基本知识、发展历史、玉器的雕

琢工艺技术、玉器的主要原料、玉器鉴赏及玉文化等多方面系统的知识，让学生全面

的了解玉器七千年的光辉历史。培养学生对传统玉器文化的兴趣，弘扬中华民族传统

玉文化，同时提高学生对玉器的鉴赏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宝石学、珠

宝首饰设计制作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宝石学、首饰制作工艺学、

珠宝首饰设计等课程，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宝石包裹体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主要介绍宝石包裹体的分类、特

征、成因知识，并介绍宝石包裹体在宝石的鉴定、宝石矿床的成因研究、宝石优化处

理、宝石合成中的应用。通过观察研究宝石中的包裹体特征，可以对宝石的成因、产

地、鉴定、指导找矿、合成条件、加工工艺、评估分级等众多方面有更深入的了解，

更全面地向学生介绍本专业的相关知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宝石学、结

晶与矿物学、地质学等知识基础，

先修课程为宝石学、宝石仪器与鉴

定、结晶学、矿物学、普通地质学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销售管理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是建立在市场营销学、行为科学、

现代管理理论和技术基础上的应用科学。旨在指导学生进行深入调查与实践，学习销

售和销售管理的基本理论、销售组织的构建、销售区域管理、销售目标与销售计划管

理、销售配额与销售预算管理、销售过程管理、销售客户与销售渠道管理、销售信息

管理、销售评估管理以及销售管理的新趋势等内容。在分析销售和销售管理理论知识

时，既注重深度，又力求系统和创新。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企业经营管理、

营销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珠宝

企业经营与管理、珠宝市场营销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观赏石鉴赏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不同类

型观赏石的异同之处，掌握其开采、使用特点等基本知识，进而根据不同品种观赏石

的加工、制作、鉴赏，推知不同观赏石的加工能力所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

平，人们的审美观点以及反映出的当时社会的风俗、文化背景。课程不仅为了培养学

生在掌握一定基础知识前提下的独立思考能力，也旨在培养学生观察、鉴赏、价值评

估等技能，从而深入地了解观赏石作为文化载体的重要意义。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宝石学、地质学、

珠宝首饰评估等知识基础，先修课

程为普通地质学、宝石学、结晶学、

矿物学、珠宝首饰评估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珠宝电子商

务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要求学生从应用与管理的角度学

习珠宝电子商务知识，课程针对电子商务专业以及其他经济管理类专业大学生的特

点，按照电子商务知识体系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全方位的内容整合。知识点覆盖了教

育部电子商务专业知识体系的导引部分，着重针对珠宝领域的核心部分进行讲解。除

基本知识外，还配有相关的引导案例、素质拓展，全面提升学生对电子商务的理解和

应用。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宝石学、企业经

营管理、市场营销等知识基础，先

修课程为宝石学、珠宝企业经营与

管理、珠宝市场营销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消费者行为

学

本课程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主要关注社会化媒体对消费者行

为的深刻影响，研究新的网络环境下出现的新消费者行为特征，解析国内最新的热点

营销和消费事件，关注社会化媒体对消费者行为的深刻影响。课程讲授中着重引用本

土案例，选取近年来的热点营销和消费事件，注重向学生讲授消费者的亲身体验，以

充分反映营销中的关键趋势及其对消费者行为的具体影响。研究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个

体、心理和环境因素，课程的结构、内容安排、思考题和实践活动题，体现了实用性、

新颖性和前瞻性的要求。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宝石学、市场营

销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推销与

谈判技巧、珠宝市场营销、珠宝首

饰评估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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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403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材料工业发展的需要，具备材料化学相关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国际视野，较强的技术开发精神，强烈创新意识的

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学生毕业后适宜到材料化学相关的企业、事业、科研院所、高校、行政部门等单位从事技术开发，应用研究，生产

技术的管理、教学等工作。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学好数学、物理基础知识的基础上，主要学习材料与化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接受科学思维和科学实

验方面的基本训练，具备运用化学和材料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实验技能进行材料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基本能力。具体应获得以下几

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掌握材料学科及相关数学、物理和化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 掌握材料制备（合成）、材料加工、材料结构与性能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实验技能；

3. 了解材料化学领域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最新发展动态以及材料科学与工程产业的发展状况；具有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竞争与合

作的初步能力；

4. 熟悉国家关于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科技开发及相关产业的政策，国内外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5. 掌握中外文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专业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

6. 具有一定的实验设计、优化实验条件、科学处理实验结果、撰写科学论文，参与学术交流的能力；

7. 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8. 了解相近专业及基本的人文社科知识，具备较宽的知识面和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具有良好的从事实际工作的心理准备。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职业规

范

2.问题分

析

3.工程知

识

4.使用现

代工具

5.设计/开
发解决方

案

6. 专业方

向知识

7.环境和

可持续发

展

8.终身学

习
9.沟通

10.个人和

团队

11.工程

与社会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形势与政策 √ √
大学英语 √ √

体育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信息检索 √

程序设计基础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 √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

高等数学Ⅱ √ √

线性代数Ⅱ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 √

大学物理Ⅱ √ √

大学物理实验Ⅱ √ √

无极及分析化学 √ √

无机化学实验Ⅲ √ √

分析化学实验 √ √

有机化学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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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实验Ⅲ √ √

物理化学Ⅱ √ √
物理化学实验Ⅲ √ √

晶体学基础 √

工程制图 √
电工学Ⅱ √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

复合材料学 √
化工原理Ⅳ √

材料合成与制备实验 √ √

材料科学基础 √ √
材料化学 √ √

材料测试技术 √ √

电化学基础 √ √
太阳能电池原理与应用 √ √

锂离子电池材料与技术 √ √

半导体物理 √ √
材料物理性能 √ √

粉体材料 √ √

材料成型工艺 √ √
材料表面与界面 √ √

材料物理性能 √ √

纳米结构与纳米材料 √
专业英语（材化） √ √

先进材料导论 √

固体发光材料 √
谱学导论 √

材料腐蚀与防护 √

配位化学 √
生态环境材料 √

功能材料 √

先进电池材料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 √

安全教育 √ √ √
社会实践 √ √ √

工程训练 √ √ √

专业综合实验 √ √ √
研究创新型实验 √ √ √ √

毕业实习 √ √ √ √

毕业论文 √ √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强调材料科学和化学相关的基础知识的学习，在此基础上系统学习掌握材料原理与制备工艺技术，在材料合成、制备与分析及新能

源材料方向上运用这些知识与技能提高材料的性能和开发新材料。

五、主干学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无机及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大学物理；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化学；材料结构与性能；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晶体学基础；材料

力学性能；材料成型工艺；半导体物理；粉体材料；无机材料测试技术；电化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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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5 13 12 25 25 49.5

要求学时 2616+35周 840 128 632 288 248 480 35周 784+35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00% 21.875% 8.125% 7.50% 15.625% 15.625% 30.9375%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各教学环节，修满专业规定的最低学分，准予毕业。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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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713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48 160 13 10.5 11 4.5 2 0.5 0.5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一年

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线性代数Ⅱ

(Linear AlgebraⅡ)
2.5 40 2.5 考试 B113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Ⅱ)
2.5 40 2.5 考试 B113124

大学物理Ⅱ

（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Ⅱ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II）
1 32 1 考查 B117202

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Ⅲ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0.75 24 0.75 考查 B04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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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75 24 0.75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Ⅱ

（Organic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3013

有机化学实验Ⅲ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8

物理化学Ⅱ

（Physical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3014

物理化学实验Ⅲ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9

小计 35 488 144 9.75 8.75 12 4.5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3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晶体学基础

（Crystallology）
2 24 16 2 考试 B078301

仪器分析Ⅱ

（Instrumental Analysis Ⅱ）
2 24 16 2 考试 B048009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电工学Ⅱ

（Electrical EngineeringⅡ）
3 40 16 3 考试 B0284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Polymer Chemical and
Physics）

3 32 32 3 考试 B078302

复合材料学

（Composite Materials）
3 32 32 3 考试 B078303

化工原理Ⅳ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V）

4.5 64 16 4.5 考试 B048008

材料合成与制备实验

（Synthesis and Preparation of
Materials）

2 64 2 考查 B078304

小计 22.5 256 192 16 3 2 8.5 3 6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材料科学基础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6 72 48 6 考试 B074301

材料化学

（Materials Chemistry）
3 32 32 3 考试 B074302

材料测试技术

（Inspection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 of Materials）

3 32 32 3 考试 B074303

小计 12 136 112 3 9

34
34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电化学基础（Electrochemical
Fundamentals）

2 16 32 2 考试 B075301

太阳能电池原理与应用

（Fundamental and Application
of Solar Cells）

2 16 32 2 考试 B075302

锂离子电池材料与技术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of
Lithium-ion Batteries）

2 16 32 2 考试 B075303

半导体物理

（Semiconductor Physics）
2 16 32 2 考试 B075304

材料结构与性能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3 32 32 3 考试 B075305

小计 11 96 160 8 3

方向

二

粉体材料

（Powder Materials）
3 32 32 3 考试 B075306

材料成型工艺

（Molding Technology of
Materials）

3 16 64 3 考试 B075307

材料表面与界面

（Material Surface and Interface
Chemistry）

2 16 32 2 考试 B075308

材料结构与性能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3 32 32 3 考试 B075305

小计 11 96 160 8 3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纳米结构与纳米材料

（Nanostructure and
Nanomaterials）

2 32 2 考试 B076301

专业英语（材化）

（Special English of Material
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76302

先进材料导论

（Instruction of Advanced
Materials）

2 32 2 考试 B076303

固体发光材料

（Solid Luminescent Material）
2 32 2 考试 B076304

谱学导论

（Introduction of Spectroscopy）
2 32 2 考查 B076305

材料腐蚀与防护

（Corrosion and Protection of
Materials）

2 32 2 考查 B076306

配位化学

（Coordination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7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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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材料

（Ecomaterials Science）
2 32 2 考查 B076308

功能材料

（Functional Materials）
2 32 2 考查 B076309

先进电池材料

（Advanced Battery and Cell
Materials）

2 32 2 考查 B076310

小计 20 320 8 12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eer Labour）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7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Practice）
2 （2） 2 考查 B017102

专业综合实验

（Speciality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3 （3） 3 考查 B077301

研究创新型实验 4 （4） 4 考查 B077302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4 考查 B077303

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project
（Dissertation）

10 （15） 10 考查 B077304

小计 25 35 2 2 3 4 14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本课程为通识教育课程，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能够了解材

料化学学科内涵、基本概念以及相关理论等内容，能够总体把握材料化学、

新能源材料、材料制备、材料检测等的相关知识，从而使学生系统掌握材

料科学与工程的基本内涵、研究对象和主要作用，牢固树立材料与新技术

革命，材料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材料与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密切相关

的观念，明确专业学习的目的与意义，为后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

作好必要的“入门”准备。

本课程在大一新生开学后进行讲授，主

要引导新生对所学专业及学科进行初

步认识，为其它课程做铺垫。建议修读

学期第一学期。

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科学基础课程为理工科高等学校材料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本

课程将系统、全面地介绍材料基础理论知识，诸如材料的结合键、材料的

晶体结构、晶体结构缺陷、材料的相结构与相图、材料的凝固、材料中的

扩散，材料的塑性变形，相变，烧结等。本课程着眼于材料基本问题，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和复合材料

的共性以及一些主要材料的特性，熟悉材料的组织结构在不同外界状态下

的变化规律及对材料性能的影响，了解材料科学的进展，为正确选择研究

材料并进一步设计和制备新型材料打下良好的基础。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物理化学、

大学物理、材料化学。建议修读学期第

四学期或第五学期。

材料化学

《材料化学》是材料化学专业的基础课、必修课。课程由两部分内容构成，

分别是晶体化学基础部分和材料制备化学部分。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

能够理解、掌握晶体化学的基本理论；熟悉材料化学制备原理及工艺；具

备从基本理论出发进行材料设计、运用化学新概念进行材料制备及改性创

新的能力，为从事材料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大学物理。建议修读学期第

四或第五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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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测试技术

本课程系材料化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材料分析

测试方法的基本原理，了解各种分析仪器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并对各

种分析仪器在材料分析研究中的应用有个基本了解，以培养学生使用分析

测试方法为今后从事材料专业的研究和生产奠定必要的基础。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材料结构与性能，

材料科学基础。建议修读学期第四学期

或第五学期。

电化学基础

《电化学基础》是材料化学专业的一门专业主干课程，课程的教学任务与

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电极/溶液界面理论、电极过程、电化学热力学、电化

学动力学和电化学测试方法等相关知识及应用，扩大专业知识面，为将来

从事生产、技术工作打下初步基础。

学习本课程前，应已修完物理化学、大

学物理、无机及分析化学。其中电化学

热力学测量方法在物理化学教材中多

有涉及因此略讲。学习完本课程后学生

可进一步选修固体电解质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第五或第六学期。

太阳能电池原理与应用

《太阳能电池原理与应用》是研究太阳能电池的结构和设计，以及结构、

设计与性能之间关系的一门专业理论课。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学习半导

体基础理论及光伏电池的基本原理。结合该领域的进展，全面深入地学习

了常规晶体硅电池，CIGS电池，硅基薄膜电池，染料敏化电池，有机电

池等各种不同薄膜电池的光伏材料、电池结构及其工艺特色和技术发展。

掌握光伏应用电力系统，常规应用及应用示例外，还从发展角度了解了微

电子学在未来能源领域中开发应用的途径。本课程是新能源材料领域综合

和前沿知识的论述，突出太阳能电池领域涉及的方方面面，有助于推动新

能源学科的发展，促进新能源技术与工程的研究。

本课程的前修课程是高等数学 ( 含线

性代数 ) 、大学物理、固体物理、无机

化学、有机化学、新能源材料等课程。

这几门前修课程将为本课程的学习建

立必要的数学、物理、化学、材料制备

方法基础。

本课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也是属于目

前热门的新能源材料。紧密联系材料科

学基础、材料化学、电化学基础、半导

体物理等课程，即可加深学生对材料科

学基础、材料化学等课程的理解及领

悟，又可引导学生学习电化学基础、半

导体物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第五或

第六学期。

锂离子电池材料与技术

本课程主要介绍锂离子电池的工作原理、电极材料的结构和性能、锂离子

电池设计和制造技术。培养学生具备锂离子电池材料专业的科学理论、基

本知识和较强的实践技能。

本课程以物理化学、材料化学、材料物

理、无机材料科学基础等课程为基础，

进一步让学生深入学习相关基础知识

在锂离子电池当中的应用。建议修读学

期第五或第六学期。

半导体物理

半导体物理学是研究半导体物理性质及其普遍规律的一门学科，是材料物

理专业的一门选修课。学习该课程，将使学生全面地了解并掌握半导体物

理的基础知识；比较详细地了解半导体中载流子的统计分布、半导体的导

电性、非平衡载流子、半导体表面及接触界面特性、半导体的光电效应等；

将使学生了解综合半导体的热电、磁电、压阻等物理效应；了解低维半导

体物理前沿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本课程的学习将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工

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先修课程：固体物理、量子力学、统计

物理。建议修读学期第五或第六学期。

材料结构与性能

本课程是材料化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本课程的任务是为其

它专业课提供物质结构、微观粒子运动及相互作用和材料物理性能与应用

知识，并为今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时能预测和理解材料的技能、制作及发

明有用的材料打下良好的基础。本课程的目标：是使学生了解材料的结构、

物质组成粒子之间相互作用及运动规律和物理性能，从而让学生在材料结

构上（晶体结构和原子结构）理解有关材料的性能及用途。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物理化学、大学

物理和材料科学基础。建议修读学期第

五或第六学期。

粉体材料

《粉体材料》为材料化学专业的课程之一，为必修课程。本门课程以粉体

的性质与表征、制备和处理为主线，系统介绍粉体的几何形态、填充等基

本性质；破碎与粉磨、分级与分离、粉体的表面修饰、输送与计量等粉体

制备和处理中各种单元操作的基本理论。同时介绍相关机械设备的构造、

工作原理等。对粉体材料领域中最新理论成果及发展动态也作了研究和探

索。为学生将来从事粉末材料、粉体工程领域的生产、科研打下坚实的理

论基础。

《粉体材料》为材料化学专业的一门必

修课程，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先修课

程有《材料化学》、《材料合成与制备

实验》等，其中的制备方法以及合成的

样品以粉体材料为主，后续课程有对材

料进行加工，表征、性能测试等的《材

料成型工艺》及《材料结构与性能》。

建议修读学期第五或第六学期。

材料成型工艺

本课程是材料化学专业材料制备及分析专业方向专业课程。主要讲授无机

非金属材料、金属材

料、高分子材料及复合材料成型的基本原理和工艺过程。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以上材料成型工艺基本内容，为毕业设计及将来从

事专业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本课程以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化学、高

分子化学与物理为主要先修课程，在以

上课程基础上进行材料成型工艺的学

习，在学习完本课程及经过专业综合实

验训练以后，方能顺利进行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建议修读学期第六或第

七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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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表面与界面化学

本课程主要给学生讲述液体、固体及固-液的表界面，理解表面化学的四

大定理、表面活性剂；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表面与界面的基本概念，掌握

基本的热力学知识，了解材料 表面与界面在材料中的重要性。能够运用

所学知识初步分析高分子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和金属材料表界面性能，

了解材料改性的基本原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液体、

固体及固-液的表界面，理解表面化学的

四大定理、表面活性剂；通过学习使学

生掌握表面与界面的基本概念，掌握基

本的热力学知识，了解材料 表面与界

面在材料中的重要性。能够运用所学知

识初步分析高分子材料、无机非金属材

料和金属材料表界面性能，了解材料改

性的基本原理。建议修读学期第五或第

六学期。

纳米结构与纳米材料

本课程主要讲授纳米材料的基本概念与性质、制备纳米粒子的物理和化学

方法、纳米薄膜材料、纳米固体材料、纳米复合材料等，其目的是使学生

掌握各种纳米材料的性能和制备工艺，为正确选择各种纳米材料的制备工

艺提供依据，同时也为研究新材料、新性能、新工艺打下理论基础。

本课程是材料化学专业选修课。本课程

涉及材料的结构、制备、显微分析与性

能的知识，所以大学物理、材料科学基

础以及现代材料测试技术等课程应是

它的先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第七或第

八学期。

《专业英语》（材化）

本课程是针对材料化学专业学生在学完公共英语课和专业课后开设的一

门选修课程，主要目的是通过学习与专业相关的英语知识后，能较熟练地

阅读专业文献，为毕业论文（设计）或今后从事专业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大致了解专业英语的文章的结构、词汇、写

作方法及其与公共英语的异同点。掌握材料专业常用的英语词汇，能较顺

利地阅读、理解和翻译有关的科技英文文献和资料并掌握英文论文的书写

格式及英文论文摘要的写作技巧，从而使学生进一步提高英语能力，并能

在今后的生产实践中有意识地利用所学知识，通过阅读最新的专业英语文

献，能跟踪学科的发展动态，同时能与外国专家进行交流，为从事创新性

的工作打下基础。通过文献检索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文献检索的基本知

识，了解计算机检索方法，经过文献检索的实践训练，掌握多方面的文献

检索技能，并初步具有独立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具体工作当中所遇专业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的前修课程是 大学英语、大学

物理、材料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等课程。这几门前修课程将为本课程的

学习建立必要的英语、数学、物理、化

学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第六或第七学

期。

先进材料导论

《先进材料导论》是材料化学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程，课程的教学任务

与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先进材料领域相关研究前沿、应用及发展动态，扩大

知识面，为将来从事生产、技术工作时掌握先进思想形成科学思路奠定基

础。

学习本课程前，应已学完物理化学、材

料科学基础、材料结构与性能、半导体

物理等课程。课程内容组织中避免与复

合材料、锂离子电池材料与技术、固体

发光材料和新型储能材料的重复，因此

略讲。学习完本课程后学生可进一步选

修固体发光材料和新型储能材料。建议

修读学期第六或第七学期。

固体发光材料

固体发光是固体光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物体将吸收的能量转化为

光辐射的过程。它主要包括：光致发光、阴极射线发光、高能射线发光、

电致发光和生物发光等。固体发光有很多重要的应用，例如：照明光源、

阴极射线等各种发光显示器、高密度光存储材料、核辐射探测等。

通过发光学与发光材料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发光的定义及分类、掌握发光

基本物理过程及现象，对半导体发光、分立中心发光、特殊结构物质的发

光有所了解，了解发光在照明、灯源、显示、探测领域的应用，了解发光

材料制备、表征、测量、分析的基本方法。同时还要对目前国内外发光材

料领域研究与应用的新成果及今后该领域的发展趋势有一定的了解，并能

理论联系实际，为发光材料进一步研究、开发、利用奠定坚实的基础，同

时也为学习后续的其他专业课奠定基础

先修课程：固体物理、量子力学、无机

化学、材料化学

在前面所学理论课程基础上，掌握固体

发光材料这一材料分支的理解，拓宽学

生的专业知识面。建议修读学期第七或

第八学期。

谱学导论

本课程是材料化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

程。本课程教学内容是后继材料类专业课程和进行材料科学研究和工程技

术开发的理论和试验基础，是了解材料微观结构和改进性能的不可缺少的

工具。

本课程的前修课程是 高等数学、分析

化学、仪器分析、大学物理、材料化学、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现代材料分析测

试技术等课程。这几门前修课程将为本

课程的学习建立必要的数学、物理、化

学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七或第八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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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腐蚀与防护

《材料腐蚀与防护》是材料化学专业的选修课，有助于学生拓展知识面，

更好的开展科研、生产专业学习。通过介绍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腐

蚀过程及其原理，各种防腐蚀技术，腐蚀试验方法等，使学生熟悉企业不

同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腐蚀，充分了解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防护。

本课程的前修课程是大学物理、固体物

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材料科学基础等课程。这几门前修课程

将为本课程的学习建立必要的物理、化

学、材料基础。

本课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材

料科学基础、材料化学、材料结构与性

能等课程，可加深学生对材料科学基

础、材料化学等课程的理解及领悟。

配位化学

《配位化学》是材料化学及材料学专业的一门专业任意选修课。《配位化

学》是无机化学中极为重要的分支学科，在化学基本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

方面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它已渗透到生物、分离分析、医药、

催化冶金、材料科学、环境科学等领域,与各学科有着日益广泛的联系，

目前，文献上报道的新化合物绝大多数是配位化合物。作为高年级选修课，

本课程主要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掌握配位化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了

解配位化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及其发展趋势。

作为高年级选修课，本课程主要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掌握配位化学的基本

知识、基本理论,掌握配合物的合成方法、性质与表征，了解配位化学的

研究方法、应用及其发展趋势。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对配位化

学领域研究与应用的新成果及今后该领域的发展趋势有一定的了解，并能

理论联系实际，为以后的工作与科研打下牢固基础。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结构化学等。建议修读学期七或第八学

期。

生态环境材料

该课程重点介绍环境材料的材料学基础，包括环境材料概念的建立，内涵

的理解，基本理论框架和研究内容，以及材料环境负荷分析研究方法和应

用。使学生掌握环境材料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分析研究方法，熟悉环境材料

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体系，了解环境负荷评价方法及其应用。

先修课程：大学化学 有机化学。建议

修读学期第七或第八学期。

功能材料

功能材料是一大类具有特殊电、磁、光、声、热、力、化学以及生物功能

的新型材料，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等高技术领域和国防建设

的重要基础材料，同时对改造某些传统产业，如农业、化工、建材等，起

着重要的作用。本课程重点介绍当今各种功能材料的研究发展状况，以及

相关结构与性能和应用情况。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大学物理、材料化

学与物理、材料科学基础、高分子材料。

建议修读学期第七或第八学期。

先进电池材料

《先进电池材料》主要讲述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两种重要的电池的材

料、结构、设计与性能之间关系的一门专业理论课。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

学习先进电池材料的基本知识及基本原理。结合该领域的进展，全面深入

地学习常规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电池的材料、结构及其工艺特色和

技术发展。本课程是新能源材料领域综合和前沿知识的论述，突出锂离子

电池和太阳能电池领域涉及的方方面面，有助于推动新能源学科的发展，

促进新能源技术与工程的研究。

本课程的前修课程是高等数学 ( 含线

性代数 ) 、大学物理、固体物理、无机

化学、有机化学、半导体物理、电化学

基础等课程。这几门前修课程将为本课

程的学习建立必要的数学、物理、化学、

材料制备方法基础。

本课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也是属于目

前热门的新能源材料。紧密联系材料科

学基础、材料化学、电化学基础、半导

体物理等课程，即可加深学生对材料科

学基础、材料化学等课程的理解及领

悟，又可引导学生学习电化学基础、半

导体物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第七或

第八学期。

晶体学基础

本课程是材料化学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主要讲授内容包括

晶体的基本性质；晶体的对称及投影；晶体的分类；晶体定向和结晶符号；

单形和聚形；晶体内部构造的微观对称；晶体生长；晶体的规则连生。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得学生掌握与专业有关的晶体材料的基本结晶学特

征，为后续无机材料科学基础、材料物理、复合材料、材料分析测试技术

等课程打下坚实基础。

本课程以数学、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制

图等知识为基础，是无机材料科学基

础、材料物理、复合材料等课程的先行

课程之一，是材料化学专业的一门专业

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第三或第四学

期。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本课程为材料物理与化学本科专业专业必选课，内容包括高分子物理和化

学相关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本课程的特色是将高分子化学和物理知识

融合到一起，相辅相成，互相补充，在学习本课程的理论课之后又有相应

的实验课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材料专业的非高分子专业的学生

对高分子化学和物理有相应的认识与了解，可以简单解决与高分子相关的

简单问题，拓宽材料化学专业学生的知识面，全面促进材料化学专业学生

的就业。

本课程以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和物理化

学、有机化学为先修课程，与高分子化

学同时讲授，高分子物理重点讲授基于

高分子的基本物理常识，高分子化学则

讲授合成和化学反应有关的知识。建议

修读学期第五或第六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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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学

本课程为材料化学专业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使学生

了解复合材料的概况，掌握复合材料的组成要素的作用、性能、选用及处

理方式，掌握主要复合材料的基本特性和制备原理，能够根据材料的使用

性能、工艺性能、工作条件和实际需要，正确合理地选择和使用基本材料，

选择合适的制备技术，为学生从事科研或专业技术工作奠定基础。

学习本课程应在学好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的基础上进行，同

步学习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以加深对本

课程内容的理解与掌握，并为后续课程

材料成型工艺相关内容的学习打下良

好基础。建议修读学期第五或第六学

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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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408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健全心理和健康体魄；具备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基础知识和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

知识；基础扎实、人文与科学素养高、实践能力强、富有创新精神，能在复合材料的原材料合成与制备、复合材料结构设计、材料成型与

检测、产品推广及应用等领域从事复合材料设计、技术研发、生产经营管理、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基础知识、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复合材料的组成、结构与性能的知识，以及复合材

料原材料的合成与制备、材料与结构设计、成型加工技术知识。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良好的道德素养，较强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

2.系统地掌握本专业所必需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基础知识，接受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

3.掌握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复合材料的组成、结构、性能间的相互关系；具有对复合材料进行材料设计、

结构设计、性能测试、开发先进复合材料及制品的初步能力；掌握复合材料的成型加工技术和设备原理；

4.了解企业生产与经济管理知识，了解复合材料学科前沿信息与发展趋势；

5.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

6.掌握一门外语，能较熟练阅读和理解外文专业资料，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及跨文化交流能力；

7.了解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相关的行业政策、法律和法规；

8.具有较强的实验动手操作能力，发散思维，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9. 掌握复合材料工程设计和工程实践的实施方法，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0.具有开展复合材料研制与生产的技术分析和经济管理的初步能力，认识复合材料对国防军工和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

11.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并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表达能力和沟通交往能力，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

12.毕业五年后能够系统地进行复合材料相关项目的开发、设计、建造或运行，为社会和企业创造价值。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职业

道德、表

达与沟通

能力

2.自然科

学、人文

社会、数

学相关知

识

3.复合材

料基础知

识和专业

基本理论

知识

4.文献检

索、资料

查询及运

用信息技

术的能力

5.实验操

作动手能

力

6.创新和

研发设计

能力

7.组织管

理能力和

团队协作

能力

8.适应能

力和终身

学习能力

9.工程实

践和工程

设计能力

10.分析与

解决问题

能力

11.国际视

野交流合

作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形势与政策 √ √ √

大学英语 √ √ √
体育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

信息检索 √ √
程序设计基础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

高等数学Ⅱ √
线性代数Ⅱ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

大学物理Ⅱ √ √ √
大学物理实验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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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及分析化学 √ √

无机化学实验Ⅲ √ √ √
分析化学实验 √ √ √

有机化学Ⅱ √ √

有机化学实验Ⅲ √ √ √
物理化学Ⅱ √ √

物理化学实验Ⅲ √ √ √

仪器分析Ⅱ √
工程制图 √ √

电工学Ⅱ √ √

工程力学 √
高分子物理 √ √ √

高分子化学 √ √ √

陶瓷工艺学 √
化工原理Ⅳ √ √

材料科学基础 √

材料测试技术 √
复合材料原理 √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 √ √

纤维材料学 √
复合材料工艺与设备 √ √

复合材料结构设计基础 √

复合材料工厂工艺设计

概论
√ √ √ √

陶瓷基复合材料 √ √

材料结构与性能 √

材料表面与界面 √
生态环境材料 √

先进聚合物材料 √

金属基复合材料 √
复合材料制备新技术 √ √

功能复合材料 √ √

纳米结构与纳米材料 √ √
无机非金属材料学 √ √

复合材料质量工程管理 √ √ √ √

复合材料产品设计 √ √ √
复合材料模具设计 √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 √

公益劳动 √ √ √
安全教育 √ √

社会实践 √ √ √ √ √ √

生产实习 √ √ √ √ √ √ √ √
工程训练 √ √ √ √ √

复合材料专业实验 √ √ √ √ √ √ √

复合材料研究创新型实

验
√ √ √ √ √ √ √

专业课程设计 √ √ √ √ √ √ √

毕业实习 √ √ √ √ √

毕业设计（论文） √ √ √ √ √ √ √ √ √

42
42



四、专业特色

课程设置注重基础理论与工程的结合、自然科学知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动手

能力与创新能力，增强就业的适应性。着力发展树脂基复合材料，为复合材料行业培养从事研发及生产的技术人才。学生毕业后可在与复

合材料直接相关的企业从事碳纤维、玻璃纤维、树脂及其复合材料相关产品的研发工作，或者到航空航天、汽车、舰船、机械、高铁等相

关单位从事复合材料设计、成型加工、质量监督和检验、生产管理、科技开发等工作，也可以到高等院校或科研部门从事复合材料方面的

教学和科研工作。

五、主干学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有机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物理、高分子化学、材料科学基础、复合材料原理、材料测试技术、工程力学、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复合材料结构设计基础、复合材料工艺与设备、纤维材料学、复合材料工厂工艺设计概论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材料科学基础（1.5学分/48学时）、材料测试技术（1学分/32学时）、复合材料工艺与设备（1学分/32学时）、

复合材料结构设计基础（1学分/32学时）、高分子化学（1学分/32学时）、高分子物理（1学分/32学时）、工程训练（2学分/2周）、

复合材料专业实验（4学分/4周）、复合材料研究创新型实验（3学分/3周）、生产实习（4学分/4周）、毕业实习（4学分/4周）、毕业

设计（论文）（10学分/15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5 9 11 25 30 48

要求学时 2480＋35周 840 128 632 216 216 448 35周 576＋35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 21.88% 5.63% 6.88% 15.63% 18.75% 3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材料复合原理、复合材料结构设计基础理论，复合材料成型工艺和复合材料的测试分析方法，具备按照使用要求进行结构

设计和功能改性的能力，能够从事复合材料设计、制备、分析及相关产业的管理工作，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

和创新意识。

九、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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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715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48 160 13 11.5 11 4.5 2 0.5 0.5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一

年级开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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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线性代数Ⅱ（linear
algebraⅡ）

2.5 40 2.5 考试 B113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Ⅱ）

2.5 40 2.5 考试 B113124

大学物理Ⅱ（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Ⅱ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Ⅱ）

1 32 1 考试 B117202

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Ⅲ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0.75 24 0.75 考查 B043017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75 24 0.75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Ⅱ（Organic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3013

有机化学实验Ⅲ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8

物理化学Ⅱ（Physical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3014

物理化学实验Ⅲ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9

小计 35 488 144 9.75 8.75 12 4.5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仪器分析Ⅱ

（Instrumental Analysis
Ⅱ）

2 24 16 2 考试 B048009

工程制图（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电工学Ⅱ（Electrical
EngineeringⅡ）

3 40 16 3 考试 B028405

工程力学

(Engineering
Mechanics )

2 32 2 考试 B07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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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物理

(Polymer Physics)
3 32 32 3 考试 B078502

高分子化学

(Polymer Chemistry)
3 32 32 3 考试 B078504

陶瓷工艺学（陶瓷基方

向）

( Ceramic
Technology(Ceramic
Matrix Direction ))

2.5 40 2.5 考试 B078505

化工原理Ⅳ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V)

4.5 64 16 4.5 考试 B048008

小计 23 304 112 16 0 3 0 14.5 2.5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材料科学基础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6 72 48 6 考试 B074506

材料测试技术

（Inspection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
of Materials）

3 32 32 3 考试 B074507

复合材料原理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omposites）

2 32 2 考试 B074508

小计 11 136 80 11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树
脂基

复合

材料)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Polymer Composites）
2 32 2 考试 B075509

纤维材料学

（Fiber Material
Science）

2 32 2 考试 B075510

复合材料工艺与设备

（Composite
Manufacture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3 32 32 3 考试 B075511

复合材料结构设计基

础（Fundamentals of
structural design of
composites）

3 32 32 3 考试 B075512

复合材料工厂工艺设

计概论（Introduction to
process design of
composite plant）

2 32 2 考查 B075513

小计 12 160 64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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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二(陶
瓷基

复合

材料)

陶瓷基复合材料

（Ceramic Composites）
2 32 2 考试 B075514

复合材料工艺与设备

（Composite
Manufacture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3 32 32 3 考试 B075515

纤维材料学

（Fiber Material
Science）

2 32 2 考试 B075516

复合材料结构设计基

础（Fundamentals of
structural design of
composites）

3 32 32 3 考试 B075517

材料结构与性能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3 32 32 3 考试 B075518

小计 13 160 32 4 9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3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材料表面与界面

（Material Surface and
Interface）

2 32 2 考试 B076519

生态环境材料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terial）

2 32 2 考查 B076520

先进聚合物材料

（Advanced Polymer
Material)

2 32 2 考查 B076521

金属基复合材料

(Metal Matrix
Composites)

2 32 2 考查 B076522

复合材料制备新技术

（New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of
Composites）

1.5 24 1.5 考试 B076523

功能复合材料

（Functional
Composites）

2 32 2 考查 B076524

纳米结构与纳米材料

（Nanostructure and
Nanomaterials）

2 32 2 考查 B076525

无机非金属材料学

（Inorganic Non-metal
Material)

2 32 2 考试 B076526

复合材料质量工程管

理（Quality Management
for Composites
Engineering）

2 32 2 考查 B076527

复合材料产品设计

（Design of Composite
Product）

2 32 2 考查 B076528

复合材料模具设计

（Composite Mould
Design）

2 32 2 考查 B076529

小计 21.5 344 5.5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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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30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eer Labour）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practice）
4 4 4 考查 B077530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Practice）
2 2 2 考查 B017102

复合材料专业实验

(Specialized Experiments of
Composites)

4 4 4 考查 B077531

复合材料研究创新型实验

(Research Innovative Experiments
of Composites)

3 3 3 考查 B077532

专业课程设计

(Specialized Course Design)
1 1 1 考查 B077533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4 考查 B077534

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project（Dissertation）
10 15 10 考查 B077535

小计 30 35 2 2 4 5 3 14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科学基础》是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一

门重要的学科基础课程，课程阐述材料的组成结构、制备与加工、性质、使

用性能等材料科学与工程主要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制约规律，课程内容

包括绪论、晶体结构、晶体结构缺陷、非晶态结构与性质、表面结构与性质、

相平衡，基本动力学过程—扩散、固相反应、材料中的相变、烧结、腐蚀与

氧化、疲劳与断裂等。本课程着眼于材料基本问题，使学生能把握材料的共

性，熟悉材料的个性。通过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使学生不仅能掌握基本理

论，善于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验证理论、探索新

知识的能力。

本课程也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技术基础课，它为该专业学生的后续课程，

如材料的结构与性能、陶瓷（玻璃）工艺学、材料测试方法、计算机在材料

科学中的应用等提供基础。

物理化学为本课程的先修课，而本课程是复

合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学Ⅰ等专业课的重

要基础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材料测试技术

本课程系材料化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材料分析测

试方法的基本原理，了解各种分析仪器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并对各种分

析仪器在材料分析研究中的应用有个基本了解，以培养学生使用分析测试方

法为今后从事材料专业的研究和生产奠定必要的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大学物理和材料科学基础

等。联系较多的是大学物理中的光、波、电

部分；材料科学基础中的晶体结构、晶体缺

陷等部分内容在本课程中均属应用。本课程

着重讲授运用各种仪器研究分析材料结构成

分等有关内容，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复合材料原理

《复合材料原理》是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的专业必修课。通过该课程的教学，

使学生掌握复合材料的基本概念、构成元素，复合材料的基本性能，材料复

合的基本原理，了解复合材料的界面状态，熟悉并掌握界面结合理论，了解

复合材料增强体的表面处理方法。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本课程以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

化学、高分子化学为先修课程，在以上课程

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复合材料相关基体和增强

体材料结构性能、复合材料界面化学及界面

结合理论及增强体表面处理原理的学习。本

课程又作为后续专业课程复合材料工艺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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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先修课程，是后续课程的专业理论基础，

在掌握了复合材料原理相关内容后才能顺利

进行复合材料工艺及设备内容的学习，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高分子物理

本课程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讲授高分子物理的基本

理论、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分三个部分：聚合物的

结构、聚合物的分子运动、聚合物的各种物理性能；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结

构决定分子运动状态，性能是分子运动的宏观表现。因此，在教学过程中，

以聚合物结构与性能关系为主线、以分子运动为联系结构与性能的桥梁，重

点讲解高分子的链结构（包括化学组成、形状、形态、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

凝聚态结构（包括晶态、非晶态、液晶态、取向及织态结构）和各种物理性

能（包括溶液性质、力学性质、流动性质、电学性质等），并在各部分的教

学中介绍聚合物的结构、分子运动、分子量及其分布及各种物理力学性能的

测试方法等。

本课程以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和物理化学、

有机化学为先修课程，与高分子化学同时讲

授，重点讲授高分子理论，高分子化学则讲

授合成和化学反应有关的知识，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4学期。

高分子化学

《高分子化学》是研究高分子化合物的合成、化学反应、物理化学、物理、

加工成型、应用等方面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本课程为复合材料本科专

业专业必选课，内容包括高分子化学相关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本课程的

特色是将高分子化学应用到复合材料科学中，相辅相成，互相补充，在学习

本课程的理论课之后又有相应的实验课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材料

专业的非高分子专业的学生对高分子化学有相应的认识与了解，可以解决与

高分子相关的问题，拓宽复合材料专业学生的知识面，全面促进复合材料专

业学生的就业。

本课程是在学习物理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等基础课之后进行，研究高分子化

合物的合成、化学反应、物理化学、物理、

加工成型、应用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
期。

工程力学

本课程为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等工科专业的一门学科（专

业）基础选修课，介绍与材料力学有关的静力学知识、构件的强度问题、变

形问题以及杆件的稳定性问题，内容包括轴向拉伸和压缩、剪切、扭转、弯

曲内力、弯曲应力、弯曲变形、静不定梁、组合变形构件的强度、压杆的稳

定。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一般构件的强度计算、刚度计算和稳定

性计算方法，具有明确的基本概念、必要的力学基础理论知识和一定的分析

能力。

本课程以高等数学为基础课，是各专业有关

设备课程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陶瓷工艺学

本课程讲授由陶瓷原料到制成陶瓷制品的整个工艺过程中的技术及其基本原

理。通过学习，使学生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对新型陶瓷的了解，熟悉陶瓷

生产中共同性生产工艺过程及工艺过程中发生的物理化学变化，掌握工艺因

素对陶瓷产品结构与性能的影响和基本的实验技能，能够从技术与经济的角

度分析陶瓷生产中的问题和提出解决改进生产的方案，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

习提供必要的理论和技术支撑，也可初步培养学生的创新观念和创新思维，

为学生毕业后从事陶瓷生产、研究与管理等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

本课程以晶体学、无机非金属材料学、无机

材料科学基础、无机材料测试技术、材料结

构与性能为其先修课，是学习陶瓷工艺综合

实验、陶瓷工厂工艺设计概论、玻璃陶瓷缺

陷分析、功能材料、产品制作与市场调研等

课程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聚合物基体复

合材料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是对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

选修课程，是一门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学科，本课程以恰当的比例分别

对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各种增强材料、复合材料的各种基体材料以及聚合物

基复合材料的界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讨论。使学生在已有的材料科学的基础

上，较为系统地学习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各种基体材料和增强材料，以及各

种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性能、制备方法与应用，了解材料的复合原理，以及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发展方向。从而丰富和拓宽学生在材料及材料学方面的

知识。

本课程是学生在学完了高分子化学、高分子

物理等主要专业基础课程之后，进一步拓宽

专业知识而开设的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纤维材料学

《纤维材料学》是复合材料学专业方向课，它是在材料科学基础和复合材料

原理基础上进行教学，为进一步学习金属/陶瓷/树脂基复合材料知识做准备，

也是复合材料学专业学生进一步进行专业方向科学研究和应用开发的基础专

业课。

本课程主要包括纤维增强体材料基础和无机纤维增强体材料两部分内容。其

中纤维增强体材料基础主要介绍了纤维概念、分类以及发展概况，重点对纤

维的性能指标概念、分类及高性能复合材料中发展应用做了论述；第二部分

以增强纤维技术和开发为纲，重点对无机纤维材料涉及的碳纤维、玻璃纤维、

碳化硅纤维、硼纤维等性能、发展及用途进行学习讲授，对其他纤维材料及

晶须的发展也有所涉及。通过本课程学习，主要使学生熟悉复合材料增强体

纤维材料的分类、发展和应用，了解掌握常见无机纤维材料性能、制法和用

途，为今后复合材料研究、应用奠定基础。

《纤维材料学》在材料科学和复合材料的理论基础上，拓展学生复合材料合

成的认识，重点培养学生把握事物本质开拓创新的能力，课程采取理论课堂

教学方式，鼓励学生查阅文献，开拓思路，将新知识融入课堂。

本课程以材料科学基础和复合材料原理的基

础上进一步开拓复合材料复合理论专业方向

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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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工艺

与设备

本课程是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专业方向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

和掌握复合材料结构设计的基本方法，了解和掌握复合材料制备及加工工艺

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其中的相关工艺及设备控制要点。通过本课程学习

使学生在理论上具备选择、设计复合材料成型工艺及设备的基本能力。为其

他专业综合实验课程和毕业环节工作及将来实际工作奠定基础。

本课程以复合材料原理为主要先修课程，在

以上课程基础上进行复合材料工艺及设备课

程内容的学习，本课程是以复合材料原理为

专业理论基础的一个专业课程延伸，又作为

专业综合实验课程的专业理论指导课程，同

时也为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奠定基础，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复合材料结构

设计基础

《复合材料结构设计基础》属于复合材料工程专业的专业方向课。本课程的

主要任务是：学习复合材料单层刚度、复合材料经典层合理论、层合板刚度

和强度的计算方法、复合材料结构分析、复合材料连接等基础知识。主要讲

授内容有：单轴的正轴应力-应变关系，单层的偏轴与正轴之间应力转换与应

变转换 ，对称层合板面内内力与面内应力的关系，对称层合板弯曲矩与曲率

的关系，一般层合板的面内力与面内应变的关系，胶接连接接头的内力与应

力分析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复合材料结构设计中有关力学的

一般规律和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培养学生发现和解决复合材料

结构设计过程中相关的力学问题的能力，为学习后续专业课程和从事专业技

术工作或进行科学研究打下基础。

本课程以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

理、复合材料原理等为基础，为学习后续专

业课程如先进聚合物材料、功能材料、复合

材料产品设计、复合材料模具设计等做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陶瓷基复合材

料

《陶瓷基复合材料》是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方向课。它是在陶瓷

工艺学、材料科学基础和复合材料原理等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为加深陶瓷

材料和复合材料学习和知识拓展而开设。本课程主要介绍陶瓷基复合材料的

基本理论、原材料与性能、制造方法、界面与表面、加工与封接、检测与评

价等，并结合实例介绍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发展现状和应用。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该专业学生掌握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强化、界面、韧

化等基础理论；掌握该类材料及其该类材料原材料的主要性能、制备方法、

加工、检测与评价；了解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发展现状和应用。本课程目的是：

拓展学生有关材料科学的知识宽度，强化材料学基本理论的应用和加深对材

料科学实践应用的认识。

本课程以陶瓷工艺学、材料科学基础、复合

材料原理等课程为基础，是对上述课程知识

的进一步运用和拓展，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材料结构与性

能

本课程是材料化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本课程的任务是为其它

专业课提供物质结构、微观粒子运动及相互作用和材料物理性能与应用知识，

并为今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时能预测和理解材料的技能、制作及发明有用的

材料打下良好的基础。本课程的目标：是使学生了解材料的结构、物质组成

粒子之间相互作用及运动规律和物理性能，从而让学生在材料结构上（晶体

结构和原子结构）理解有关材料的性能及用途。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物理化学、大学物理和

材料科学基础是本课程的基础知识，本课程

是上述课程中基本理论知识在材料科学中的

具体体现与应用，建议修读学期第五或第六

学期。

材料表面与界

面

本课程主要给学生讲述液体、固体及固-液的表界面，理解表面化学的四大定

理、表面活性剂；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表面与界面的基本概念，掌握基本的

热力学知识，了解材料表面与界面在材料中的重要性。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初

步分析高分子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和金属材料、复合材料界面性能，了解

材料改性的基本原理。

先修课程：物理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生态环境材料

该课程重点介绍环境材料的材料学基础，包括环境材料概念的建立，内涵的

理解，基本理论框架和研究内容，以及材料环境负荷分析研究方法和应用。

使学生掌握环境材料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分析研究方法，熟悉环境材料学的基

本理论框架体系，了解环境负荷评价方法及其应用。

先修课程：大学化学 有机化学，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先进聚合物材

料

本课程是复合材料与工程本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讲授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用

先进聚合物材料的相关理论知识和应用。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酚醛树脂、

环氧树脂、双马来酰亚胺树脂、降冰片烯酸酐封端的聚酰亚胺树脂、含炔基

树脂、氰酸酯树脂、苯并环丁烯树脂、聚三唑树脂、聚砜树脂、聚苯硫醚树

脂、聚醚醚酮树脂、聚苯丙咪唑树脂、聚醚酰亚胺树脂等。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可以使学生掌握各种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用先进聚合物材料的理论知识和应

用，为学生以后在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相关领域的生产科研工作奠定良好的知

识基础，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

本课程要求的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高分子

化学、高分子物理和材料科学基础，先修课

程对理解本课程中各种聚合物材料的合成机

理、性能和使用工艺具有很好的理论指导作

用，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金属基复合材

料

《金属基复合材料》是复合材料学专业方向任选课，它是在材料科学基础和

复合材料原理基础上进行教学，为进一步学习金属基复合材料科学研究及应

用开发提供服务的专业课。本课程给出了金属基复合材料的体系和框架。

本课程首先介绍了金属基复合材料概念及特性；重点论述了增强体材料；然

后系统介绍了金属基复合材料的设计、制造和加工技术，对材料性能设计、

塑性成形重点讲解；接着对金属基复合材料界面表征、性能和损伤失效进行

介绍，主要重点介绍界面特征和表征、材料损伤理论与分析；最后对金属基

复合材料性能和应用进行展望。通过本课程学习，应使学生掌握金属基复合

本课程以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知识为基础，

在材料科学基础和复合材料原理的基础上进

一步拓展金属基复合材料专业方向知识，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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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类，熟悉金属基复合材料的设计、制造和加工技术；掌握金属基复合

材料的界面表征和损伤失效分析；了解金属基复合材料应用和发展前景，为

后续科学研究和学习奠定基础。

《金属基复合材料》在复合材料的理论基础上，拓展学生对金属基复合材料

专业的认识，重点培养学生认识事物把握本质开拓创新的能力，课程采取理

论课堂教学方式，鼓励学生查阅文献，将新知识融入课堂。

复合材料制备

新技术

《复合材料制备新技术》是材料及材料科学发展的基础学科。复合材料制备

新技术的最终目标是制备高性能、高质量的新材料以满足各种构件、物品或

仪器等的日益发展的需求。在材料科学领域中，复合材料制备新技术综合了

材料科学、物理、化学、力学和机械等学科的研究内容，但其本身又自成体

系。复合材料制备新技术的发展与材料的发展相互促进并相互制约，复合材

料制备新技术的系统性和规律性的研究促进新材料的制备和材料应用的发

展，而新材料的需求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又进一步要求新的合成制备方法的提

出。

无机化学、物理化学、无机材料科学基础、

无机材料测试技术等课程的学习对理解材料

的结构、性能以及材料科学的本质打下牢固

的理论基础。复合材料制备新技术作为材料

科学的重要环节，它的发展与材料科学的发

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为实现材料的复合

化（复合材料）、功能化（功能材料）、低

维化（纳米材料）、智能化（智能材料）提

供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功能复合材料

《功能复合材料》是一大类具有特殊电、磁、光、声、热、力、化学以及生

物功能的新型材料，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等高技术领域和国防

建设的重要基础材料，同时对改造某些传统产业，如农业、化工、建材等，

起着重要的作用。本课程重点介绍当今各种功能材料的研究发展状况，以及

相关结构与性能和应用情况。

先修课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学、无机材料科

学基础、无机及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有机

化学、无机材料测试技术，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7学期。

纳米结构与纳

米材料

本课程主要讲授纳米材料的基本概念与性质、制备纳米粒子的物理和化学方

法、纳米薄膜材料、纳米固体材料、纳米复合材料等，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

各种纳米材料的性能和制备工艺，为正确选择各种纳米材料的制备工艺提供

依据，同时也为研究新材料、新性能、新工艺打下理论基础。

本课程涉及材料的结构、制备、显微分析与

性能的知识；先修课程：无机材料测试技术、

材料科学基础、大学物理，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无机非金属材

料学

本课程是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主要讲述玻璃和陶瓷两种

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其生产工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玻璃

与陶瓷材料的生产工艺过程及工艺控制，主要包括玻璃及陶瓷材料特性，组

成设计，原料及配料、熔制，成型，烧成，退火及深加工等内容。为学习复

合材料相关课程做专业补充或基础，也为专业综合实验和毕业环节及将来从

事专业工作奠定基础。

本课程是以大学物理、无机及分析化学、物

理化学、材料科学基础为主要先修课程。在

以上课程基础上进行本课程学习，本课程的

学习也为复合材料相关课程的学习及实验及

毕业设计打下专业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复合材料质量

工程管理

《复合材料质量工程管理》旨在灌输学生质量管理知识，培养学生经营管理

理念和实际工作能力。课程采取理论课堂教学方式。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

基础上进行教学，课程在全面论述现代质量管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以全面

质量管理和 ISO国际标准为主线，系统介绍了现代质量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

法。

课程首先介绍了质量管理的发展历程、管理原则及研究对象和内容；给出了

质量管理中基本概念；然后重点介绍了质量管理的方法和工具；详细介绍统

计质量管理控制的 SPC工具；论述了质量控制的成本分析；最后介绍了 ISO
质量标准的发展及特点。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质量管理知识，确立

质量管理的理念，掌握质量管理方法和工具，会运用 SPC统计工具对质量进

行监控，了解 ISO质量标准发展，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

本课程以数学知识为基础，在概率论和数理

统计基础上进行学习，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复合材料产品

设计

《复合材料产品设计》课程是针对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本科生而开设专业任

选课。产品设计学科是一门艺术与科学交叉融合与应用性强的学科，设计是

人类的需求与目的、材料的工艺结构、技术的原理组合、造型的审美形式等

重要因素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系统，不可分割，相关的材料与工艺知识是设计

的重要因素和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理解常见的材料的性质及其加工手段，合理应用

材料知识解决设计问题，在产品设计中能选择适当的材料和加工工艺，运用

材料的属性体现产品所需要具备的特征。

本课程是学生在学完了复合材料原理、复合

材料结构设计基础等专业课程之后，进一步

拓宽专业知识而开设的课程。目的在于增强

学生的知识面，为学生顺利完成毕业论文（设

计）及走向社会提供必要的预备知识，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复合材料模具

设计

《复合材料模具设计》是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选修课程，

旨在培养学生复 合材料成型时模具设计的能力。本课程主要讲授了模具分类

及模具材料，复合材料模压产品压模模具设计，复合材料手糊产品模具设计

三大模块。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初步具有典型简单复合材料产品的模

具设计能力，为学生走向工作岗位有关复合材料新产品的开发与设计打下良

好基础。

本课程是学生在学完了复合材料工艺与设

备、复合材料结构设计基础等主要专业基础

课程之后，进一步拓宽专业知识而开设的课

程。目的在于增强学生的知识面，为学生顺

利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及走向社会提供必

要的预备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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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工厂

工艺设计概论

《复合材料工厂工艺设计概论》是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专业方向课。主要讲

授复合材料厂总体设计；复合材料厂车间布置设计；复合材料厂物料衡算和

热量衡算；复合材料厂设备工艺设计及工艺配套项目的设计基础；复合材料

生产车间和制品的工艺设计。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复合材料厂工艺

设计的基本内容和方法，为毕业设计和将来专业工作奠定基础。

本课程是在学习了复合材料原理和工程制图

课程后，与复合材料工艺与设备课程同步学

习的专业课，在具备了以上课程学习的专业

知识基础上学习本课程内容。本课程的学习

也为毕业设计环节的进行打下基础，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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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407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及行业发展需要、获得工程技术基本训练，具备以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知识为基础，涵盖高分子材料领域等方面

的知识和能力；能在高分子材料及相关行业从事设计、合成、生产、研究、加工、测试和管理等工作，也可以攻读高分子材料及相关专

业的高级学位，继续深造；具有创新精神、创业意识以及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培养的学生毕业就业 5年左右，经过自身学习和行业锻炼，能达到下列目标：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

（2）能够进行高分子材料技术与产品研发，生产工艺及生产设备改进、升级或重新设计，能够参与生产技术管理；

（3）熟悉行业发展现状及动态，能够参与制定企业发展规划；

（4）能够在一个技术开发团队或工程运营团队中作为技术骨干或者主要负责人，作为团队核心有效地发挥作用；

（5）具有持续学习和自我完善的能力，能够通过企业培训，高校或研究机构学习攻读硕博学位等方式继续深造。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材料科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及基本技能。通过系统的训练，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1、具有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高分子材料工程专业知识，并将其应用于解决本专业的复杂工程问题。

2、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本专业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具有创新的态度和意识；具有综合运用理论和新技术手段设计材料的生产设备或工艺的能力，设计过程中能

够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掌握高分子材料结构和性能的分析方法、实验设计方法和相关生产工艺，具备设计和实施实验的能力，并能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并

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能够针对本专业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本专业复杂工程问题

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能够基于本专业知识对工程实践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了解与高分子材料生产、设计、研发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承担的责任，能从

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角度，评价材料工程实践产生的影响。

7、能够正确理解和评价本专业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本专业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9、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能够就本专业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

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具有系统的工程实践学习经历，能正确理解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以及本专业工程活动中涉及的重要经济与管理因素。

12、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 √ √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 √ √

形势与政策 √ √ √ √

大学英语 √
体育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 √ √

信息检索 √ √ √
程序设计基础 √ √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

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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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与学科专

业概论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 √
高等数学Ⅱ(上) √ √ √ √

高等数学Ⅱ(下) √ √ √ √

线性代数Ⅱ √ √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Ⅱ
√ √ √ √

大学物理Ⅱ √ √ √ √

大学物理实验Ⅱ √ √ √ √ √
有机化学Ⅱ √ √ √ √

有机化学实验Ⅲ √ √ √ √ √ √

物理化学Ⅱ √ √ √ √
物理化学实验Ⅲ √ √ √ √ √ √

工程制图 √ √ √ √

电工学 II √ √ √ √
仪器分析Ⅱ √ √ √ √ √

无机及分析化学 √ √ √ √

无机化学实验Ⅲ √ √ √ √ √ √
分析化学实验 √ √ √ √ √

化工原理Ⅳ √ √ √ √ √

工程力学 √ √ √ √
高分子化学 √ √ √ √ √ √

高分子物理 √ √ √ √ √ √

聚合物加工原理及

设备
√ √ √ √ √ √

高分子科学实验(1) √ √ √ √ √ √ √

高分子科学实验(2) √ √ √ √ √ √ √

高分子科学实验(3) √ √ √ √ √ √ √
高分子材料研究方

法
√ √ √ √ √ √

乳液聚合 √ √ √ √ √

精细与功能高分子

（双语）
√ √ √ √ √

涂料化学 √ √ √ √ √

高分子助剂 √ √ √ √ √

工程塑料 √ √ √ √ √
塑料加工与模具设

计
√ √ √ √ √

橡胶工艺学 √ √ √ √ √

合成纤维 √ √ √ √ √
高分子合成工艺学 √ √ √ √ √

高聚物流变学 √ √ √ √ √

高分子专业英语 √ √ √ √
高分子纳米复合材

料
√ √ √ √ √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 √ √ √ √

聚合物共混改性 √ √ √ √ √
材料科学基础 √ √ √ √ √ √

合成革加工 √ √ √ √ √

高分子粘合剂 √ √ √ √ √
高分子材料研究进

展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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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设计 √ √ √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 √ √ √
公益劳动 √ √ √ √

安全教育 √ √ √ √ √ √

社会实践 √ √ √ √ √ √ √ √
生产实习 √ √ √ √ √ √ √ √ √ √ √

工程训练 √ √ √ √ √ √ √ √ √ √ √

综合实验 √ √ √ √ √ √ √ √ √ √ √
毕业实习 √ √ √ √ √ √ √ √ √ √ √

毕业设计（论文） √ √ √ √ √ √ √ √ √ √

四、专业特色

围绕山东省是塑料、涂料、胶黏剂以及橡胶的生产和消耗的工业大省，本专业立足山东，面向全国，以功能精细高分子材料和通用高分

子成型加工为主要专业方向，兼顾高分子材料大行业，培养宽口径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借助学校组织的“百姓公益服务实验室”的平台，

积极服务社会，就有关高分子材料的热点问题进行专业咨询和指导。利用大部分老师和企业有合作的优势，发展产学研相结合的治学道

路。

五、主干学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聚合物加工原理及设备、高分子专业英语、高分子材料研究方法、精细与

功能高分子、高分子合成工艺学、涂料化学、高分子助剂、工程塑料、塑料加工与模具设计、化工原理。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生产实习、工程训练、综合实验、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高分子科学实验。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2.5 12 16 24.5 25 48.5

要求学时 2800+28周 840 128 576 232 336 584 28周 736+28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 20.31% 7.50% 10% 15.31% 15.63% 30.31%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专业培养计划中规定的全部内容，修满要求各类课程学分和最低毕业学分 160学分，德、智、体达

到毕业要求，准予毕业。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学分 4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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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专业自定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48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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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一年

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2.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Advanced
Mathematics II）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Advanced
Mathematics II）

4 64 4 考试 B113104

线性代数Ⅱ（Linear
AlgebraⅡ）

2.5 40 2.5 考试 B113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Ⅱ）

2.5 40 2.5 考试 B113124

大学物理Ⅱ（College
Physics）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Ⅱ（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1 32 1 考查 B117202

有机化学Ⅱ（Organic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3013

有机化学实验Ⅲ（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Ⅲ）

1 32 1 考查 B043018

物理化学Ⅱ（Physical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3014

物理化学实验Ⅲ（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Ⅲ）

1 32 1 考查 B043019

工程制图（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3003

小计 32.5 464 96 16 5 11 12 4.5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电工学 II
（Electrotechnics II） 3 40 16 3 考试 B028405

仪器分析Ⅱ

（Instrumental Analysis II） 2 24 16 2 考试 B048009

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48016

无机化学实验Ⅲ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Ⅲ）

0.75 24 0.75 考查 B048017

分析化学实验（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0.75 24 0.75 考查 B048015

化工原理Ⅳ（Chemical、
ical Engineering
PrincipleⅣ）

4.5 64 16 4.5 考试 B048008

工程力学（Engineering
Mechanics） 2 32 2 考试 B018010

小计 17 224 96 4.75 0.75 2 6.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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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分子化学（Polymer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74201

高分子物理 （Polymer
physics）

3.5 56 3.5 考试 B074202

聚合物加工原理及设备

（Principle and Equipment
of Polymer Processing）

3.5 56 3.5 考试 B074203

高分子科学实验(1)
（Polymer Science
Experiment1）

2 64 2 考查 B074204

高分子科学实验(2)
（Polymer Science
Experiment2）

1.5 48 1.5 考查 B074205

高分子科学实验(3)
（Polymer Science
Experiment3）

1.5 48 2 考查 B074206

小计 16 176 16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一

(精细

高分

子）

高分子材料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of
Polymer Materials）

2 24 16 2 考试 B075205

乳液聚合（emulsion
polymeriz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75206

精细与功能高分子（双语）

（Fine and Functional
Polymers）

2.5 32 16 2.5 考查 B075207

涂料化学（Coating
Chemistry）

2.5 32 16 2.5 考试 B075208

高分子助剂（Polymer
Additives）

2.5 32 16 2.5 考试 B075209

小计 11.5 144 64 16 6.5 5

方向二

(通用

高分

子）

工程塑料（Engineering
Plasti）

2 24 16 2 考试 B075210

塑料加工与模具设计

（Plastics Processing and
Mould Design）

3 40 16 3 考查 B075211

橡胶工艺学（Rubber
Technology）

2.5 32 16 2.5 考试 B075212

合成纤维（Synthetic Fibre） 2 24 16 2 考试 B075213
高分子合成工艺学

（Polymer Synthesis
Technology）

2 24 16 2 考查 B075214

小计 11.5 144 48 32 6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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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3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高聚物流变学

（Polymer Rheology）
2 32 2 考试 B076215

高分子专业英语

（Polymer chemistry
English）

2 32 2 考试 B076216

高分子纳米复合材料

（Polymer Nanocomposites）
2 24 16 2 考试 B076217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Polymer composites）
2 32 2 考试 B076218

聚合物共混改性

（Polymer Blending
Modif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76219

材料科学基础

（Foundation of Materials
Science）

3 48 3 考试 B076220

合成革加工

（Synthetic Leather
Processing）

2 24 16 2 考查 B076221

高分子粘合剂

（Polymer Adhesive）
2 24 16 2 考试 B076222

高分子材料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f
Polymer Materials）

1 16 1 考查 B076223

计算机辅助设计

（Computer Aided Design）
2 24 16 2 考查 B076224

小计 20 280 64 16 7 6 7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Labor for the Collective
Welfare）

（1） 考查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生产实习（Production Practice） 4 4 4 考查 B077201

工程训练 2 2 2 考查 B017102
综合实验（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3 3 3 考查 B077203

毕业实习（Graduation Practice） 4 4 4 考查 B077204

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Design (Thesis)）
10 15 10 考查 B077205

小计 25 28 2 2 4 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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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高分子化学

《高分子化学》课程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材料化学及其相近专业的一门主干

课程 , 是在学生具备了必要的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知识之后 , 必修的专

业基础课 , 是承上启下的课程 , 并为功能高分子、材料化学、高聚物合成工艺

学等后修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高分子化学》课程是研究高分子化合物

的合成原理和化学反应的学科 , 它的任务是使学生较熟练地掌握高分子化合物

的合成反应原理及控制方法 , 掌握高分子的基本概念和化学反应特征 , 培养

初步具有控制聚合反应及选择聚合方法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高分子物理

本课程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讲授高分子物理的基本理

论、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分三个部分：聚合物的结构、

聚合物的分子运动、聚合物的各种物理性能；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结构决定分

子运动状态，性能是分子运动的宏观表现。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以聚合物结

构与性能关系为主线、以分子运动为联系结构与性能的桥梁，重点讲解高分子

的链结构（包括化学组成、形状、形态、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凝聚态结构

（包括晶态、非晶态、液晶态、取向及织态结构）和各种物理性能（包括溶液

性质、力学性质、流动性质、电学性质等），并在各部分的教学中介绍聚合物

的结构、分子运动、分子量及其分布及各种物理力学性能的测试方法等。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物理化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

程为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

化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聚合物加工原理及

设备

《聚合物加工原理与设备》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主要专业课之一，是一

门实践性综合性很强的应用科学。本课程主要讲述了各种加工方法所依据的原

理，生产控制因素以及在工艺过程中聚合物所发生的物理与化学变化和它们对

制品性能的影响；各种成型工艺所能适应的聚合物品种及其优缺点。它的任务

是使学生较熟练地掌握聚合物加工的原理, 为学生毕业后从事高分子材料加工

领域的研究和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高分子科学实验(1)

（一）实验目的

1．配合理论教学，深入掌握高分子化学的内容。

2．培养学生将基础理论知识融会贯通，并运用在实验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3．进一步提高运用知识、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要求

1．巩固实验机理，明白实验原理。

2．在掌握实验原理的基础上，能够正确操作实验仪器，安全实施实验步骤。

3．提前预习，合理记录，认真整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等知识基础和有机化学实

验技能，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物

理化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高分子科学实验(2)

（一）实验目的

1．高分子科学实验（2）的开设是为了配合学生对所学高分子物理知识，提高

学生对高分子物理知识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2．通过实验从感性进一步加深理解高分子物理的科学原理，使学生系统地掌握

高分子物理实验的基本原理，实验知识和技能，了解高分子物理的基本原理、

高分子材料力学性能、热学性能、高聚物粘弹性、高聚物分子量及其分布等的

测试方法。。

（二）实验要求

1．要求学生掌握各种高分子物理性能测试仪器的操作方法。

2．要求学生熟悉各种高分子物理性能测试的原理。

3．对实验报告的内容、格式作明确的说明和要求。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物理化学等知识基础和物理化

学实验技能，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高分子科学实验(3)

（一）实验目的

1．高分子科学实验（3）的开设是为了配合学生对所学聚合物加工原理知识，

提高学生对高分子加工知识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2．通过实验从感性进一步加深理解聚合物加工的科学原理，使学生系统地掌握

高分子加工流变学、成型加工工艺和成型模具设计的基本原理，实验知识和技

能，为以后学习和从事高分子学科内容的工作打下基础。

（二）实验要求

1．要求学生掌握各种塑料加工测试仪器的操作方法。

2．要求学生熟悉各种各种仪器加工的原理。

3．对实验报告的内容、格式作明确的说明和要求。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等知识基础和相关

实验技能，先修课程为高分子化学、

高分子物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高分子材料研究方

法

《高分子材料研究方法》属于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专业方向课。本课程的

主要任务是：学习光学显微分析、电子显微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热分析、

光谱分析、核磁共振、的基础知识。主要讲授内容有：四大波谱的原理及应用，

热分析与显微分析的原理、特点及其在高分子结构与性能研究中的应用。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应该了解和熟悉高分子材料结构与性能研究、测试的基本原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高分子化学、物理化学、高

分子物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60
60



和实验技术，初步掌握各种仪器分析手段的特点、应用范围及分析技巧，使得

在今后的工作中能较正确地选择和应用测试方法，分析测试结果。

乳液聚合

本课程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专业方向课之一，是一门实践性综合性很强

的应用科学。本课程主要介绍乳液聚合原理、特点、技术发展简史和现状；乳

化剂、引发剂和调节剂的种类、分类方法和在乳液聚合中的作用和工作机理；

其它组分，如电解质、分散介质、螯合剂和终止剂对乳液聚合的影响。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乳液聚合的基本原理、乳液聚合体系的物理模型、

主要组分及其作用、主要生产工艺和主要应用领域等，了解乳液聚合的主要技

术进展。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学

等知识基础和相关实验技能，先修

课程为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科学实

验（1）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精细与功能高分子

（双语）

本课程是在学生已经学习了高分子化学和高分物理的课程，对高分子的基本概

念、基本原理都已经掌握的基础上，通过对功能高分子材料的介绍，使学生对

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应用有一个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

生了解各类功能高分子材料的最新发展动态，了解各类相关材料的结构及性能

之间的关系及典型新材料的性能和应用，同时，让学生获得分析、综合、总结

文献资料的能力，为进一步的学习及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学

等知识基础和相关实验技能及基础

英语，先修课程为高分子化学、高

分子科学实验（1）等课程，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涂料化学

本课程是高分子材料专业同实际应用密切联系的一门专业方向课，课程主要介

绍了涂料制备与应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从成膜物质、溶剂、颜料三种涂

料主要成分入手，讨论涂料用树脂的制备原理，溶解理论和溶解参数，颜料分

散理论，涂料成膜理论，涂料力学和粘弹性理论，涂料的流变行为，乳液聚合

和成核理论，以及几种主要广用性涂料的制备原理。考虑到涂料本身是一门应

用性很强的学科，本课程在讨论涂料基本理论的同时，结合最新配方实例，对

涂料的一些主要应用领域也作了相应的介绍,同时介绍了常见的一些涂料的涂装

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进一步加强了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为学生进一步

学习和走向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学

等知识基础和相关实验技能，先修

课程为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科学实

验（1）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高分子助剂

本课程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本科专业的专业方向课课程之一，讲授高分子材料

用助剂的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应用。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增塑剂、抗氧剂、热

稳定剂、光稳定剂、阻燃剂、抗静电剂、硫化剂及硫化助剂等。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各种高分子材料用助剂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使用方法及原

则，为学生以后在高分子相关领域的生产科研工作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是一

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学

等知识基础和相关实验技能，先修

课程为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科学实

验（1）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工程塑料

《工程塑料》的课程内容主要包括通用工程塑料和特种工程塑料两部分，是先

进高分子材料的重要领域之一，也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的急需新材料，其发展体现国家高端科技发展水平。

工程塑料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耐热性能、电气性能、耐化学药品性能和易加

工性，正发展成为代替其它材料或其它材料无法代替的特殊材料，正在多领域

多行业得到愈来愈广泛应用。本课程将融制备合成、组分结构特点、改性措施、

性能分析、成型加工、应用领域于一体，分门别类对每种工程塑料做系统条理

阐述。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本专业学生能开阔视野，深化拓展所学专业基础理论知识，

丰富专业工程储备知识，为将来工作和进一步深造奠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高分子化学、物理化学、高

分子物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塑料加工与模具设

计

《塑料加工与模具设计》是高分子专业的方向课课程之一，它是一门将塑料加

工与模具制造技术有机融合的综合性、实践性较强的课程。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论述塑料的工艺性能.讲授塑料成型工艺及模具设计的基本

思想，主要是注射模具。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聚合物加工原理

和设备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

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橡胶工艺学

本课程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本科专业的专业方向课课程之一，讲授橡胶工业相

关的理论知识和工艺方法。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分三个部分：橡胶配合的原

材料，原材料的配合方法，橡胶产品的加工工艺。具体来说，本课程的主要内

容有：生胶、硫化体系、补强与填充体系、防老体系、增塑体系、特种配合体

系、配方设计、塑炼工艺、混炼工艺、硫化工艺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

学生掌握橡胶的理论知识，配方设计方法和加工工艺，为学生以后从事橡胶相

关领域的生产科研工作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聚合物加工原理

和设备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

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合成纤维

《合成纤维》是对高分子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课。本课程是学生在

学完了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等主要专业基础课程之后，进一步拓宽专业知

识而开设的课程。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合成纤维的基本概念、种类、生产

工艺、结构与性能等，纤维的用途及其生产过程中的影响控制因素。主要讲授

内容有：涤纶、锦纶、腈纶、维纶、丙纶、氨纶等合成纤维的生产工艺，纤维

的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完善学生的专业知识，

开拓视野。为学生下厂实习和走向社会提供必要的预备知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高分子化学、物理化学、高

分子物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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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合成工艺学

本课程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本科专业的专业方向课课程之一，主要介绍了各种

高聚物的多种聚合的基本原理、聚合方法、聚合生产工艺以及材料的回收循环

利用等内容。以丰富的实例强化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集中介绍工业生产上

合成高分子材料的具体方法、重要品种的生产工艺技术；介绍各种聚会方法进

行工业化生产的特点、配方原理、流程组织原理和典型工业生产过程、聚合反

应的基本化工单元及典型生产设备。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高分子化学、物理化学、高

分子物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高聚物流变学

流变学是通过研究材料在外界作用下的流动和变形规律来揭示材料结构与性能

关系的科学，兼具较强的理论性和应用性，是一个活跃的、专业工程的独特领

域。

高聚物流变学是流变学渗透到高分子材料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分支，又是一门涉

及多学科交叉的边缘科学，在高分子材料科学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本课程的内

容线索主要包括 4部分：什么是高聚物流变学？高聚物流变学测哪些参量？高

聚物流变学参量怎么测？高聚物流变学如何用？课程主要内容涉及高聚物在外

界作用下流动和变形中的应力、应变、应变速率、粘度、粘弹性，以及时间尺

度下高聚物材料表现出的蠕变、应力松弛、粘弹性行为和温度效应。并在参量

间建立流动模型，确立函数关系，促进新材料研制开发、工艺优化和加工设备

优化设计。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高分子化学、物理化学、高

分子物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6学期。

高分子专业英语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高分子材料的基本专业词汇，能够精确理解相

关专业的科技英文文献的准确含义。为学生今后的进一步学习和工作，打下坚

实的英语基础。同时，让学生获得分析、综合、总结英文文献资料的能力。具

体要求：掌握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等的相关英语专业名词的构词方法，掌

握高分子专业常用的英语单词及其代表的含义，了解英文文献的写作特点。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高分子化学、物理化学、高

分子物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高分子纳米复合材

料

本课程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年级本的一门专业选修科。纳米材料科学是一门

新兴的并正在迅速发展的材料科学。由于纳米材料体系具有许多独特的性质，

应用前景广阔，被誉为“21世纪最有前途的材料”。由于高分子纳米复合材料既

能发挥纳米粒子自身的小尺寸效应、表面效应和量子效应，以及粒子的协同效

应，而且兼有高分子材料本身的优点，使得它们在催化、力学、物理功能（光、

电、磁、敏感）等方面呈现出常规材料不具备的特性，故而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高分子化学、物理化学、高

分子物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6学期。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是对高分子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

是一门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学科，本课程以恰当的比例分别对聚合物基复

合材料的各种增强材料、复合材料的各种基体材料以及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界

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讨论。使学生在已有的材料科学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学

习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各种基体材料和增强材料，以及各种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的性能、制备方法与应用，了解材料的复合原理，以及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发

展方向。从而丰富和拓宽学生在材料及材料学方面的知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高分子化学、物理化学、高

分子物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聚合物共混改性

聚合物共混改性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从聚合物共混

改性的原理出发，主要讲述聚合物共混的发展与方法，聚合物共混物的相容性，

聚合物共混物的形态结构，聚合物共混物的力学及其他性能，聚合物共混物的

制备方法及设备，增溶剂及其在聚合物共混物中的应用，一些常见聚合物如聚

烯烃、聚氯乙烯、聚酰胺、聚酯、环氧树脂及其他聚合物体系的共混改性。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聚合物加工原理

和设备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

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材料科学基础

本课程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一门选修课，作为本专业学生拓展知识、加

深基础的一门重要课程。课程阐述材料的组成结构、制备与加工、性质、使用

性能等材料科学与工程主要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制约规律，课程内容包括

绪论、晶体结构、晶体结构缺陷、非晶态结构与性质、表面结构与性质、相平

衡，基本动力学过程—扩散、固相反应、材料中的相变、烧结、腐蚀与氧化、

疲劳与断裂等。本课程着眼于材料基本问题，使学生能把握材料的共性，熟悉

材料的个性。通过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使学生不仅能掌握基本理论，善于分

析和解决问题，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验证理论、探索新知识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无机化学、

物理化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无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合成革加工

聚氨酯合成革（Polyurethane Synthetic Leather）属于聚氨酯弹性体的一类，具有

光泽柔和、自然，手感柔软，真皮感强的外观，具有与基材粘接性能优异、抗

磨损、耐挠曲、抗老化等优异的机械性能，同时还具备耐寒性好、透气、可洗

涤、加工方便、价格优廉等优点，是天然皮革的最为理想的替代品。本课程主

要介绍合成革的加工方法和成品用途，重点介绍合成革加工过程中各个生产工

艺的细节及特点。同时简要介绍合成革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特别强调今后发展

的方向和趋势。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聚合物加工原理

和设备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

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高分子粘合剂

本课程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本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课程首先讲述了黏合剂的

发展历史，掌握黏合剂的种类，理解黏合剂的黏合机理和黏合工艺条件。介绍

了增塑剂、偶联剂的概念，黏合剂的成分（包括主要成分和辅料）。其次介绍

了无机和天然黏合剂的种类，天然黏合剂的组成及热固性树脂黏合剂的定义、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聚合物加工原理

和设备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

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等课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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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特点和应用，着重讲述了热固性树脂黏合剂的合成方法。与热固性树脂

黏合剂相对应，讲解了热塑性树脂黏合剂的定义、种类、特性、应用和合成方

法。另外还介绍了橡胶树脂黏合剂的定义、橡胶树脂黏合剂与热塑性、热固性

树脂黏合剂的区别，以及三种主要橡胶树脂黏合剂的合成方法。课程最后一章

介绍了黏合剂的鉴定方法和黏合剂在工业上的应用。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高分子材料研究进

展

本课程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本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遵循培养学生“基础

扎实，知识面宽”的宗旨，在论述一些最新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基本理论和设计思

想的基础上，主要论述了应用较广和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功能高分子材料的最

新研究进展，如导电高分子、医用功能高分子、液晶高分子、高分子功能膜材

料等。在阐述这些高分子材料时，对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作了介绍，阐

明了功能高分子材料的结构和组成与功能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对发展方向以

及最新成果作了一定的介绍。本课程可以使学生的知识面得以拓宽，为将来从

事材料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打好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聚合物加工原理

和设备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

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计算机辅助设计

本课程是主要面对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兼无机非金属材料和复合材料专业开设的

专业选修课。主要讲授 AutoCAD 基础知识、绘制二维图形，图形编辑，显示控

制与绘图辅助功能，图层、线型和颜色，块、属性和外部参照，尺寸标注，三

维绘图和实体造型，图形图像的输入、输出。通过系统的学习，掌握 AutoCAD
制图的基本方法，能够自主设计并绘制简单的图形，为将来模具以及工艺的设

计打下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聚合物加工原理

和设备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

分子化学、程序设计基础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生产实习

1.目的

生产实习是在学生基本学完相应的专业基础课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主要的教学

目的与任务如下：

1. 在工厂与工人接触，学习工人的优秀品质。在实习过程中，通过对工厂的了

解和与技术人员的交谈，对所学专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加深认识，培养事业

心、使命感和务实精神，增强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信心。

通过观察和分析高分子材料的生产过程，学习本专业的生产实践知识，增加对

聚合物生产的感性认识和后续课程的理解。

3. 理论联系实际，用已学过和理论知识去分析实习场所看到地实际生产技术，

使理论知识得以充实、印证、巩固、深化，体会书本知识的必要性，提高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4. 得到一次综合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在整个实习中，充分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在生产现场多观察，虚心请教，积极思考，多方了解，在有限的实习

时间里，使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锻炼。

2.任务

（1）理论联系实际，到工厂参加一定的实际工作，使理论知识得以充实、印证、

巩固、深化，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础知识以及专业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获取独立工作的能力。

（2）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以及职业道德素养。在工厂与工人接触，学习工人的

优秀品质，并学会与人相处之道。在实习过程中，通过对工厂的了解和与技术

人员的交谈，对所学专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加深认识，培养事业心、使命感

和务实精神，增强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信心。

（3）得到一次综合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在整个实习中，充分发挥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在生产现场多观察，虚心请教，积极思考，多方了解，在有限的实

习时间里，使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锻炼。

1、学生在实习期间应严格遵守实习

所在工厂的安全规程和各项规章制

度，维护社会公德，讲文明，讲礼

貌，守纪律，实习期间的政治思想

表现将作为实习成绩考核的重要依

据之一；

2、积极参与有关问题的研讨，熟悉

相关工艺流程；

3、会用基础课的知识去分析生产的

实际问题；

4、按照要求及时提交实习报告，并

且报告内容具体翔实，符合规范要

求。

工程训练

综合实验

（一）实验目的

1.在专业课学习的基础上, 通过高分子的合成综合实验，可以训练学生进行各种

实验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从事科学实验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有利于培

养学生实事求是、严格认真的科学态度与良好的工作习惯。

2.聚合物加工综合实验是培养高分子材料专业学生运用所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操

作技能进行聚合物材料加工的配方设计、性能测试，并能根据实验结果对所涉

及配方进行改进，达到根据实际需求分析问题、自行设计并改进实验方案、解

决问题的目标。

（二）实验要求

1.掌握基本原理及合成的基本方法.
2.掌握合成条件的控制, 及成品的检测方法.
3.掌握高分子加工流变学、成型加工工艺和成型模具设计的基本原理，实验知识

和技能以及这些知识的综合运用。

1.掌握基本原理及合成的基本方法.
2.掌握合成条件的控制, 及成品的

检测方法.
3.掌握高分子加工流变学、成型加

工工艺和成型模具设计的基本原

理，实验知识和技能以及这些知识

的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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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

1.目的

毕业实习是指学生在毕业之前，即在学完全部课程之后到实习现场参与一定实

际工作，通过综合运用全部专业知识及有关基础知识解决专业技术问题，获取

独立工作能力，在思想上、业务上得到全面锻炼，并进一步掌握专业技术的实

践教学形式。

2.任务

（1）理论联系实际，到工厂参加一定的实际工作，使理论知识得以充实、印证、

巩固、深化，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础知识以及专业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获取独立工作的能力。

（2）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以及职业道德素养。在工厂与工人接触，学习工人的

优秀品质，并学会与人相处之道。在实习过程中，通过对工厂的了解和与技术

人员的交谈，对所学专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加深认识，培养事业心、使命感

和务实精神，增强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信心。

（3）得到一次综合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在整个实习中，充分发挥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在生产现场多观察，虚心请教，积极思考，多方了解，在有限的实

习时间里，使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锻炼。

（4）增加潜在的就业机会。通过对企业和学生间的相互了解，为即将毕业的学

生建立潜在的就业机会。

（5）使学生通过实地考察和实践，体会爱岗敬业、创业的精神。完成学生从学

习岗位到工作岗位的初步过渡，并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相关行业提供坚实的职业

基础。

1）学生在实习期间应严格遵守实习

所在工厂的安全规程和各项规章制

度，维护社会公德，讲文明，讲礼

貌，守纪律，实习期间的政治思想

表现将作为实习成绩考核的重要依

据之一。

（2）积极参与有关问题的研讨，熟

悉相关工艺流程。

（3）会用所学基础和专业知识去分

析并解决生产的实际问题。

（4）按照要求及时提交实习报告，

并且报告内容具体翔实，符合规范

要求。

毕业设计（论文）

毕业设计（论文）是在教学过程的最后阶段采用的一种总结性的实践教学环节，

是高等学校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

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创

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通过毕业设计（论文），能使

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的各种理论知识和技能，进行全面、系统、严格的技术及基

本能力的练习。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

和衡量教学水平的重要依据。其目的和任务如下：

(1)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尤其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的知识，结合实际独立完

成课题的工作能力。

(2)对学生的知识面、掌握知识的深度、运用理论结合实际去处理问题的能

力、实验能力、外语水平、计算机运用水平、书面及口头表达能力进行考核。

1.本专业毕业设计（论文）涉及的

主要专业方向：

包括高分子材料及其复合材料的制

备、合成和表征；聚合物加工工艺

及工厂的设计；高分子加工模具的

设计。

2．本专业毕业设计（论文）的基本

要求：

(1)要求一定要有结合实际的某项

具体项目的设计或对某具体课题进

行有独立见解的论证,并要求技术

含量较高。

(2)设计或论文应该在教学计划所

规定的时限内完成。

(3)书面材料:框架及字数应符合规

定，资料完整，符合相关规定

十一、有关说明

撰 写 人：张献，何福岩 教学院长：刘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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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406

一、培养目标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立足山东，面向国际化，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文化修养和身体心理素质；具备无机非金

属材料工程专业所需的自然科学知识、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创新意识和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具有从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

程专业技术或管理的国际交流能力；具有从事无机非金属材料及相关领域生产技术与管理、产品与工程设计、高新技术研发及最新科

技成果转化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

学生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毕业就业 5 年左右时间能较好地适应不同性质的岗位工作要求，获得中级职称如工程师或

担任技术骨干或项目管理人员。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经过大学阶段学习后，具备以下毕业能力：

（1）工程应用能力：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融合在解决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问题中。

（2）分析问题能力：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通过研究分析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找

到问题核心，并用专业数据描述。

（3）解决问题能力：能够设计针对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

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科学研究能力：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

并通过思维、实践、数据综合得到有效的成果。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

对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及对结果的影响。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

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问题的专业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

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工程知

识

问题分

析

设计/开
发解决

方案

研究
使用现

代工具

工程与

社会

环境和

可持续

发展

职业规

范

个人和

团队
沟通

项目管

理

终身学

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
体育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信息检索 √ √
程序设计基础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 √ √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

通识教育类课程 √ √ √ √ √ √ √ √ √ √
高等数学 √ √

大学物理 √ √

大学物理实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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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及分析化学 √ √

无机化学实验 √ √
分析化学实验 √ √

物理化学 √ √

物理化学实验 √ √
晶体学与结晶矿物学 √ √

线性代数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
有机化学Ⅴ √ √

有机化学实验Ⅲ √ √

工程制图 √
机械设计基础 √

电工学 √ √ √

工程力学 √ √ √
材料科学基础 √ √

材料结构与性能 √ √ √

材料测试技术 √ √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原理 √ √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概论 √ √ √

陶瓷/玻璃工艺学 √ √
陶瓷厂/玻璃厂工艺设计

概论
√ √ √

陶瓷/玻璃工业热工设备 √ √

陶瓷/玻璃工业机械设备 √ √
陶瓷/玻璃行业动态 √ √

玻璃科学技术导论 √ √

熔体性质在玻璃生产中的

应用
√ √

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与工程

中的应用
√ √

陶瓷玻璃缺陷分析 √ √

功能玻璃 √ √
复合材料 √ √

功能材料 √ √

纳米材料导论 √ √
新材料合成制备技术 √ √

薄膜技术 √ √

耐火材料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

公益劳动 √ √

安全教育 √ √ √ √
社会实践 √ √ √ √ √

工程训练 √

生产实习 √ √
专业综合实验 √ √ √

课程设计 √

毕业实习 √ √ √ √
毕业论文（设计）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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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特色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是材料科学与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涉及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制备和加工工艺、材料的结构、性能和应用领

域。2008年我校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被批准为国家级特色专业，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对本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在专业方向上设

置玻璃和陶瓷两个方向。在课程体系的安排上，重点强化通识教育、学科基础教育、宽口径专业教育及专业实践能力。本专业培养在

陶瓷工程、玻璃工程、功能材料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技术和产品开发、工艺和设备设计、技术改造、生产管理与经营等方面

工作的工程技术人才。

五、主干学科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材料科学基础、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概论、材料结构与性能、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原理、材料测试技术、玻璃工业热工设

备、陶瓷工业热工设备、陶瓷工艺学、玻璃工艺学、晶体学与结晶矿物学、玻璃厂工艺设计概论、陶瓷厂工艺设计概论。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材料科学基础（1.5学分/48学时）、材料结构与性能（1学分/32学时）、材料测试技术（1学分/32学时）、无

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原理（1.5学分/48学时）、陶瓷/玻璃厂工艺设计概论（0.5学分/16学时）、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与工程中的应用（0.5
学分/16学时）、陶瓷玻璃缺陷分析（0.25学分/8学时）、工程训练（2学分/2周）、生产实习（4学分/4周）、专业综合实验（4学分

/4周）、课程设计（3学分/3周）、毕业实习（4学分/4周）、毕业论文（设计）（10学分/18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27 17 12 25 29 48.25

要求学时 2476+40周 840 128 496 320 248 444 40周 616+40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 17% 10.6% 8% 15.6% 18.13% 3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专业培养计划中规定的全部内容，修满要求的各类课程学分和最低毕业学分 160学分，德、智、体达到毕业

要求者，准予毕业。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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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Fundament of
Programe Desig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1 16 1 考查 B07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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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Technology
Major）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 632 0 48 160 13 10.5 11 4.5 2 0.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7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大学物理Ⅱ

（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Ⅱ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Ⅱ）

1 32 1 考试 B117202

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Ⅲ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0.7 24 0.7 考查 B043017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8 24 0.8 考查 B043005

物理化学Ⅱ

（Physical Chemistry
Ⅱ）

4 64 4 考试 B043014

物理化学实验Ⅲ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

1 32 1 考查 B043019

晶体学与结晶矿物学

(Crystallography and
mineralogy)

2 24 16 2 考试 B073102

小计 27 368 128 0 0 9.7 4.8 8.5 4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4
最低要求学分：17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线性代数Ⅱ

（linear algebraⅡ）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Ⅱ）

2.5 40 2.5 考试 B1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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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Ⅴ

（Organic Chemistry
Ⅴ）

3 48 3 考试 B048032

有机化学实验Ⅲ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8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机械设计基础

（Fundament of
Mechanical Design）

3 40 16 3 考试 B018005

电工学Ⅱ

（Electrical
EngineeringⅡ）

3 40 16 3 考试 B028405

工程力学

（Engineering
Mechanics））

2 32 2 考试 B078103

小计 20 280 64 16 6 5.5 5.5 3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材料科学基础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6 72 48 6 考试 B074104

材料结构与性能

(Structures and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3 32 32 3 考试 B074105

材料测试技术

（ Materials
characterization
methodology）

3 32 32 3 考试 B074106

小计 12 136 112 0 0 0 0 0 0 9 3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5.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陶

瓷研

究与

应用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原理

（ Inorganic
Non-metal Material
Engineering Principle）

5 56 48 5 考试 B075117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概论（双语）

(Introduction to
inorganic non-metallic
materials engineering
(Bilingual))

2 32 2 考试 B075107

陶瓷工艺学

（Ceramic
Technology）

2.5 40 2.5 考试 B075108

陶瓷厂工艺设计概论

（Outline of ceramic
2 24 16 2 考试 B07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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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technology
design）

陶瓷工业热工设备

(Thermal Equipment of
Ceramics Industry)

2 32 2.5 考试 B075110

陶瓷工业机械设备

（Mechanical
Equipments in
Ceramics Industry）

2 32 2.5 考试 B075111

小计 15.5 216 48 0 16 0 0 0 2 7.5 5 2 0

方向

二

玻璃

研究

与应

用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原理

（ Inorganic
Non-metal Material
Engineering Principle）

5 56 48 5 考试 B075117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概论（双语）

(Introduction to
inorganic non-metallic
materials engineering
(Bilingual))

2 32 2 考试 B075107

玻璃工艺学

（Glass Technology）
2.5 40 2.5 考试 B075114

玻璃厂工艺设计概论

（Outline of glass plant
technology design）

2 24 16 2 考试 B075115

玻璃工业热工设备

(Thermal Equipment of
Glasses Industry)

2 32 2.5 考试 B075116

玻璃工业机械设备

（Mechanical
Equipments in Glass
Industry）

2 32 2.5 考试 B075112

小计 15.5 216 48 0 16 0 0 0 2 7.5 5 2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9.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陶瓷行业动态

（Ceramic Industry
Dynamic）

1 16 1 考查 B076118

玻璃行业动态

（Glass Industry
Dynamic）

1 16 1 考查 B076119

玻璃科学技术导论（双

语）

（Introduction to Glas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5 24 1.5 考试 B076120

熔体性质在玻璃生产

中的应用

（ Melt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 in glass
production）

1.5 24 1.5 考试 B076121

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与

工程中的应用
1.5 16 16 1.5 考试 B07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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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mputer in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陶瓷玻璃缺陷分析

（Defect Analysis of
Ceramic and Glass ）

1.5 20 8 1.5 考试 B076123

功能玻璃

(Functional Glass)
1.5 24 1.5 考试 B076124

复合材料

（Composite materials）
1.5 24 1.5 考试 B076125

功能材料

（ Functional
Materials）

1.5 24 1.5 考试 B076126

纳米材料导论（双语）

(Nanomaterials
Instruction)

1.5 24 1.5 考试 B076127

新材料合成制备技术

（ Synthesis and
preparation of novel
materials）

1.5 24 1.5 考试 B076128

薄膜技术

(Thin film technology)
1.5 24 1.5 考试 B076129

耐火材料

(Refactory)
1.5 24 1.5 考试 B076130

陶瓷工艺学 II（玻璃方

向）

(Ceramic Technology
II）（ about the glass）

1.5 24 1.5 考试 B076132

玻璃工艺学 II（陶瓷方

向）

(Glass Technology II）
（ about the ceramic）

1.5 24 1.5 考试 B076133

小计 21.5 332 8 16 0 0 0 0 0 3 10.5 8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9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eer Labour）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Practice）
2 2 2 考查 B017102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practice
4 4 4 考查 B077134

专业综合实验

（Speciality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4 4 4 考查 B077135

课程设计（玻璃方向）

Curriculum design（Glass）
3 3 3 考查 B07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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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计（陶瓷方向）

Curriculum design（Ceramics）
3 3 3 考查 B077137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4 考查 B077138

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project（Dissertation）
10 18 2 8 考查 B077139

小计 29 40 2 0 2 0 4 0 9 12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

科专业概论

本课程是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一门通识教育必修课，其目的和任务是通过教学使

学生了解科学技术发展史和材料专业学科发展概况；以科学史实为载体，培养学生的科

学精神和创新精神；熟悉历史上科学家在发现过程中的成败得失，从中汲取教益，受到

启迪，增强科技意识和科学精神。学生对所学材料专业有一个整体认识，引导学生逐步

了解本学科专业并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和努力方向，为今后从事材料专业的研究奠定必

要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学生具备中学

学习的物理、化学等科学知识，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晶体学与结晶

矿物学

结晶学与矿物学是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依据教学计划，主要完成结晶学、矿物学、研

究方法三大模块教学任务。本课程主要是对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学生进行结晶学、

矿物学及其测试技术的教学，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各种原

料的晶体结构、组成、性质、性能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基本原理和操作技能，增加学

生对本专业的的认知，为学习专业课打下良好基础，满足新形势下的人才培养需求。在

教学内容上，力求突出“科学性、思想性、先进性、实践性”的原则，要重点突出，以结

晶学学和矿物学“组成－结构－性能”为主线，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通过实验课的学

习，从根本上增强学生在晶体及矿物学方面的基本技能和操作水平。

该课程需要具备线性代数﹑无机

化学、大学物理、群论等知识基

础，建议修读学期为 4学期。

工程力学

工程力学是一门研究物体的受力分析、平衡条件以及构件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科学，

它包括《理论力学》中的静力学和《材料力学》的内容。工程力学与机械、能源、动力、

土木、水利、化工、材料、航空航天等众多的工程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这些工程技

术的理论基础，在各种结构和构件的设计计算中，对于材料的选择、形状及截面的设计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课程是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学科基础课，讲授与材料力

学有关的静力学知识、构件的强度问题、变形问题以及杆件的稳定性问题，包括轴向拉

伸和压缩、剪切、扭转、弯曲内力、弯曲应力、弯曲变形、静不定梁、组合变形构件的

强度、压杆的稳定。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一般构件的强度计算、刚度计算和

稳定性计算方法，具有明确的基本概念，必要的力学基础理论知识和一定的分析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等数学

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 3学期。

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科学基础是高等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一门重要的学科

基础课程，课程阐述材料的组成结构、制备与加工、性质、使用性能等材料科学与工程

主要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制约规律，课程内容包括绪论、晶体结构、晶体结构缺陷、

非晶态结构与性质、表面结构与性质、相平衡，基本动力学过程—扩散、固相反应、材

料中的相变、烧结、腐蚀与氧化、疲劳与断裂等。本课程着眼于材料基本问题，使学生

能把握材料的共性，熟悉材料的个性。通过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使学生不仅能掌握基

本理论，善于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验证理论、探索新知识的

能力。

本课程也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技术基础课，它为该专业学生的后续课程，如材料的

结构与性能、陶瓷（玻璃）工艺学、材料测试方法、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等提供

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晶

体学等知识基础，物理化学、晶

体学为本课程的先修课，建议修

读学期为 5学期。

材料结构与性

能

本课程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一级学科公共主干必修课。其任务是使学生学完物理、

化学、无机材料科学基础等课程之后，进一步掌握材料主要性能指标的物理意义和工程

意义，了解材料主要性能的物理本质和结构的关系，基本掌握改善和提高材料性能的主

要途径。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物

理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物理

化学、大学物理、晶体学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 6学期。

材料测试技术

本课程是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本课程主要讲授对材料的成分、

形貌、结构及组织进行分析时所利用的各种现代测试技术。主要内容包括 X射线衍射

分析、红外光谱分析、热分析、电子显微分析及光电子能谱等各种现代测试方法。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是学生了解相关仪器的结构、功能、基本操作和维护知识；掌握各种测试

方法的基本原理；结合专业知识选用合理的测试方法检测材料性能，对所获得的信息进

行合理的解释，为今后从事材料专业的研究和生产奠定必要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学、物

理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等

数学、大学物理、晶体学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无机非金属材

料工程原理

本课程为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主干课程，是在先修了《高等数学》、《无机及分

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其主要内容包括流体

力学、风机及泵、气体力学及其在窑炉中的应用、燃料燃烧、传热学、干燥原理及干燥

器、固体流态化等，以理论教学为主、实验教学为辅。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工业热工设

该课程的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

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

理化学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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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运行原理，为后续玻璃工业热工设备、陶瓷工业热工设备及水泥工业热工设备等课

程的学习打下基础，为将来学生从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方面的工作提供理论基础。

无机非金属材

料工程概论

（双语)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概论是一门专业方向课，主要讲授内容包括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基本

概念、分类，结构、性能、表征及其应用，陶瓷材料、玻璃材料、耐火材料、无机纤维

材料、无机材料基复合材料以及无机非金属材料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等。学生通过学习该

课程，初步了解无机非金属材料所涵盖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培养学生的专业与科研

兴趣，为今后专业课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本课程采用双语教学，构建学科基础知识与

专业英语知识并重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获得同步提高。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物理学、

无机化学，大学英语等知识基础，

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大

学物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4
学期。

陶瓷工艺学

陶瓷工艺学是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主要讲授陶瓷材料的主要原

料、粉体的制备与合成、坯体和釉料的配料计算、陶瓷坯体的成型、陶瓷材料的烧成、

陶瓷的加工及改性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对陶瓷材料的制备工艺和原理进行系统的介绍。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对新型陶瓷的了解，熟悉陶瓷生产中

共同性生产工艺过程及工艺过程中发生的物理化学变化，掌握工艺因素对陶瓷产品结构

与性能的影响和基本的实验技能，能够从技术与经济的角度分析陶瓷生产中的问题和提

出解决改进生产的方案，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必要的理论和技术支撑，也可初步

培养学生的创新观念和创新思维，为学生毕业后从事陶瓷生产、研究与管理等工作打下

必要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晶体学、

材料科学基础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晶体学与结晶矿物学、无

机非金属材料工程概论、材料科

学基础、材料测试技术、陶瓷工

业机械设备等课程，建议修读学

期为 6学期。

陶瓷厂工艺设

计概论

《陶瓷厂工艺设计概论》是高等学校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陶瓷方向的一门专业课程。本

课程开设的的在于使学生了解陶瓷工厂设计的基本程序、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为将来

从事陶瓷工厂设计打下基础。

课程主要内容有基本建设程序和前期工作、总平面及运输设计、陶瓷工厂工艺设计、车

间工艺布置、土建及公用设计知识、劳动保护和技术经济等。课堂以工艺设计为主，从

工艺流程选择、物料衡算、设备选型和车间工艺布置等方面介绍设计的基本知识。对建

厂前期工作、工厂总平面布置进行简介，对工艺设计所需的其他公用工程设计（土建、

水、电、暖等）、劳动保护和技术经济等方面作简要介绍，另外部分内容可结合毕业设

计讲授。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专业基础

课及专业课等知识基础，先修课

程为材料科学基础、陶瓷工艺学、

陶瓷工业机械设备、陶瓷工业热

工设备等为本课程的先修课，建

议修读学期为 7学期。

陶瓷工业热工

设备

本课程是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选修课。课程的任务是讲授陶瓷工业主要热工设备

的有关知识及研究方法，培养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主要讲授内容有陶瓷隧道

窑、陶瓷辊道窑、陶瓷间歇窑、电阻炉及其它电热窑炉、陶瓷窑炉热工测量和自动调节

等。要求学生掌握隧道窑、辊道窑、梭式窑、电阻炉等设备的分类、性能、结构、工作

原理、操作运行及设备管理等基本知识，熟悉陶瓷工业主要热工设备的设计计算（或选

型计算）、热工测量与自动调节的主要内容、方法及步骤，了解陶瓷工业热工设备的发

展方向等。

修读本课程的先行课程为：工程

制图、材料机械、材料力学、流

体力学、热工基础等课程。本课

程学习时最好与陶瓷工艺学、耐

火材料课同步进行,或略后于该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6学期。

陶瓷工业机械

设备

陶瓷工业机械设备是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主要讲授陶瓷工业生

产操作的机械过程原理以及常见机械设备的类型、构造、工作原理、性能，以及典型机

械设备的应用、选型计算方法，并介绍生产中的新技术应用和新型机械设备。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对陶瓷工业机械过程初步分析及设备选型的能力，了解使用和维

修的基本知识。为陶瓷工艺学、陶瓷厂工艺设计概论、毕业设计等后续课程打下基础，

也为学生毕业后从事陶瓷生产、研究与管理等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工程制

图、机械设计基础等知识基础，

先修课程为工程制图、机械设计

基础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5学
期。

玻璃工艺学

玻璃工艺学属于无机非金属材料与工程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全面系统

地介绍了玻璃的基础理论和玻璃生产的工艺过程。课程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内容是

玻璃基础理论，主要包括玻璃的特征、结构理论、形成理论及各种物理和化学等性质。

第二部分为玻璃工艺基础，以玻璃生产的工艺流程为主线，主要介绍有关玻璃生产工艺

原理，工艺过程及其影响因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掌握玻璃生产的基础理论的

同时，能够全面系统了解玻璃生产的工艺过程，为学生后续专业实践课程的学习及今后

从事本专业的研究与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物理、化

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化学、

物理、材料科学基础、材料测试

技术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6
学期.

玻璃厂工艺设

计概论

本课程是高等工科院校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玻璃方向的一门主干课程，通过对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基本建设的程序，熟悉玻璃厂工艺设计的基本内容、掌握玻璃厂工

艺设计的基本原则；掌握玻璃厂工艺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步骤；为学生的毕业设计及将来

从事玻璃厂的实际工艺设计、生产工作打下理论基础。本课程主要讲授的内容为玻璃厂

设计的基础知识、基本建设的前期工作；玻璃厂的厂内规划设计；玻璃厂工艺设计；其

他专业知识。其中工艺设计是本课程的重点内容，使学生掌握玻璃生产方法的选择、工

艺流程的确定、工艺设备的选型计算、车间工艺布置等工艺设计的基本知识，对于其它

专业知识只要求学生有所了解。

该课程是在修完本专业的通识教

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

及玻璃工艺学、玻璃工业热工设

备、玻璃工业机械设备、专业综

合实验等方向课的基础上开设

的，建议选修学期为第 7学期。

玻璃工业热工

设备

本课程介绍玻璃工业主要热工设备（包括池窑、坩埚窑、电熔窑、锡槽、退火窑、煤气

发生炉）的基本构造、工作原理、主要性能、基本操作控制、热工设备管理等基本知识

以及设计计算与选型计算方法，介绍玻璃工业热工设备的新结构及发展趋势。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掌握玻璃工业主要热工设备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解决实际工程

问题的能力，经过一定的实践环节，学生能从事玻璃工业主要热工设备的设计、研究、

修读本课程的先行课程为：工程

制图、工程力学、玻璃工业机械

设备、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原理

等课程。本课程学习时最好与玻

璃工艺学、耐火材料课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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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管理、热工测定等工作。 或略后于该课程，建议选修学期

为第 6学期。

玻璃工业机械

设备

本课程介绍玻璃工业生产过程中常见机械设备的类型、构造、工作原理、性能，以及典

型机械设备的应用、选型计算方法，并介绍生产中的新技术应用和新型机械设备，课程

分九章介绍：粉碎机械、筛分机械、起重运输机械、配合料制备机械、贮料设备、加料

机械、收尘设备、供料机械、成型机械。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玻璃工业生产

过程中常见机械设备的类型，掌握其构造、工作原理、性能，熟悉其选型计算方法，了

解生产中新技术和新型机械设备的应用，培养学生具有玻璃工业机械过程初步分析及设

备选型的能力。

修读本课程的先行课程为机械设

计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 5学期。

陶瓷行业动态

陶瓷行业动态是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主要是在学习无机非金属

材料学、陶瓷工艺学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深化陶瓷材料方面的专业知识。本课程主要内容

是引导学生阅读大量有关日用陶瓷、建筑卫生陶瓷、结构陶瓷、功能陶瓷、纳米陶瓷等

方面文献期刊，进行归纳、总结、分析，提炼出陶瓷材料整体发展动态，找出陶瓷材料

存在的问题，制作 PPT，完成文献综述报告。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近年来陶

瓷材料研究与生产及应用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向，了解陶瓷材料方面的新材

料、新工艺、新技术、新理论，培养学生的文献检索、归纳、总结能力，制作 PPT的

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无机非金

属材料学、陶瓷工艺学等知识基

础，先修课程为无机非金属材料

工程概论、陶瓷工艺学、功能材

料、新材料合成制备技术、薄膜

技术、纳米材料导论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 7学期。

玻璃行业动态

陶瓷行业动态是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主要是在学习无机非金属

材料学、玻璃工艺学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深化玻璃材料方面的专业知识。本课程按照各种

玻璃材料的用途不同，分为日用玻璃、建筑玻璃、玻璃深加工、功能玻璃以及封接玻璃

等几个主要章节。主要介绍各玻璃行业出现的新技术、新工艺、目前的发展现状、存在

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整个玻璃行业有个更全

面、深入的了解，为学生将来从事玻璃行业的生产、管理以及销售奠定一定的工作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无机非金

属材料学、玻璃工艺学等知识基

础，先修课程为无机非金属材料

工程概论、玻璃工艺学、功能材

料、新材料合成制备技术、薄膜

技术、纳米材料导论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 7学期。

玻璃科学技术

导论（双语）

本课程是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主要讲授玻璃物理化学、玻璃性

质及玻璃制备工艺等知识。具体内容包括：玻璃形成原理、 玻璃熔制、玻璃的分相、

玻璃的密度和热膨胀、玻璃的力学性质、玻璃的光学性质、玻璃技术及一些商业玻璃的

组成和性质。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玻璃物理化学的知识以及一些商用玻璃的

制备工艺。本课程选用国外高水平原版教材，采用双语教学构建学科基础知识与专业英

语知识并重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获得同步提高。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较强的英

语基础，大学英语、无机非金属

材料工程概论为本课程的先修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5学期。

熔体性质在玻

璃生产中的应

用

在玻璃生产领域熔体性质对玻璃生产工艺过程及其最终产品质量意义重大，可以说熔体

性质是玻璃生产的生命线，它贯穿在熔制、成型和退火等整个流程。甚至在使用过程中，

尤其是在较高温度下（玻璃转变温度附近），由于玻璃弛豫过程中不断地由非平衡态向

平衡态转变，玻璃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这些都与熔体性质密切相关。如果玻璃从业者

不了解熔体性质的相关知识，在玻璃生产或使用过程中都可能发生质量问题，因此，掌

握玻璃熔体的基板知识对于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都非常重要。本课程属于校本课

程，课程内容与玻璃生产实践的各个环节密切相关，同时兼顾理论学习与应用技能的培

养。课程内容主要讲授玻璃熔体的流变和热力学性质，结合教师的科研实践以及国际上

的最先进的研究成果重点讲解玻璃组成和热历史对上述玻璃熔体性质的影响。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无机非金

属材料专业知识基础，先修课程

为材料科学基础课程，建议修读

学期为 7学期。

计算机在材料

科学与工程中

的应用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一般要在专业课结束以后开设，目的是使学生了解计算

机在材料中的应用范围及应用方法及最新的研究领域，使学生所学的计算机知识应用于

所学专业。任务是将计算机知识和专业课有机的联系在一起，采用计算机软件解决材料

科学与工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培养现代化的工程技术人员，使学生能够适应现代化企

业的发展。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计算机、

化学、物理等知识基础，先修课

程为大学计算机基础、程序设计

基础、材料测试技术、材料科学

基础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6
学期。

陶瓷玻璃缺陷

分析

本课程是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之一。课程包括陶瓷缺陷和玻璃缺陷分析

两部分内容，陶瓷缺陷分析分为日用陶瓷缺陷分析、建筑陶瓷缺陷分析及卫生陶瓷缺陷

分析，主要介绍他们之间生产工艺的差别，产品的质量要求以及生产中常见缺陷产生的

原因及分析。

玻璃缺陷分析部分，按照玻璃产品生产工艺的不同，介绍玻璃产品中最常见的玻璃体

的缺陷、平板玻璃的的浮法生产缺陷，在此基础上对瓶罐玻璃的成形缺陷作简单介绍。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玻璃、陶瓷制品生产的基本工艺理论和各种工艺因素的

内在关系，了解玻璃、陶瓷产品的质量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对玻璃、陶瓷生产中经常

出现的问题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拓宽学生知识面和就业渠道，为今后从事陶瓷、玻璃

生产、销售与质量控制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先修课程为晶体学与结晶矿物

学、材料测试技术、无机非金属

材料工程概论等课程，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学期。

功能玻璃

《功能玻璃》是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选修课程。主要讲授功能玻

璃的原理、制备、性能及应用。具体包括：光功能玻璃、硫系玻璃、溶胶－凝胶法新型

玻璃、生物玻璃、变色玻璃、闪烁玻璃、磁功能玻璃。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充分

掌握功能玻璃的原理、制备及应用，了解功能玻璃领域国内外最新的发展趋势及研究成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较强的英

语基础，大学英语、无机非金属

材料工程概论为本课程的先修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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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本课程是学校创新课程之借鉴引进课程。通过选用国外高水平原版教材、专业外文

书籍及近年来国际著名学术期刊报道的功能玻璃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授课内容，采用

双语教学构建学科基础知识与专业英语知识并重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语言能力和专业

知识获得同步提高，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增强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

复合材料

《复合材料》是材工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复合材料是一门涵盖多学科、多领域的

综合性学科。本课程主要涵盖复合材料基体及增强体、各种基体材料复合材料的组成﹑

性质及加工工艺,重在培养学生研究与问题分析的能力,。依据学院办学条件及特色,重点

讲授聚合物基﹑陶瓷基﹑碳碳及多种新型功能复合材料等的性能、制备、应用和发展状

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讲授。使学生在已有的材料科学基础上，较为系统地学习多类型复

合材料及复合原理，掌握各种复合材料的性能、制备方法与应用,了解复合材料的发展

方向及趋势,丰富和拓宽学生在材料及材料学方面的知识和视野,。

该课程需要具备线性代数﹑有机

化学、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

﹑材料成型加工等知识基础，建

议修读学期为 6学期。

功能材料

功能材料是指具有优良的电学、磁学、光学、热学等功能，能完成功能相互转化，主要

用来制造各种功能元器件而被广泛应用于各类高科技领域的新型材料。功能材料是新材

料领域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及国防建设的基础和先导，它涉及信息技术、生

物工程技术、能源技术、纳米技术、环保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功能材料不仅

对高新技术的发展起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还对相关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实现跨

越式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本课程对功能材料的发展历史、制备方法、应用领域进

行系统的阐述，介绍最新的科技成果，反映功能材料各个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物

理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无机

及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无机非

金属材料工程概论、材料科学基

础、材料测试技术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 6学期。

纳米材料导论

（双语）

本课程的授课对象是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本科生，属材料类专

业选修课。本课程采用的是英文原版教材，属于双语课程。本课程首先介绍了纳米材料

的定义并简述了其发展历史，接着论述了纳米材料的合成、性质和应用等相关内容，具

体来说主要包括纳米材料的基本理论和纳米结构单位；团簇的定义；溅射、热蒸发和激

光法制备纳米颗粒；溶胶凝胶法；高能球磨和机械研磨法；纳米粒子的干法和湿法压制

成型；无压烧结；压力有助烧结和烧结锻造；纳米材料的化学性质和力学性质；最后介

绍了 C60 分子以及富勒烯的结构、合成，并对其物理、化学性质作了介绍。通过对本

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充分了解纳米材料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其潜在的应用前景。

本课程是在学生完成了大学英语

的学习，有一定的英语基础，掌

握了一定的专业基础课程的基础

上而开设的。对无机非金属材料

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在上

该门课程之前，已经对大学英语、

专业英语等相关学科进行了学

习，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新材料合成制

备技术

新材料合成制备技术是材料及材料科学发展的基础学科。材料合成制备的最终目标是制

备高性能、高质量的新材料以满足各种构件、物品或仪器等的日益发展的需求。在材料

科学领域中，新材料合成与制备综合了材料科学、物理、化学、力学和机械等学科的研

究内容，但其本身又自成体系。新材料合成制备工艺的发展与材料的发展相互促进并相

互制约，新材料合成制备技术的系统性和规律性的研究促进新材料的制备和材料应用的

发展，而新材料的需求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又进一步要求新的合成制备方法的提出。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物

理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无机

及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无机非

金属材料工程概论、材料科学基

础、材料测试技术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 6学期。

薄膜技术

本课程主要论述了薄膜的制造技术与薄膜的形成、薄膜的结构与缺陷，薄膜的性质等基

础内容。本课程共分九章，第一张介绍了真空技术基础；从第二章开始到第六章，本课

程系统介绍了各种成膜技术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包括蒸发镀膜、溅射镀膜、离子镀、化

学气相沉积、溶液镀膜法中的化学反应沉积、阳极氧化法、电镀法和 LB膜制备技术等；

第七章介绍了薄膜的形成；第八章介绍了薄膜的结构与缺陷；第九章介绍了一下薄膜的

电学性质、力学性质、半导体特性、磁学性质等内容。课程注重基本概念的阐述，叙述

深入浅出，并注意到原理与技术相联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学习使学生既可以掌

握一些薄膜物理的基本知识，同时也能了解该领域内当前的一些前沿研究进展，开阔眼

界，这些都有利于学生将来更好的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

本课程是在学生完成了纳米材料

导论、材料科学基础、材料测试

技术等专业课的学习之后安排的

一门专业选修课，是在学生掌握

了一定的专业基础课程的基础上

而开设的。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耐火材料

本课程是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中的一门选修课，它可以作为一个专业方向进行学

习，也可以通过学习知道如何选择使用耐火材料，以满足高温工业设备的要求。无机非

金属材料的生产和使用与高温相关，耐火材料就是一类专门用于高温工业的产品。本课

程重点从基础着手，让学生理解专业术语的含义，与材料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对应

的不同的性能。然后对共性的知识进行统一梳理，最后选取典型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为学生的日后学习奠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晶体学、

材料科学基础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结晶学及矿物学、无机非

金属材料工程概论、材料科学基

础、材料测试技术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 6学期。

陶瓷工艺学 II
（玻璃方向）

陶瓷工艺学 II（玻璃方向）是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玻璃方向的一门专业任选课，主

要是拓展玻璃方向学生的专业知识。主要讲授陶瓷材料的主要原料、粉体的制备与合成、

坯体和釉料的配料计算、陶瓷坯体的成型、陶瓷材料的烧成、陶瓷的加工及改性等方面

的具体内容，对陶瓷材料的制备工艺和原理进行系统的介绍。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对新型陶瓷的了解，熟悉陶瓷生产中共同性生产工艺过程及工

艺过程中发生的物理化学变化，掌握工艺因素对陶瓷产品结构与性能的影响和基本的实

验技能，能够从技术与经济的角度分析陶瓷生产中的问题和提出解决改进生产的方案，

初步培养学生的创新观念和创新思维，为玻璃方向的学生毕业后从事陶瓷生产、研究与

管理等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晶体学、

材料科学基础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结晶学及矿物学、无机非

金属材料工程概论、材料科学基

础、材料测试技术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 7学期。

76
76



玻璃工艺学

(II)（陶瓷方

向）

玻璃工艺学 II（陶瓷方向）是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陶瓷方向的一门专业任选课，主

要是拓展陶瓷方向学生的专业知识。本课程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是玻璃基础

理论。主要包括玻璃的特征、结构理论、形成理论及各种物理和化学等性质。这部分内

容是玻璃工艺学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知识。抓住了这个重点，学生扎实地掌握了这部分内

容，就能在今后的工作中用共性、规律的知识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第二部分为

玻璃工艺基础，以玻璃生产的工艺流程为主线，主要介绍有关玻璃生产工艺原理，工艺

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具体包括玻璃原料及成分设计、玻璃熔制、成型、退火、淬火等玻

璃生产工艺、玻璃制品的加工如冷加工、热加工、表面处理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初

步培养学生的创新观念和创新思维，为陶瓷方向的学生毕业后从事玻璃生产、研究与管

理等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晶体学、

材料科学基础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结晶学及矿物学、无机非

金属材料工程概论、材料科学基

础、材料测试技术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 7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1、方向一：陶瓷研究与应用；方向二：玻璃研究与应用。2、陶瓷方向学生选择课程设计（陶瓷方向），玻璃方向学生选择课程

设计（玻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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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601

一、培养目标

电气工程主要是研究电能的产生、传输、转换、控制、储存和利用的学科。本专业隶属于电气类，培养具有电气工程领域相关的基础理

论、专业技术和实践能力，能在电气工程领域的装备制造、系统运行、技术开发等部门从事设计、研发、运行等工作的复合型工程技术

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电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电机学、电力系统和自动控制等方面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本专业的

主要特点是强电与弱电相结合、软件与硬件相结合、元件与系统相结合。本专业学生接受电工、电子、信息、控制及计算机技术等方面

的基本训练，掌握解决电气工程领域中的装备设计与制造、系统分析与运行控制问题的基本能力。

本专业的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较扎实的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基础，具有外语运用能力；

2）系统地掌握电气工程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主要包括电工理论、电子技术、信息处理、控制理论、计算机软硬件基本原理和应用等；

3）掌握电气工程相关的系统分析方法、设计方法和实验技术；

4）获得较好工程实践训练，具有较熟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5）具有本专业 1～2个专业方向的知识与技能，了解本专业学科前沿的发展趋势；

6）具有较强的工作适应能力，具备一定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组织管理的实际工作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质、表

达与沟通能力

2.创新创业精

神
3.基础知识

4.专业知识、技

能

5.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
6.工程实践 7.终身学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信息检索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

程序设计基础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高等数学Ⅰ(上) √

高等数学Ⅰ(下) √
大学物理(上) √

大学物理(下) √

大学物理实验 I √
电路原理 √

模拟电子技术 √

数字电子技术 √
线性代数 II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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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模型 √

电力系统基础 √
电机学 √

自动控制理论 I √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 √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

业英语
√

电力电子技术 √ √ √

电力系统分析 √ √
电力系统自动化 √ √

工业企业供电 √ √

电力拖动 √
电机设计 √ √

微特控制电机 √

电力系统通信 √ √
配电自动化 √ √ √

楼宇自动化系统 √ √

Matlab及电力系统仿真 √
电气 CAD √

新能源发电技术 √

DSP技术及应用 √
发电厂及变电站的二次

回路
√

电网监控与调度自动化 √ √

简明电磁场 √
微机继电保护 √

永磁电机 √ √

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

器
√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

业口语
√

高电压工程 √ √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II √
单片机原理Ⅱ √

电类科技创新及竞赛基

础实践
√ √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创

新实践
√ √

信号与系统 II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是电气工程方面的较宽口径专业。本专业学生接受电工、电子、信息、控制及计算机技术方面的基本训练，掌握解决电气工程领

域中的装备设计与制造、系统分析与运行及控制问题的能力。主要设置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电机与电器两个专业方向。

五、主干学科

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电路原理、电子技术基础、电机学、自动控制理论、电力电子技术、工业企业供电、电气工程基础、电力系统分析、电力系

统继电保护、高电压技术、电力系统自动化、发电厂及变电站的二次回路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工程训练、电子工艺实习、电子技术综合课程设计、生产实习、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综合实验、变电站仿真综合实

验、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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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1.5 8.5 20.5 22.5 27 48

要求学时 2592+34周 840 128 552 136 360 576 34周 669+34周
学分占比 100% 26.3% 5.0% 19.7% 5.3% 12.8% 14.1% 16.9% 30.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按要求完成 160学分的学习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大学体育（1）
（Physical education 1）

1 32 1 考试 B151001

大学体育（2）
（Physical education 2）

1 32 1 考试 B151002

大学体育（3）
（Physical education 3）

1 32 1 考试 B15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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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4）
（Physical education 4）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214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一年级

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Ⅰ(上)
(Higher Mathematics
Ⅰ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1

高等数学Ⅰ(下)
(Higher Mathematics
ⅠVolume 2)

6 96 6 考试 B113102

大学物理(上)
(College Physics I
Volume 1)

4 64 4 考试 B113201

大学物理(下)
(College Physics I
Volume 2)

2 32 2 考查 B113202

大学物理实验 I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Ⅰ)

1.5 3 45 3 考查 B117201

电路原理
(Principles of Electric
Circuits)

4.5 64 16 4.5 考试 B023201

模拟电子技术
(Analog Electronical
Technique)

4.5 64 16 4.5 考试 B023202

数字电子技术
(Digital Electronical
Technique)

4 56 16 4 考试 B023203

小计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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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线性代数 II
(Linear Algebra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

3 48 3 考试 B118123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Complex Functions
and Integral
Transformations)

3 48 3 考试 B118125

数学模型

(Mathematical Model) 2.5 40 2.5 考试 B118126

小计 11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0.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电力系统基础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oundation)

3 48 3 考试 B024401

电机学

(Electrical Machinery) 5 72 16 5 考试 B024461

自动控制理论 I
(Automatic Control
Theory I)

4 56 16 4 考试 B024163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Power System
Protective Relaying）

3.5 48 16 3.5 考试 B02446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for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Its
Automation）

2 32 2 考试 B024405

电力电子技术

（Powe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3 40 16 3 考试 B024102

小计 20.5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6.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电力系统分析

（Power System
Analysis）

2 32 2 考试 B025401

电力系统自动化

（Power System
Autom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25460

工业企业供电

（Industrial Enterprise
Electricity Supply）

2.5 40 2.5 考试 B025403

小计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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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二

电力拖动

(Electrical Machine and
Drives)

2 32 2 考试 B025404

电机设计

(Electric Machine
Design)

2.5 32 16 2.5 考试 B025405

微特控制电机

(Small and Special
Electrical Machines
Control)

2 32 2 考试 B025406

小计 6.5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电力系统通信

(Power System
Communications)

2 32 2 考试 B026401

配电自动化

(Distribution
Autom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26465

楼宇自动化系统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2 32 2 考试 B026403

Matlab及电力系统仿

真

(MATLAB and Power
System Imitation)

2 16 32 2 考试 B026461

电气 CAD
(Electrical CAD
technology)

2 16 32 2 考试 B026463

新能源发电技术

(Renewable Energy
Generation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26406

DSP技术及应用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5 32 16 2.5 考试 B026360

发电厂及变电站的二

次回路

(Power plants and
substations secondary
circuit)

2 28 16 2 考试 B026464

电网监控与调度自动

化

(Power network
monitoring and
dispatching autom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26462

简明电磁场

(Concise
Electromagnetic Field)

2 32 2 考试 B026409

微机继电保护

(Microcomputer Based
Protection)

2 24 16 2 考试 B02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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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电机

(Permanent Magnet
Machines)

2 32 2 考试 B026411

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

制器

(Electrical Control &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2.5 32 16 2.5 考试 B02641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业口语

(Advanced Oral)
2 32 2 考试 B026413

高电压工程

(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3 48 3 考试 B026414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II
(Principle of
Microcomputer and the
interface II)

3.5 48 16 3.5 考试 B026361

单片机原理 I
(Principles of MCU II)

3 40 16 3 考试 B026302

电类科技创新及竞赛

基础实践（Electric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ompetion basical
practice）

1 32 1 考查 B026415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创新实践（Power
system auto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actice）

1 32 1 考查 B026416

信号与系统 II
(Signals and Systems
II)

3 48 3 考试 B026209

小计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7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1） 考查

安全教育 （2） 考查

社会实践 （2） 考查

工程训练 2 2 2 考查 B017102
电子工艺实习 1 1 1 考查 B027201

电子技术综合课程设计（分散） 1 1 1 考查 B027202
生产实习（电气） 3 3 3 考查 B027401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综合实验

（分散）
2 2 2 考查 B027402

变电站仿真综合实验（分散） 2 2 2 考查 B027403
毕业实习（电气） 4 4 4 考查 B027404

毕业设计（论文）（电气） 10 14 14 考查 B027405

小计 27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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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电路原理

电路原理是电气、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非常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同

时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电路模型和电路定律；电路等效

变换；电阻电路的分析方法；叠加定理、替代定理、戴维宁和诺顿定理；一阶电路的时域

分析；相量法基础以及正弦稳态电路的分析；含有耦合电感的电路的分析方法；三相电路

的基本概念和三相电路计算；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和信号的频谱；拉普拉斯变换的基本性

质及应用；二端口的方程和参数。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电路的基本概念、基

本定律、基本定理以及基本的分析和计算方法，并使学生受到必要的实验技能的训练，为

学习后续相关课程和将来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

学、物理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

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模拟电子技术

模拟电子技术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以及测控技术与

仪器等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该课程不仅具有自身的理论体系，而且是一门实践性很强

的课程。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获得的模拟电子技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自动控制系统、微型计算机原理等课程以及电子技

术及电路在专业中的应用打好基础。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常用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

路、多级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放大电路中的反馈、信号的运算和处理、波形的

发生和信号的转换、功率放大电路、直流电源。通过学习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使学生能看

懂本专业中典型电子设备的原理图，了解各部分的组成及工作原理；对对各环节典型电路

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估算；并能根据要求选用有关元器件，研制出所需要的电路。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

学、物理、电路等知识基础，先

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电路原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3学期。

数字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是电气类、电子类、机电类、自动化类、信息类等本科专业的重要专业技术

基础课，它的突出特点是既基础又专业。其基础性表现该课程是所有上述各种专业的入门

课和基础课，更是掌握现代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等必需掌握的基础技术；

其专业性表现在课程本身实践性很强，课程内容涉及到的一些典型电路本身就可以作为最

终的实用电路和产品。国家教育部对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基本要求是“使学生获得数字电

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深入学习数字电子技术及其在专业中的

应用打下基础”。教育部的要求是开展本课程教学的基本纲领，整个课程的教学过程都要

围绕着这“三个基本和一个应用”展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

学、物理、电路等知识基础，先

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等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电力系统基础

本课程简述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发展历史及未来趋势；分析了本专业的课程

体系、专业特点、人才培养目标、学科结构等相关内容；阐述了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电

机电器及其控制、电力系统自动化、电工理论与新技术和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等学科的研究

内容和应用领域。

本课程作为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学生的基础课程，在不涉及过多理论知识的前提

下，使学生对本专业的概貌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对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起到铺垫作

用。课程的知识结构反映了电力工业技术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课程能够结合电力工业的改

革方向，及时向学生介绍电力工业的时代发展趋势，如抽水蓄能、电力市场、支流输电和

柔性交流输电能新内容，扩大知识面，增加信息量。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

学、物理、电路等知识基础，先

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电路原理、自控原理 、电机学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电机学

《电机学》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核心课，为后续课程、创新活

动、毕业设计、研究生培养以及今后工作提供专业技术基础知识。电机学课程的特点是概

念多，公式多，理论性强，与工程联系密切，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学生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获得电机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实验技能。这些基本内容和分

析方法对分析其它电气设备也有普遍意义，所以它也是强电专业的理论基础。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磁路的基本定律，常用铁磁材料的特性及交、直流磁路；变

压器和三种电机（直流电机，感应电机和同步电机）的基本结构；变压器中的主磁场和漏

磁场，三种电机中气隙磁场的性质和时空关系；变压器和三种电机正常稳态运行时的运行

原理，分析方法和运行性能，电压方程和转矩方程，能量转换关系，稳态参数的物理概念，

等效电路计算。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

学、物理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

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原

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
学期。

自动控制理论

I

《自动控制理论》是自动控制领域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内容主要涉及古典控制理

论的基本知识，包括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控制系统的数学建模、线性系统的基本分

析方法、线性系统的设计校正方法、线性离散系统的分析与校正以及非线性控制系统分析

等。

课程目的是使自动化及其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掌握古典控制理论的基本知识，学会控制

系统的建模、分析及设计方法，为今后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并通过继续学习

相关课程后，能够从事国民经济、国防和科研各部门的运动控制、过程控制、电力系统保

护和控制、机器人智能控制、现代集成制造系统、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复杂网络与计算

机应用系统等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教学及管理工作。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

学、物理、电路等知识基础，先

修课程为高等数学 I、大学物理

I、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Ⅰ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电力系统继电

保护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主要专业课，是一门理论性和实

践性都很强的专业课，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基本原理、基本概

念、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以及基本的实验技能。为学生毕业后从事本专业范围内的

各项工作奠定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输电线路的电流保护、距离保护、纵联保护的基本原

理及其整定原则，了解自动重合闸装置的基本知识；掌握发电机、变压器保护的基本配置

及主要保护的基本原理、母线保护、断路器失灵保护的基本原理。

先修课程为：电路原理、电机学、

电力系统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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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英

语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英语》面向电气专业的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初

步具备工程英语所必须的听、说、读、写能力，并能够阅读一些简单的外文参考文献和技

术说明。为将来的工作与深造打下扎实良好的专业英语基础。

先修课程为：电路原理、电子技

术、电机学、工厂企业供电、电

力系统基础、继电保护，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7学期。

电力电子技术

本课程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技术基础课，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核心课程之

一。主要讲述各种电力电子器件的结构、基本原理、驱动方法，同时对驱动电路和器件的

选择进行了探讨。对电力电子线路的工作原理、设计与计算方法以及各种电力电子器件的

特性和使用方法亦有着力讲解。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各种电力电子电路的结构、工

作原理、控制方法、设计计算方法及实验技能；熟悉各种电力电子装置的应用范围及技术

经济指标。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学、物

理、电路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

为高等数学、电路原理、模拟电

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电力系统分析

《电力系统分析》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学科的专业课，同时也是电力相关专业的主

要课程。课程主要介绍了电力系统的对称短路计算方法、不对称短路计算方法、以及系统

运行的静态稳定性分析和暂态稳定分析等内容，本课程具有很强的基础理论，又具有较强

的工程实践性，理论与实践结合密切。该课程对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了解掌握电力专

业的学科前沿的动态以及对电力相关专业课程的进一步学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课程

在整个电气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中起到一个承上起下的桥梁作用，在整个专业教学中占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具备分析问题的基本技能，掌握处理问题的

基本方法，并且具有分析大型电力系统的基本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

学、物理、电路等知识基础，先

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电路原理、自控原理 、电机学、

电力系统基础等课程，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学期。

电力系统自动

化

本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课，主要讲授的内容包括发电机的自动并列、同步发电

机励磁白动控制系统、电力系统频率及有功功率的自动调节、电力系统电压调整和无功功

率控制技术、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配电管理系统（DMS）等，力求使学生对电力系统

自动化及其基本问题有一个基础性的了解，在内容上重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讲解。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

学、物理、电路等知识基础，先

修课程为电力系统基础、自动控

制理论 I、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II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工业企业供电

本课程是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开设的供、配电系统方面的专业方向必修课，是工业

企业供配电系统毕业设计的先修课程，是一门实用性强的课程。主要讲述的内容有：电力

系统的基本概念；工厂的电力负荷及其计算；短路电流及其计算；工厂变配电所及其一次

系统；电力线路；工厂供电系统的过电流保护；电气安全、接地与防雷。通过对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中小型工厂供、配电系统的运行、设计计算、设备选择、导线的选

择、安全用电和防雷接地等所必需的基本理论及知识，并初步了解和掌握工厂供电设计的

基本方法和步骤，为今后从事供、配电系统的运行维护、配电系统设计、高压开关设备、

低压开关设备、电线、电缆及电气设备的制造及销售等技术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

学、物理、电路等知识基础，先

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英语、

大学物理、电路原理、电机学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
期。

电力拖动

《电力拖动》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核心选修课程，以分析各种交、直流电机的运行规

律、调速原理和控制方法为主要内容。本课程通过对各种电机调速系统的构成、运行原理、

控制方法等内容的介绍和分析以及实验论证，使学生能掌握各种电力拖动自动控制装置的

原理、运行和分析方法。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

学、物理、电路等知识基础，先

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电路原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电机设计

《电机设计》作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选修课，通过课堂讲授和课外作业、上机操

作等实践环节，使学生掌握电机设计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电机设计问题的能

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学、物

理、电路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

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原

理、电工技术、电子技术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微特控制电机

《微特电机》是电气自动化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课，及综合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

术、电机与拖动、电力电子技术和微机原理等技术，又涉及电机学科的最新进展与趋势，

具有交叉性、新颖性、实战性等特点。通过学习本课程，使学生掌握一些目前正在兴起的

和已经取得广泛应用的特种电机的原理、分析及控制方法；了解微特电机领域最新进展和

发展趋势；培养综合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学、物

理、电路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

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原

理、电工技术、电子技术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电力系统通信

《电力系统通信》主要研究满足电力系统运行、维修和管理所需要的信息传输与交换技术。

电力系统为了安全、经济的发供电、合理地分配电能，保证电力质量指标，及时地处理和

防止系统事故，就要求集中管理、统一调度，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通信系统。电力系统通信

是电力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电网实现调度自动化和管理现代化的基础，是确

保电网安全、经济调度的重要技术手段。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等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电路原

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

术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配电自动化

配电自动化（Distribution Automation）是一项集计算机技术、数据传输、控制技术、现代

化设备及管理于一体的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其目的是提高供电可靠性，改进电能质量，向

用户提供优质服务，降低运行费用，减轻运行人员的劳动强度。在工业发达国家中，配电

系统自动化受到了广泛的重视，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的配电系统自动化，已经

形成了集变电站自动化、馈线分段开关测控、电容器组调节控制、用户负荷控制和远方抄

表等系统于一体的配电网管理系统(DMS)，其功能已多达 140余项。近年来我国在配电自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电

力系统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

电子技术、电力系统基础等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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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领域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展了大量的工程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楼宇自动化系

统

本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专业任选课程，是一门紧密结合工程实际的技术性课

程，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楼宇自动化系统是智能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信息时

代的产物，是以计算机、自动化和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在建筑行业的应用和渗透。楼宇

自动化系统涉及建筑的电力、照明、空调、通风、给水排水、消防、安全防范、停车场管

理等设备与系统，是智能建筑中涉及面最广、设计任务和工程施工量最大的子系统，它的

设计水平和工程建设质量对智能建筑功能的实现有直接的影响。本课程力求把握科学发展

方向，融入新知识，体现学科及行业发展趋势；站在全局的高度，紧跟行业及市场的发展

动态，融入新技术，揭示楼宇智能工程的复杂性和技术内在的系统性关系。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自

动控制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自动控制理论 I、电路原理、模

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等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Matlab及电力

系统仿真

MATLAB是英文MATrix LABoratory（矩阵实验室）的缩写。自 1984年由美国MathWorks
公司推向市场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在欧美各高等院校MATLAB 已经成为线

性代数、自动控制理论、数字信号处理、时间序列分析、动态系统仿真、图像处理等诸多

课程的基本教学工具，成为大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MATLAB Simulink仿真软件中的 PoewrSystem 模块，包括各种电机的仿真模型、电力电

子器件模型以及各种测量装置模型等。这样，很容易建立所需的控制系统和简单电力系统

模型，然后对系统进行仿真和分析，使得一个复杂系统的输入、输出以及控制变得相当的

简单和直观。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自

动控制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电路、电子技术、自动控制理论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
学期。

电气 CAD

《电气 CAD》是研究电气工程图样的一门科学，它既有系统的理论性，又有较强的实践

性，旨在培养学生阅读和绘制较为复杂的工程图样能力，熟练掌握用 AutoCAD软件绘制

电气控制线路图的方法。本课程以训练学生的电气制图与识图技能为核心，以工作过程为

导向，依托 AutoCAD、 Protel制图软件，详细介绍了 AutoCAD 、Protel系统操作方法、

电气工程涉及的常用电气图的基础知识、典型电气图的绘制方法与技巧等内容。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等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电路、模

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等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新能源发电技

术

本课程首先介绍了能源的基本知识以及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必要性与发展概况，在此基

础上，较为系统地讨论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海洋能发电、生物质发电和地热发电等可

再生能源发电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技术，并介绍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密切相关的功率变换技术

与电力储能技术。本课程理论联系实际，反映了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最新技术成果。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电

力系统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力系统

基础、电机学等课程，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学期。

DSP技术及应

用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控制、电气等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

选修课。DSP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已成为从事电子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掌握

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之一。本课程以 TI公司 TMS320系列处理器为描述对象，介绍 DSP
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常用算法实现以及 DSP芯片的一般结构特征、硬件构成、工作原理、

开发环境、编程方法、基本的开发调试技巧。进一步巩固和加深对数字信号处理理论的认

识，为将来在工作中能够熟练地使用各种 DSP器件去实现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算法打下

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电

子、电力系统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

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信

号与系统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5学期。

发电厂及变电

站的二次回路

本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专业任选课。主要介绍发电厂和变电所中各种二次回

路接线的原理和运行。主要内容有：电气设备的控制回路和信号回路，电压互感器、电流

互感器的二次回路、负载计算及其接线，继电保护的原理接线和绘制方法，隔离开关的控

制和闭锁电路，同期系统接线原理，电气测量接线原理，发电厂和变电站的弱电控制和信

号系统，备用电源自投的二次接线原理，自动重合闸装置的动作原理及参数选择等。内容

紧密联系实际，注重实用性，除了阐述二次接线原理之外，还着重介绍二次回路的绘制方

法和相关问题分析。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近一步的了解电力系统的有关知识，特别是

掌握电力系统二次回路的作用、原理、读图和绘制方法，增强了供.配电系统的设计能力

和研究分析能力，为毕业设计储备知识，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电力系统范围内的相关工作奠

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电

力系统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原理、

电机学、电子技术、工业企业供

电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电网监控与调

度自动化

电网监控技术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电力系统方向和继电保护方向的一门专业

必修课。本课程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包括概述、交流数据采集与处理、远方终端、变电站

自动化、数据通信系统和 EMS能量管理系统。本课程涵盖了监控与调度自动化的各个方

面及过程，以介绍基础知识为主，使读者能够对监控与调度自动化有完整、系统的了解与

认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电

力系统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原理、

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电力系统基础等课程，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7学期。

简明电磁场

《简明电磁场》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本课程介绍宏观电磁场的

基本性质和基本规律，并介绍其应用方面的基本知识及技能。使学生对工程中的电磁现象

与电磁过程，能应用场的观点进行初步分析；对一些简单的问题能进行计算；为学习专业

或进一步研究电磁场问题，准备必要的理论基础。本课程的主要内容：电磁场的有关定理、

定律、电磁场的基本规律；麦克斯韦方程的物理意义及数学表达式和一些重要的电磁场问

题的数学模型（如波动方程、拉氏方程等）的建立过程以及分析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学会用“场”的观点去观察、分析和计算一些简单、典型的场的问题。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等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等数

学、大学物理、电路原理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微机继电保护

微机继电保护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其目的和任务是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电力系统微机保护的硬件构成原理和软件设计方法，进一步加深对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基本原理和算法的掌握，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继电保护的设计开发、现场

维护与调试工作奠定基本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电

力系统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电路原理、微机原理与接口技

术、电力系统继电保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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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磁电机
本课程是一门跨学科的选修课，以电机学、电机设计等为基础，同时与材料学、机械设计、

检测与实验技术、电力电子技术以及控制技术有密切联系。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等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等数

学、大学物理、电路、模拟电子

技术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电气控制与可

编程控制器

《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器》是自动化专业重要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从工程实际出发，

首先介绍了常用低压电器元件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电气控制基本线路、典型生产机械电气

控制线路、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然后以西门子 S7系列 PLC产品为主线，详细介绍

了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结构、原理、指令系统、编程及相关配套设备的使用方法，系统地阐

述了电气控制和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的分析与设计的一般方法。为加深理论知识学习并提

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配以适当实验教学，使学生既能够对原有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

路进行 PLC技术改造，又能够根据用户提出的工艺流程进行 PLC程序设计，提高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自

动控制、微机原理等知识基础，

先修课程为电路原理、模拟电子

技术Ⅱ、数字电子技术、自动控

制理论Ⅰ、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口

语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口语》是电气工程专业本科生的选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了解专业口语的特点，掌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必备的专业词汇，具有阅读本

专业及相关专业文献的能力，并可以在电力系统中生产、管理、事故、和生活的情景下，

用英语进行交流对话。为将来的工作与深造打下扎实良好的专业口语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电

子、自动控制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电路原理、电子技术、电

机学、自动控制理论、工业企业

供电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高电压工程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获得各种电介质的绝缘特性知识，提高抗电强度的方法，熟悉

高电压试验设备原理、试验方法，掌握波过程的基本理论。具有分析电力系统中大气过电

压、操作过电压的能力；学会限制各种过电压的措施，理解电力系统中绝缘配合的原则。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电

力系统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电路原理、电磁场、电力系统基

础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微机原理与接

口技术 II

本课程以 8086CPU为主线，系统介绍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基本组成、体系结构和工

作模式等；8086CPU的指令系统、汇编语言及程序设计方法和技巧；存储器的组成和 I/O
接口扩展方法；微机的中断结构、工作过程和 8259A的编程与应用；微机中的常用接口

原理和应用技术，包括串并行接口 8255A和 8251A的工作原理及编程应用方法，计数器/
定时器 8253的结构和应用，A/D、D/A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应用方法。从而使学生能较清

楚的了解微机的结构与工作流程，建立起系统的概念，初步掌握微机应用系统软、硬件开

发技术。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电

子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电路

原理、数字电子技术、计算机文

化基础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单片机原理Ⅱ

单片机技术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有关测量与控制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是实现现代

控制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与手段，是控制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是控制类专业技能的重要组

成部分。该课程主要讲授单片机结构和基本原理、MCS-51系列单片机及其指令系统、单

片机的 I/O扩展及应用、单片机的定时与中断系统及单片机的汇编及 C语言程序设计等内

容，通过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单片机的硬件构成，软件组成及一般的程序设计技能，进而

使用单片机实现各种检测与控制的目的。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电

子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电路

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

技术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电力系统自动

化技术创新实

践

该课程是一门实践性课程，系统的介绍和实践电力系统自动化的各种新技术、新方法。培

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工

程数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高等数学、电路原理、线性代数、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电类科技创新

及竞赛基础实

践

该课程是一门实践性课程，主要以电类的各种竞赛为平台，系统的介绍和实践各类竞赛相

关的内容和技术。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工

程数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高等数学、电路原理、线性代数、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信号与系统 II

《信号与系统 II》课程是一门技术基础课，其任务是研究信号与系统分析的基础理论与基

本方法，为后续课程打下有关信号与系统方面的基本基础，为电气工程学科的发展方向服

务，也为学生将来从事有关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课程内容包括信号的分析与处理、系统

的分析与综合，是电气工程各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知识的组成部分。通过本课程教学，使

学生初步掌握与应用信号与系统分析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和基本分析计算方法，培养学

生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满足高等教育改革对注

重综合素质培养、能力培养、加强基础、拓宽专业的需要。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工

程数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高等数学、电路原理、线性代数、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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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7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现代电子技术和信息系统的基础知识，能在信息通信、电子技术、智能控制、计算机与网络等领域和行政部门从事各类

电子设备和信息系统的科学研究、产品设计、工艺制造、应用开发和技术管理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二、培养要求

毕业生应获得如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有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良好的人文素质；

2.掌握数学、物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以及具有扎实的外语应用能力；

3.掌握电子线路的基本原理以及具有电子线路的设计及开发能力；

4.具有电子信息系统的基本理论、原理与设计应用能力；

5.具有电子、通信、计算机等设备与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维修等方面的应用能力；

6.具有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的原理基础及软、硬件应用开发能力；

7.具有文献检索和资料查询能力和开展科学研究以及实际工作能力；

8.具有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社会科

学知识和

人文素质

2.创新创

业精神

3.数学、物

理等方面

的基本理

论和基本

知识

4.电子信

息工程专

业基础知

识

5.电子线

路的设计

及开发能

力

6.电子信

息系统理

论及设计

应用能力

7.电子设

备与系统

的设计、安

装、等方面

的应用能

力

8.计算机

和计算机

网络的应

用开发能

力

9.文献检

索和资料

查询能力

10.专业综

合应用能

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

大学英语

（College English）
√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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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Electronics Major）

√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

高等数学Ⅰ

（Higher MathematicsⅠ)
√

线性代数Ⅱ

(Linear AlgebraⅡ)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Ⅰ)

√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Complex functions and
integral transform)

√

大学物理Ⅰ

（College PhysicsⅠ）
√

大学物理实验Ⅰ

（College Physics
ExpecimentⅠ）

√

电路原理

（Principles of Electric
Circuits）

√ √

模拟电子技术

（Analog Electronic
Technique）

√ √

数字电子技术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ique）

√ √

高频电子线路

（High Frequency Electronic
Circuit）

√ √

信号与系统Ⅰ

（Signals and Systems I）
√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Ⅰ

（Principle of
Microcomputer and the
interface I）

√

通信原理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

MATLAB仿真技术

(MATLAB Simulation)
√

电磁场理论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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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s）
√

电子设计自动化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

单片机原理Ⅰ

（Principles of MCU I）
√

电子系统设计

（Electronic System Design)
√

信息安全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

DSP技术及应用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

印刷电路板设计

（Printed Circuit Board
Design）

√

信息论与编码

（Information Theory and
Coding）

√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

√

数字电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

多媒体技术(Multimedia
Technology)

√

语音信号处理

(Speech Signal Processing)
√

数据库系统

(Database System)
√

高级实用编程技术

(Advanced Practical
Programming Techniques)

√

移动通信技术

（Mobile Communication）
√

微波与卫星通信

(Microwave Technique and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

交换技术

（Technology of Modern
Switching）

√

嵌入系统技术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Embedded System)

√

电子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

流媒体技术

(Streaming Media
Technology)

√

电子测量技术

(Electronic Measurement
Techn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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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原理及应用

（PLC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Ⅱ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SensorⅡ)

√

电类科技竞赛实践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mpetion practice)

√

科技创新创业能力训练

(Train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工程训练Ⅲ

（Engineering PracticeⅢ）
√

电子工艺实习

（Electronic Technology
Practice）

√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分散）

（Course Design of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分散）

（Course Design of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

EDA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of EDA）
√

单片机原理课程设计

（Design subject of Principle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Exercitation） √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Design）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是电子和信息工程方面的较宽口径专业。本专业的学生主要学习信号的获取和处理、电子设备与系统的组成和设计，受到电子与

信息工程方面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专门训练，具有相关的工程技术知识，具有较高的科学素质，具有运用所学知识和实验

技能进行应用研究、设计制造、科技开发等方面的能力，学生毕业后能够很快适应与电子和信息工程方面相关的工作。

五、主干学科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高频电子线路、单片机原理、电子设计自动化、电磁场理论、微机原理与接口技

术、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通信原理、信息理论与编码、嵌入系统技术、印刷电路板的设计、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电子工艺实习(1学分/1周）、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分散）(1学分/1周）、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分散）(1
学分/1周）、EDA课程设计(1学分/1周）、单片机原理课程设计(1学分/1周）、生产实习(3学分/3周）、毕业实习(4学分/4周）、毕

业设计(10学分/14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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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6 8.5 15.5 24 26 49.75

要求学时 2488+30周 840 128 624 136 264 488 30周 676+30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0% 22.5% 5.3% 9.7% 15.0% 16.25% 31.4%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1、必须完成各课程模块最低学分要求；2、毕业设计必须完成答辩并合格以上。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学分：4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

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大学体育（1）
（Physical education 1）

1 32 1 考试 B151001

大学体育（2）
（Physical education 2）

1 32 1 考试 B15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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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3）
（Physical education 3）

1 32 1 考试 B151003

大学体育（4）
（Physical education 4）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Electronics Major）

1 16 1 考查 B0212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0 48 160 11 12.5 8 7.5 0 2.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Ⅰ（上）

（Higher MathematicsⅠ)(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1

高等数学Ⅰ（下）

（Higher MathematicsⅠ)(Volume 2)
6 96 6 考试 B113102

大学物理Ⅰ（上）

（College PhysicsⅠ）(Volume 1)
4 64 4 考试 B113201

大学物理Ⅰ（下）

（College PhysicsⅠ）(Volume 2)
2 32 2 考试 B113202

大学物理实验Ⅰ

（College Physics ExpecimentⅠ）
1.5 48 1.5 考试 B117201

电路原理

（Principles of Electric Circuits）
4.5 64 16 4.5 考试 B023201

模拟电子技术

（Analog Electronic Technique）
4.5 64 16 4.5 考试 B023202

数字电子技术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ique）
4 56 16 4 考试 B023203

高频电子线路

（High Frequency Electronic Circuit）
4.5 60 12 4.5 考试 B023204

小计 36 516 108 0 0 5 14.5 8 4 4.5 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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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线性代数 II
(Linear Algebra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

3 48 3 考试 B118123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Complex Functions and Integral
Transformations)

3 48 3 考试 B118125

数学模型

(Mathematical Model)
2.5 40 2.5 考试 B118126

小计 11 176 0 0 0 0 0 5.5 5.5 0 0.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5.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信号与系统Ⅰ

（Signals and Systems I）
4 56 8 4 考试 B024201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3.5 48 16 3.5 考试 B024304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Ⅰ

（Principle of Microcomputer and the interface I）
3.5 48 16 3.5 考试 B024301

通信原理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4.5 60 12 4.5 考试 B024306

小计 15.5 212 36 16 0 0 0 0 4 7 4.5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电子系

统设计

电子设计自动化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2.5 32 16 2.5 考试 B025201

单片机原理Ⅰ

（Principles of MCU I）
3 40 16 3 考试 B025301

印刷电路板设计

（Printed Circuit Board Design）
2 24 16 2 考试 B025202

嵌入系统技术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Embedded
System)

2.5 32 16 2.5 考试 B025309

小计 10 96 32 0 0 0 0 0 0 5.5 2 0 0

信息处

理

信息论与编码

（Information Theory and Coding）
2.5 40 2.5 考试 B025203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2.5 32 8 2.5 考试 B025307

数字电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2.5 32 8 2.5 考试 B025308

多媒体技术

(Multimedia Technology)
2.5 32 8 2.5 考试 B025204

小计 10 136 24 0 0 0 0 0 0 2.5 7.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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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MATLAB仿真技术

(MATLAB Simul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26301

电磁场理论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ory）
3 48 3 考试 B116205

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s）
3.5 48 16 3.5 考试 B026307

电子设计自动化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2.5 32 16 2.5 考试 B026201

单片机原理Ⅰ

（Principles of MCU I）
3 40 16 3 考试 B026302

电子系统设计

（Electronic System Design)
2 24 16 2 考试 B026202

信息安全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2.5 40 2.5 考试 B026205

DSP技术及应用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5 32 16 2.5 考试 B026360

印刷电路板设计

（Printed Circuit Board Design）
2 24 16 2.0 考试 B026206

信息论与编码

（Information Theory and Coding）
2.5 40 2.5 考试 B026203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
2.5 32 8 2.5 考试 B026310

数字电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2.5 32 8 2.5 考试 B026311

多媒体技术

(Multimedia Technology)
2.5 32 8 2.5 考试 B026204

语音信号处理

(Speech Signal Processing)
2.5 32 8 2.5 考试 B026207

数据库系统

(Database System)
2 24 16 2 考试 B026208

高级实用编程技术

(Advanced Practical Programming Techniques)
2 24 16 2.0 考试 B026314

移动通信技术

（Mobile Communication）
2.5 32 8 2.5 考试 B026316

微波与卫星通信

(Microwave Technique and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2 32 2 考试 B026312

交换技术

（Technology of Modern Switching）
2.5 32 8 2.5 考试 B026309

嵌入系统技术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Embedded
System)

2.5 32 16 2.5 考试 B026319

电子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2 32 2 考试 B026210

流媒体技术

(Streaming Media Technology)
2 24 8 2 考试 B026322

电子测量技术

(Electronic Measurement Technology)
2.5 32 8 2.5 考试 B02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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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原理及应用

（PLC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26122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Ⅱ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SensorⅡ)
2 28 4 2 考试 B026123

电类科技竞赛实践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mpetion practice)
1 32 1 考查 B026324

科技创新创业能力训练

(Train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1 32 1 考查 B026325

小计 61.5 796 276 32 0 0 0 5 3 13.5 22.5 17.5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6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Train）
2 2 2 考查 B017102

电子工艺实习

（Electronic Technology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27201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分散）

（Course Design of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1 1 1 考查 B027207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分散）

（Course Design of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1 1 1 考查 B027208

EDA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of EDA）
1 1 1 考查 B027203

单片机原理课程设计

（Design subject of Principle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1 1 1 考查 B027301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Exercitation）
3 3 3 考查 B027204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4 4 4 考查 B027205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Design）
10 14 14 考查 B027206

小计 26 30 2 0 2 1 2 2.0 3 18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电路原理

（Principles of
Electric Circuits）

电路原理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非常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

实践性。主要内容包括分析电路中的电磁现象，研究电路的基本规律及电路的分

析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电路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基本定理

以及基本的分析和计算方法，并使学生受到必要的实验技能的训练，为学习电子

信息类专业的后续课程准备必要的电路基础知识。本课程在整个电子信息类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中起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微积分、微

分方程、电磁学等基础知识，先修课

程有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等，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2学期。

模拟电子技术

（Analog
Electronic
Technique）

模拟电子技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获得

的模拟电子技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为学习自动控制系统、微型计算机原理等课程以及电子技术及电路在专业中

的应用打好基础。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常用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多级放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高等

数学、大学物理和电路原理等课程的

基础知识，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

学物理和电路原理等，建议修读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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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放大电路中的反馈、信号的运算和处理、波形的发

生和信号的转换、功率放大电路、直流电源等。通过学习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使

学生能看懂本专业中典型电子设备的原理图，了解各部分的组成及工作原理；对

各环节典型电路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估算；并能根据要求选用有关元器件，研

制出所需要的电路。

为第 3学期。

数字电子技术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ique）

数字电子技术是电子信息工程本科专业的重要专业技术基础课，它的突出特点是

既基础又专业。其基础性表现该课程是所有上述各种专业的入门课和基础课，更

是掌握现代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等必需掌握的基础技术；其专业

性表现在课程本身实践性很强，课程内容涉及到的一些典型电路本身就可以作为

最终的实用电路和产品。国家教育部对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基本要求是“使学生

获得数字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深入学习数字电子

技术及其在专业中的应用打下基础”。教育部的要求是开展本课程教学的基本纲

领，整个课程的教学过程都要围绕着这“三个基本和一个应用”展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高等

数学、大学物理、电路原理、模拟电

子技术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为高等

数学、大学物理、电路原理和模拟电

子技术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高频电子线路

（High Frequency
Electronic Circuit）

高频电子线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讲授通信系统特别是无

线通信系统的发射机和接收机基本组成，及其内部各个模块电路的功能、结构、

工作原理和分析、设计方法。主要内容包括：高频电路中的元器件和组件，高频

谐振放大器，正弦波振荡器，调制器、解调器和混频器，反馈控制电路等。本课

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高频电子线路的工作原理和实现方法；了解在高频运用

下，线性和非线性电子线路的分析方法；了解高频电路中噪声的来源及克服方法；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分析、设计和应用电路的能力。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高等

数学 I、大学物理 I、电路原理、模拟

电子技术等基础知识，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5学期。

信号与系统Ⅰ

（Signals and
Systems I）

信号与系统Ⅰ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理论基础课。它主要讨论确定

性信号的特性、线性非时变系统的特性，信号通过线性系统的基本分析方法以及

由某些典型信号通过某些典型系统引出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要求学生掌握信号分析及线性系统的基本理论及分析方法，应能建立简单电

路与系统的数学模型，对数学模型求解，对所得结果给以物理解释，赋予物理意

义。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高等

数学、电路原理、线性代数、复变函

数等基础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
学期。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数字信号处理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随着信息科学和计算技术

的飞速发展，数字信号处理的理论与应用得到飞跃式发展，已经成为一门极其重

要的学科。本课程主要讲授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学生可以掌握时域离散信号及时域离散系统的时域分析方法、频域分析方

法，并且能掌握离散时间信号和系统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与基本分析方法以及

FFT、数字滤波器等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了解并学会使用现代设计、分析、开发、

仿真与实验工具。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信号

与系统、线性代数、计算机程序语言、

微型计算机原理等相关知识，先修课

程为信号与系统、线性代数、计算机

程序语言、微型计算机原理等，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

术Ⅰ（Principle of
Microcomputer and
the interface I）

本课程以 8086CPU为主线，系统介绍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基本组成、体系

结构和工作模式等；8086CPU的指令系统、汇编语言及程序设计方法和技巧；

存储器的组成和 I/O接口扩展方法；微机的中断结构、工作过程和 8259A的编程

与应用；微机中的常用接口原理和应用技术，包括串并行接口 8255A和 8251A
的工作原理及编程应用方法，计数器/定时器 8253的结构和应用，A/D、D/A的

基本工作原理及应用方法。从而使学生能较清楚的了解微机的结构与工作流程，

建立起系统的概念，初步掌握微机应用系统软、硬件开发技术。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数字

电路、计算机应用基础等专业基础课

的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数字电子技

术、计算机应用基础等，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学期。

通信原理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本课程以通信系统为背景，讨论信息的传输、交换的基本原理以及通信网的组成，

但侧重信息传输原理。主要内容包括：通信系统的组成与基本概念、信号与噪声、

模拟信号调制技术、数字基带传输系统、数字调制技术、脉冲编码调制、增量调

制、多路复用、同步以及通信网的基本概念等。要求学生在掌握以上知识的同时，

能够建立专业的观点、系统的观点、模型分析的观点与工程的观点，为本领域的

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适应现代信息社会对电信类人才的需求。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信号

与系统、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高频电

子线路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信号

与系统、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高频电

子线路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MATLAB仿真技

术

(MATLAB
Simulation)

《MATLAB仿真技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

MATLAB仿真软件的基本语法、程序设计方法与技巧，并且能够运用MATLAB
软件解决相关课程中的复杂计算和图形处理问题。内容主要包括：MATLAB基

本环境和操作方法；分章阐述了矩阵计算、数值计算、符号计算、数据可视化、

数据分析、M文件编写、SIMULINK仿真、句柄图形、图形用户界面、文件读

写、MATLAB编译器、应用程序接口等内容。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高等数学、

矩阵等基础知识，了解软件环境、语

法、程序结构、常用算法，需要辅助

大量上机练习。建议修读学期第 3学
期。

电磁场理论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ory）

电磁场理论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非常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具有较强的理论

性。主要内容包括电磁场的基本规律分析、宏观电磁场的普遍规律-麦克斯韦方

程组、静态及时变电磁场的传播与辐射特性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电磁场与电磁波两个方面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以及基本的分析和计算方法，为

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后续课程或者在电磁场与电磁波进一步深入学习准备必要的

基础知识。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微积分、微

分方程、电磁学、数学物理方程等基

础知识，先修课程有高等数学和大学

物理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基本上涵盖了需要掌握的与数据通信、计算机网络技术相关的基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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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Networks）

本理论与应用知识。本书内容包括数据通信基础、计算机网络与协议、局域网与

城域网、网络互连与 Internet、网络操作系统、交换技术、网络安全等。本书论

述严谨、内容新颖、图文并茂：既注重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的阐述，又注重理论

联系实际，强调应用技术和实践，各章均配有习题并以课外抓取网络数据包进行

协议分析为手段，由浅入深，逐步引导读者将理论与网络实际数据流直接联系，

使协议分析变得生动而实用。

计算机基础知识，先修课程为大学计

算机基础、数字电子技术和微机原理

与接口技术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电子设计自动化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电子设计自动化是为电子信息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侧重实践的课程。本课程的

主要内容包括 EDA工具软件、可编程逻辑器件、硬件描述语言等。通过本科课

程及其相关实验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和熟悉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的基本设计思

想，能够应用硬件描述语言等设计输入方式完成一般数字逻辑系统、实用功能性

模块等内容的设计，能熟练掌握在有关 EDA软件上进行设计输入、仿真等操作

以及在实验装置上进行硬件测试的方法。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电路

理论、电子技术等基础知识，先修课

程有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

电子技术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
期。

单片机原理Ⅰ

（Principles of
MCU I）

单片机技术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有关测量与控制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是

实现现代控制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与手段，是控制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是控制类

专业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主要讲授单片机结构和基本原理、MCS-51系
列单片机及其指令系统、单片机的 I/O扩展及应用、单片机的定时与中断系统及

单片机的汇编及 C语言程序设计等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单片机的硬

件构成，软件组成及一般的程序设计技能，进而使用单片机实现各种检测与控制

的目的。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模拟

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C语言程

序设计等基础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电子系统设计

（Electronic
System Design)

《电子系统设计》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同时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

的课程。通过课程了解并掌握电子系统的基本构成、电子设计单元电路，特别是

掌握基于单片机、CPLD、FPGA的设计方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创新

精神。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模拟

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EDA 技术、

传感器与检测电路、单片机原理等相

关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信息安全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信息安全概论是通信工程专业任选课。课程全面介绍了信息安全的基本概念、原

理和知识体系，主要内容包括信息保密技术、信息认证技术、PKI与 PMI认证

技术、密钥管理技术、访问控制技术、网络的攻击与防范、系统安全、网络安全

技术和信息安全管理等内容。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计算

机基础、高等数学等基础知识，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DSP技术及应用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DSP技术及应用是普通高校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控制、电气等专业

本科生的一门专业选修课。DSP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已成为从事电子技术

的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掌握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之一。本课程以 TI公司 TMS320
系列处理器为描述对象，介绍 DSP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常用算法实现以及 DSP芯

片的一般结构特征、硬件构成、工作原理、开发环境、编程方法、基本的开发调

试技巧。进一步巩固和加深对数字信号处理理论的认识，为将来在工作中能够熟

练地使用各种 DSP器件去实现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算法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微机原理与

接口技术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有数

字信号处理、单片机原理、C语言设

计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印刷电路板设计

（Printed Circuit
Board Design）

印刷电路板设计是普通高校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其任务

是通过本课程理论学习与上机操作，使学生掌握电路原理图的设计和开发、印刷

电路板的设计和绘制的基本步骤，掌握电子逻辑分析和仿真的方法，具备独立进

行电路图、电路板设计的能力，为以后进入社会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电路等基础

知识，先修课程有电路原理、模拟电

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等，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学期。

信息论与编码

（Information
Theory and
Coding）

信息论与编码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主要信息论基础和编码理论，主

要内容包括信息的统计度量，如熵、互信息熵、自信息量；信道容量概念和计算；

离散信源和连续编码理论和方法；信道编码理论和方法。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对信息论和编码基础知识有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掌握信息论的基本

理论和概念，如熵、互信息熵、自信息量等。掌握信息的统计度量，以及离散信

源，和离散信道有关信息论理论，掌握信源编码方法，如 Huffman编码，算术

编码等基本原理和具体实现方法，为从事信息科学的研究和应用奠定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Ⅰ、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Ⅰ，这些课程为本课

程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准备，而本课程

为后续课程如数字图像处理技术、语

音信号处理、多媒体技术等提供了必

要的理论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Digital Image Processing)是通信、电子专业的专业方向课，是

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图像通讯、多媒体技术等学科的基础，是一门涉及多领

域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通过计算机对图像进行去除噪声、增强、复原、分割、

提取特征等处理的方法和技术。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要求较深入地理解数字图

像处理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以及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方法，掌握基本的图像处

理技术，了解与图像处理技术相关的应用领域。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概率论、数字信号处理等

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有数字信号处理、

MATLAB仿真技术等，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数字电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此课程是培养今后从事数字电视及通信、多媒体、电子工程类工作的工程技术人

员的入门课程。介绍数字电视涉及到哪些关键技术和标准，我国数字电视的进展

情况，数字电视领域的最新理论和技术成果，系统介绍数字电视组成架构、关键

技术、传输标准、实现方案和发展趋势。

本课程是在学习模拟电子线路、脉冲

数字电路、信号与系统、通信原理和

数字信号处理等通信专业基础课程之

后的专业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多媒体技术

(Multimedia
多媒体技术是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等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是一门实践性较强

的课程。多媒体技术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广播电视技术相互渗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微机

原理与应用、计算机网络、信号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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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透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新技术、新学科，是人类处理信息手段

的又一次飞跃。目前多媒体技术已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给人们的生活、

观念及生产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无论在现在还是未来，多媒体技术在信息技

术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本课程以基础、新颖、实用为宗旨，以阐述多媒

体技术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为主，将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用于实践当中。本课程

从多媒体数据与信息的基本概念入手，介绍多媒体硬件、软件系统，多媒体数据

压缩编码技术。为学生从事多媒体技术方向类的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

础。

统。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语音信号处理

(Speech Signal
Processing)

本课程对语音信号在时域和频域上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描述，介绍了过零率、短时

能量、共振峰等概念和非平稳语音信号分析方法。针对语音的产生模型，本课程

对语音的声管模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数学分析，为线性预测技术在语音信号处理

中的应用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信号解卷分析是数字信号处理中非常重要的技术，

围绕着参数解卷和非参数解决这两个问题，本课程重点论述了线性预测技术和同

态信号处理技术，并对它们在语音编码和语音识别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

在语音编码方面，本课程介绍了波形编码技术中的非线性量化编码技术、自适应

编码技术、子带编码技术、变换域编码技术和以多脉冲激励线性预测编码技术为

代表的参数编码技术。在语音识别技术方面，课程中介绍了语音识别中常用的识

别特征和模板匹配方法，重点介绍了DTW模板匹配算法和HMM语音识别模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对语音信号处理技术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并掌握其

基本技术。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信号与系统和数字

信号处理基础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数据库系统

(Database System)

数据库系统（Database System），是由数据库及其管理软件组成的系统。数据库

系统是为适应数据处理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数据处理系统，也是

一个为实际可运行的存储、维护和应用系统提供数据的软件系统，是存储介质 、

处理对象和管理系统的集合体。

本课程是在学习计算机文化基础，高

级编程语言基础、计算机网络等课程

之后的专业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高级实用编程技术

(Advanced Practical
Programming
Techniques)

《高级实用编程技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主要讲授 VC++界
面编程及其应用程技术，包括开发环境，C++类和对象的编程思想，MFC程序

框架，对话框编程，文档视图构架，打印功能、数据编程等。通过该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理解 C++类与对象的概念，掌握 VC++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理解MFC
程序框架的构成，掌握基本的界面程序设计，熟悉常用的数据库与网络编程，能

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设计开发出简单应用软件，为今后实际工作中工程应用软

件的设计与开发打下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大学计算机基

础、程序设计基础等，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移动通信技术

（Mobile
Communication）

移动通信技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重点介绍了现代

移动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移动通信的重要技术、移动信道的电波传播、现代移

动通信系统的基本技术和网络构成、数字移动通信技术的代表 GSM系统、窄带

CDMA移动通信系统、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及未来的移动通信技术。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通信原理等

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有数字信号处理、

通信原理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
期。

微波与卫星通信

(Microwave
Technique and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本课程为电子信息工程与通信工程的专业选修课，包括数字微波和卫星通信两方

面的内容。主要内容包括长途微波通信、移动通信与卫星通信概述，信号的调制

与解调，卫星通信中的多址技术，电波传播，编码与信号处理，长途微波与移动

通信及卫星线路噪声分析及线路参数计算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微波与卫星通信的基本原理与相关应用，为在微波与卫星通信方面进一步深入学

习准备必要的基础知识。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高等

数学、线性代数、复变函数、电磁场

理论等基础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交换技术

（Technology of
Modern Switching）

交换技术是通信网的核心技术，本课程主要讲述了数字程控交换系统原理，对交

换方式和基本交换技术（连接、信令和控制）进行系统讲述，介绍了现代交换技

术及其发展的全貌和最基本的知识。课程开设目的是使学生深刻理解交换的基本

概念，掌握通信网各种交换方式的基本原理和技术特点以及交换系统的工作原

理，为学生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和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程控交换技术的基本原理，对程控交换技术建立起必要的概

念和理论基础，为今后从事电信方面的实际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电路

基础、数字电子技术、通信原理、微

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等基础知识，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嵌入系统技术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Embedded System)

嵌入式系统是一个涉及多学科交叉的计算机应用领域，它涉及到计算机系统结

构、操作系统、程序设计、硬件接口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是一门软硬件结合紧密

的应用技术。本课程主要学习嵌入式系统的概念、组成结构、基本原理和开发方

法；详细介绍一款基于 Cortex M3ARM核的 32位嵌入式处理器、及其指令系统

和片上外设；讲解嵌入式系统的程序设计方法。为从事嵌入式产品的开发奠定良

好的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模拟

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C语言程

序设计、单片机原理等相关知识，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电子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本课程以提高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人才英语应用能力为目标，重在培养学生的英语

应用能力，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为学生今后工作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使

学生在基础英语的基础上，通过通信专业英语的学习，掌握一定量的电子信息工

程方面的英语词汇，具备一定的专业英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同时夯实

专业基础知识，为今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已修大学英语，

掌握基本的英语语法知识，并掌握一

定的单词数量，在读、听、写说等方

面受过初步的训练。另外，还需具备

一定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知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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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把“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综合应用英语能力，注重听说能力和实

际应用能力”作为教学指导思想。遵循此目的，积极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讲授

教学法、演示教学法、分组教学法等现代教学方法来充分体现本课程的专业性，

实践性。对课文的学习，通过回答问题，对话，教师讲解，学生讲解等形式。内

容丰富，几乎涵盖了通信专业所有科目的知识点；多种教学方法并举，注重实效，

使学生真正能够学以致用；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教学紧密结合实际，注重

实际应用能力。

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流媒体技术

(Streaming Media
Technology)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普及为流媒体业务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市场动力，流媒体将广

泛应用于多媒体新闻发布、在线直播、网络广告、电子商务、视频点播、远程教

育、远程医疗、远程监控、实时视频会议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中。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流媒体技术也趋于成熟化、商业化，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全面的接触流媒

体技术，并掌握最基本的使用方法，同时可以在编程开发、SIML语言、流媒体

的无线互联应用等具有前瞻性的内容上获益。

本课程是在学习计算机网络、数据库

技术、高级编程语言、微机原理与接

口技术和数字信号处理等通信专业基

础课程之后的专业课程。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7学期。

电子测量技术

(Electronic
Measurement
Technology)

电子测量技术是电子信息、自动控制、测量仪器等专业的通用技术基础课程。主

要内容包括电子测量的基本原理、测量误差分析和实际应用，主要电子仪器的工

作原理，性能指标，电参数的测试方法，该领域的最新发展等。电子测量技术综

合应用了电子、计算机、通信、控制等技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具有

电子测量技术和仪器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开拓学

生思路，培养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严肃认真，求实求真的科

学作风，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从事研发工作打下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线性

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模拟电子

技术、数字电子技术、传感器原理与

应用等课程的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

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电子

技术、传感器原理与应用等，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PLC原理及应用

（PLC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该课程讲授 PLC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及设计研究方法。可编程序控制器(PLC)
是当前工业自动控制系统最常用的工具之一，它主要研究以工业过程模型为被控

对象、PLC为手段的工业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通过硬件配置与软件编程来实现

控制系统的自动化运行。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电工

技术、电气控制技术等基础知识，先

修课程为电路原理、数字电子技术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Ⅱ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SensorⅡ)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必修课，是一门理论

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综合性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掌握各类传感

器的基本理论、工作原理、主要性能及其特点，能合理地选择和使用传感器，能

够掌握常用传感器的工程设计方法和实验研究方法，并且了解传感器的发展动

向。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先修课程有大学

物理、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和微

机原理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
学期。

电类科技竞赛实践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mpetion
practice)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实践类选修课，主要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

力、开拓创新素质、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选修本课程的同学必须参加一项校级

以上的大学生电类科技竞赛，例如银兴杯电子设计竞赛、校级智能车竞赛、省级

国家级电子设计竞赛、省级国家级智能车竞赛、挑战杯竞赛、互联网+竞赛、西

门子智能制造挑战赛、山东省机电设计大赛、各类创新创业大赛等，参赛作品必

须涉及电子类作品的软硬件设计。课程考核以作品获得校级一等奖以上或省级、

国家级奖项视为该课程考核合格，计算学分。

本课程建议学生学过电路、模拟电子

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单片机等电子

信息类基础课程后选修，修读学期建

议在第四学期以后。

科技创新创业能力

训练

(Train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实践类选修课，主要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

力，重点是创业能力。选修本课程的同学在参加创新创业基本训练之后必须提出

一个创业项目，可以是电子类软硬件产品，也可以是网站、服务等其它类项目。

学生要体验创业过程的各个阶段，可以通过参加各级创业大赛的形式，也可以是

非大赛独立创业形式，以最后的创业成果决定这门课的考核等级。

本课程建议学生学过电路、模拟电子

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单片机等电子

信息类基础课程后选修，修读学期建

议在第四学期以后。

电子工艺实习

（Electronic
Technology
Practice）

电子工艺实习是工科学生基本能力培养的必修课程，是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电子

基本知识的重要途径，其基本要求如下：1.了解电的基本概念，掌握安全用电常

识，学会安全操作要领，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工作作

风。2.了解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技术指标、性能、型号、符号、特点及用途。3.了
解钎焊技术、焊料、焊剂和电烙铁的相关知识及其应用。4.了解 SMT的特点、

发展前景、基本工艺流程及主要设备，初步掌握贴装技术和贴装设备的使用。5.
了解常用测量仪器的性能及使用方法。6.了解 FM 收音机及其它小电子产品的工

作原理和基本制作过程，并安装调试 1-2件电子产品。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电路

理论、电子技术等知识，先修课程为

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等，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

设计（分散）

（Course Design of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是在学生修完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之后，针对课程的要求对

学生进行综合性训练的一个必修的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通过模拟电子技术课程

设计，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模拟电子技术知识，进行实际模拟电子系统的设计、

安装和调测，以加深对模拟电子电路基本知识的理解，提高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模拟电子技术实践技能，初步培养研制实用模拟电子系统

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模拟电子技术，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

设计（分散）

（Course Design of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是在学生修完数字电子技术课程之后，针对课程的要求对

学生进行综合性训练的一个必修的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通过数字电子技术课程

设计，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数字电子技术知识，进行实际数字电子系统的设计、

先修课程为数字电子技术，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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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安装和调测，以加深对数字电子电路基本知识的理解，提高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数字电子技术实践技能，初步培养研制实用数字电子系统

的能力。

EDA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of EDA）

EDA课程设计是在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子设计自动化

等课程的基础上，为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实践类课程，具有综合性

和创新性的特点。EDA课程设计的目的是锻炼学生应用硬件描述语言等设计输

入方式进行一般综合性系统设计的基本能力，逐步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能

力；EDA课程设计的任务是在一个周的时间里，要求学生综合应用电子技术、

硬件描述语言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在可编程逻辑器件上完成一个实用

性和综合性较好的系统设计。学生在 EDA软件上完成设计输入、编译、仿真等

过程，在实验装置上实现系统功能的硬件测试等环节，此过程也包括可编程逻辑

器件外围电路的连接与设计等。

先修课程为电子设计自动化，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单片机原理课程设

计

（Design subject of
Principle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该课程设计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单片机知识，完成一个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

从而加深对单片机软硬知识的理解，获得初步的应用经验，为走出校门从事单片

机应用的相关工作打下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先修模拟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及单片机原理等课程的

基础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exercitation）

生产实习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必修课程。通过实习，学生可以把掌握的理论知

识与工程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学生全面了解专业课的主要内容及其应用领

域。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电子信息工

程专业基础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有电

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

术、高频电子线路、电子设计自动化、

单片机原理、数字信号处

理、通信原理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毕业实习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必修课程。通过实习，学生可以综合运用所学专

业知识和技能，实现所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的有机融合；通过实习学生可以了解所

学专业知识的应用领域和专业的发展方向，为将来从事相关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

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电子信息工

程专业知识，先修课程为电子信息工

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教学计划

中除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外的所有课

程，修读学期为第 8学期。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Design）

毕业设计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教学计划中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按教学要求完

成毕业设计（论文）是本科生获得学士学位的必要条件，完成的质量高低也是衡

量教学水平的重要依据。通过毕业设计环节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基础

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方面的知识），独立分析、解决电子信息工程方面问

题的能力。通过毕业设计环节学会设计方法：包括资料查询、收集和分析、根据

课题要求构思方案、选择最佳方案、运用相关知识进行设计、撰写论文等设计环

节。通过毕业设计环节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包括知识运用、实验测试、口头和

书面文字表达能力、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和独立设计能力。

毕业设计是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的最

后一个教学环节，修读学期为第 8学
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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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714T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学生具有坚实的数理基础，受到良好的科学思维、科学实验和初步科学研究的训练，系统掌握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基

础理论与基本技能，并掌握电子信息处理和现代计算机领域的基本理论基础、实验技能和手段。毕业生应具有基本的电子系统设计、分

析与解决问题的综合技能，能在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相关领域和行政部门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科技开发、产品

设计、生产技术或管理等工作。毕业生具有广阔的知识面，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就业竞争能力强。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主要教授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和技术，对学生进行科学实验与科学思维的训练，使学生具有本学科的应用研究与技术

开发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了解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和最新发展动态，以及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状况；

2.熟悉国家电子信息产业政策及国内外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

3.掌握数学、物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4.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与方法；

5.了解相近专业的一般原理和知识；

6.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

7.具有一定的设计技术，具有归纳、整理、分析实验结果，撰写论文，参与学术交流的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了解电子信

息科学与技术

的理论前沿、应

用前景和最新

发展动态，以及

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状况；

2.熟悉国家电

子信息产业政

策及国内外有

关知识产权的

法律法规；

3.掌握数学、物

理等方面的基

本理论和基本

知识；

4.掌握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电

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等方面的

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

能与方法；

5.了解相近专

业的一般原理

和知识；

6.掌握资料查

询、文献检索及

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获取相关

信息的基本方

法；

7.具有一定的

设计技术，具有

归纳、整理、分

析实验结果，撰

写论文，参与学

术交流的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形势与政策 √ √

大学英语 √ √ √
体育 √

信息检索 √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 √
文学修养 √

高等数学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
线性代数 I √

大学物理Ⅰ √

大学物理实验Ⅰ √
C语言程序设计 √ √

电路分析原理 √ √

计算机文化基础 √ √
MATLAB 语言及应用 √ √

面向对象技术 √ √

数据结构 √ √

103
103



复变函数 √

操作系统 √ √
数学建模 √ √

电磁场理论 √

信号与系统 √ √ √
模拟电子技术 √ √ √

数字电路 √ √ √

电子制图 √ √
数字信号处理 √ √ √ √

数字图像处理 √ √ √ √ √

DSP原理及应用 √ √ √
通信原理 √ √ √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 √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
嵌入式技术 √ √ √

嵌入式操作系统 √ √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 √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 √

高级程序设计 √

计算机组成原理 √ √
计算机网络技术 √ √

数据挖掘与分析 √ √

专业英语 √ √
自动控制原理 √

EDA技术 √ √ √

信息安全与保密 √ √ √
科研选题与设计概论 √ √ √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 √

C语言课程设计 √ √
数字电路课程设计 √ √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 √

见习训练 √ √
生产实习 √ √ √

毕业实习 √ √ √

毕业设计（论文） √ √ √ √

四、专业特色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横跨电子科学与技术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大学科，与生产实践关系密切、适应面广，毕业生具有宽领域工程

技术适应性，就业面广，就业率高，毕业生实践能力强，工作上手快，可以在电子信息类的相关企业中从事电子产品的生产、经营与技

术管理和开发工作。主要面向电子产品与设备的生产企业和经营单位，从事各种电子产品与设备的装配、调试、检测、应用及维修技术

工作，还可以到一些企事业单位从事一些计算机软件开发以及通信设备、计算机控制等设备的安全运行及维护管理工作。

五、主干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有复变函数、C语言程序设计、电路分析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路、通信原理、数据结构、操作系统、电子制图、信号

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嵌入式技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嵌入式操作系统、专业英语等。主要实践教学环节有 C
语言课程设计、数字电路课程设计、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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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1 8 33 14 12 11.5+15.5 25 48

要求学时 2496+23周 816 128 568 264 208 216+296 23周 1136+23周
学分占比 100% 25.62% 5% 20.63% 8.75% 7.50% 16.87% 15.62% 3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修满 160学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1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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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Multi-media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6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111701

文学修养

（Literature training）
2 32 2 考试 B121609

小计 41.0 624.0 0.0 32.0 160.0 9.0 13.5 8.0 7.5 0.0 2.5 0.5 0.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3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Ⅰ(上)
Higher Mathematics
Ⅰ(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1

高等数学Ⅰ(下)
Higher MathematicsⅠ
(Volume 2)

6 96 6 考试 B113102

线性代数 I
Linear AlgebraⅠ

3 48 3 考试 B11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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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

3 48 3 考试 B113123

大学物理Ⅰ(上)
College Physics I
(Volume 1)）

4 64 4 考试 B113201

大学物理Ⅰ(下)
College Physics I
(VolumeⅡ）

2 32 2 考试 B113202

大学物理实验Ⅰ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Ⅰ

1.5 48 1.5 考试 B117201

C语言程序设计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4.5 56 32 4.5 考试 B113702

电路分析原理

Circuit analysis
principle

4 64 4 考试 B113707

小计 33 488 48 32 0 12.5 10 10.5 0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计算机文化基础

Computer Culture
Elements

3 32 32 3 考试 B118703

MATLAB 语言及应用

Matlab Language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查 B118704

面向对象技术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2.5 32 16 2.5 考试 B118705

数据结构

Data Structure 4 56 16 4 考试 B118706

复变函数

Complex Variable
Function

2 32 2 考试 B118721

操作系统

Operation System 3 40 16 3 考试 B118301 与云计算

专业打通

数学建模

Mathematical Modeling 3 48 3 考试 B118320
与光电、微

电子专业

打通

电磁场理论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ory

2.5 40 2.5 考试 B118723

小计 22 304 0 96 0 3 4 5 2 0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信号与系统

Signals & Systems
3.5 48 16 3.5 考试 B114709

模拟电子技术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3 48 3 考试 B114310
与微电

子专业

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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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路

Digital Circuit
2.5 40 2.5 考试 B114711

电子制图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3 40 16 3 考试 B114712

小计 12 176 16 16 0 0 0 0 9 0 3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3.5 48 16 3.5 考试 B115713

数字图像处理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2.5 32 16 3.5 考试 B115745

DSP原理及应用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DSP

2.5 32 16 2.5 考试 B115715

通信原理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

3 40 16 3 考试 B115716

小计 11.5 152 48 16 0 0 0 0 0 3.5 9 0 0

方向

二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MCU: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3.5 48 16 3.5 考试 B115717

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Microcomputer

2.5 32 16 2.5 考试 B115718

嵌入式技术

Embedded technology
3 40 16 3 考试 B115719

嵌入式操作系统

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2.5 32 16 2.5 考试 B115322
与微电

子专业

打通

小计 11.5 152 64 0 0 0 0 0 0 9 2.5 0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5.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Databs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3 40 16 3 考试 B116724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Sensor

2 32 16 3 考试 B116729

高级程序设计

Advanced Programming
2.5 24 32 2.5 考查 B116325

与信计

专业打

通

计算机组成原理

Structured Computer
Organization

3 40 16 3 考试 B116326

计算机网络技术

Computer Networks
3 40 16 3 考试 B11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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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与分析

(Data mining and
analysis)

3 40 16 3 考试 B116746
与信计

同学期

上课

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2 32 2 考查 B116731

EDA技术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Technology

3 40 32 3 考试 B116732

自动控制原理

Automatic Control
Theory

2 32 16 2 考试 B116312
与信计

打通

信息安全与保密

Information Security
2.5 40 2.5 考试 B116734

科研选题与设计概论

Introduction to scientific
research topic selection
and design

1.5 16 16 1.5 考查 B116735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3 40 16 3 考查 B116747
与信计

同学期

上课

小计 30.5 416 0 192 0 0 0 0 3.5 6 8 0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Charitable Labor） （1） 考查

安全教育(Safety Instruc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C语言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117737

数字电路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117738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117336
与微电

子专业

打通

见习训练 2 （2） 2 B117743

生产实习 3 （3） 3 考查 B117739
毕业实习（Graduation Internship） 5 （5） 5 考查 B117740

毕业设计（论文）(Thesis Wrting) 10 （14） 10 考查 B117741

小计 25 3 0 0 2 0 2 3 15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

科专业概论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大一上学期开设的基础必修课程,该课程

旨在引导大一新生了解专业知识，帮助他们适应大学生活，掌握学习方法，

培养专业感情，有助于学生认识自我、认识教育、探寻成长之路。

该课程为学习本专业的其他课程奠定 “以
全局指导局部”的基础。使学生掌握相应的

学习方法、了解本学科的知识体系、课程体

系和教学计划、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

生进入大学生活学习的“大门”。

C语言程序设

计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与科学技术专业的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掌握一门通用高级程序设计语言。培养学生程序设计的基本知识和能力，

培养良好的程序设计方法和设计习惯。主要讲授内容为三大程序设计基本结

构、数组、函数、指针、结构体及文件。

本课程不需要先修课程，后续课程有数据结

构、面向对象技术、单片机和嵌入式技术等，

之后还可通过集中实践如课程设计、毕业实

习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

学以致用目的。为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打下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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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分析原理

本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理工科学生一门重要的电路基础理论课程，是电子信

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通过课堂讲授、课外作业，使学生掌

握集总电路的基本定律和定理及线性的电阻电路、一阶动态电路、交流稳态

电路、相量法、电路的频率响应和三相电路以及具有耦合电感电路的基本分

析方法。

本课程需要高等数学课程的相关基础知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在掌握电路的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的基础

上学会学以致用，为学习后续课程提供必要

的基础理论知识，也为进一步研究理论打下

基础。

计算机文化基

础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基础选修课，内容着重介绍计算机的

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操作技能，强调常用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的使用，

同时兼顾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前沿知识，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和应用计算机知识

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计算机基础课，为基础选修课程；

后续课程是 C语言程序设计、面向对象技术

等课程， 因此，本课程是后续课程的基础。

MATLAB语言

及应用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与科学技术专业的选修课，是一种以数值计算和数据图示

为主的计算机软件，并包含适应多个学科的专业软件包，以及完善的程序开

发功能。主要讲授MATLAB 的数据计算、MATLAB 计算的可视化和 GUI
设计、MATLAB 程序设计以及 Simulink仿真环境。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高

等数学、线性代数、电路分析原理、复变函

数等，后续可作为信号与系统、通信原理、

数电模电等课程的上机工具，以达到学以致

用目的。

面向对象技术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与科学技术专业的选修课。主要介绍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

方法和 C++语言的基本概念。以 C++语言中的面向对象机制为主，集抽象性、

封装性、继承性和多态性于一体。从而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后

续课程有单片机和嵌入式技术等，之后还可

通过集中实践如课程设计、毕业实习毕业设

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

目的。为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打下坚实的基

础。

数据结构

本课程是计算机等信息类学科的算法理论基础和软件设计的技术基础，主要

研究数据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基本操作以及在计算机中的表示和实现。

为以后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培养训练学生选用合适的数据结构，编写质量

高，风格好的应用程序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的学习需要具备 C语言程序设计、面

向对象等课程的专业基础，同时本课程也为

后继课程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嵌入式操

作系统等打好基础。

复变函数

复变函数是很多理科专业和工科专业一门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课程。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熟练掌握复变函数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对解析

函数、柯西积分定理、柯西积分公式、解析函数的泰勒展开与洛朗展开、留

数理论等有较深入的理解，并能用来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后续课程包

括：电路分析原理、信号与系统、通信原理、

数字信号处理等多门课程。

操作系统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业课。本课程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

使学生能较系统地了解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设计目标和

主要的算法和技术，培养学生分析和设计操作系统的初步能力，为今后进一

步从事计算机操作系统和系统软件的分析、研制和开发打下良好的基础。

学习本课程需要先修 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

结构、计算机原理等课程，有助于对本课程

的理解和掌握。

数学建模

数学建模课程是研究如何将数学方法和计算机知识结合起来用于解决实际问

题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是集经典数学、现代数学和实际问题为一体的一门

新型课程，是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本课程在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起总结性

的作用,需要学生在学习高等数学、C语言程

序设计、数据结构、MATLAB 语言及应用

等课程的基础学习。

电磁场理论

本课程是电子、电气信息类及通信工程类各专业的重要基础理论课程，也是

教育部指定的必修课程之一。该课程体系主要涉及电磁基本理论及电磁工程

两个方面，电磁基本理论主要研究电磁场的源与场的关系以及电磁波在空间

传播的基本规律，电磁工程主要讨论电磁波的产生、辐射、传播、电磁干扰、

电磁兼容及电磁理论在各方面的应用等。

需要学生具有“大学物理（电磁学）”的基础

上、高等数学和工程数学（数理方程、复变

数函、矢量微积分及场论基本部份）来课程

基础，进一步研究宏观电磁现象和电磁过程

的基本规律及其分析计算方法。

信号与系统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与科学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也是与通信、信息及

自动控制等专业有关的一门基础学科。“信号与系统”课程教学的主要内容有：

（1）研究时间函数 x(t)及离散序列 x（n）的各种表示方式，不同的表达方式

的优势所在；（2）在“时间域”、“频率域”、“复频率域”下研究系统特性的各

种描述方式；（3）研究激励信号通过系统时所获得的响应，进而对系统进行

分析。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高等数学、复变函

数、电路分析原理等，后续课程有数字信号

处理、数字图像处理、通信原理、DSP原理

及应用等课程，还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实

习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

学以致用目的。

模拟电子技术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必修课程。主要讲授内容

包括常用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放大电路中的反

馈、信号的运算与处理、波形发生电路、功率放大电路、直流电源电路等。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电路分析原理等，后

续在学习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嵌入式系统等

课程学会灵活运用。

数字电路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必修课程。课程中介绍了

逻辑代数知识，分析了基本门电路和锁存器、触发器的工作原理，然后给出

了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法，并结合常用集成电路介

绍了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电路的应用技术。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电路分析原理等，后

续在学习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嵌入式系统等

课程学会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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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制图

课程本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业课。主要学习电路原理图绘制、模

拟电路与数字电路混合信号仿真、多层印制电路板设计、可编程逻辑器件设

计、图表生成、电子表格生成、支持宏操作等功能。。掌握 EDA 技术是电子

信息类学生就业的一个基本条件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电路分析原理、数组

电路、模拟电路等课程，后续在学习单片机

原理及应用、嵌入式系统等课程学会灵活运

用。

数字信号处理

“数字信号处理”是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业方向课，是电子信息工程、通

信工程、控制等学科专业本科生必选的技术基础课程，主要讲授数字信号处

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方法和处理技术；离散时间信号和系统的基础理论；

离散傅立叶变换 DFT理论及其快速算法 FFT；IIR和 F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

以及有限字长效应。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高等数学、复变函

数、电路分析原理，信号与系统等，后续课

程有数字图像处理、通信原理、DSP原理及

应用等课程，还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实习

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

以致用目的。

数字图像处理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与科学技术专业的重要专业选修课，主要讲授数字图像处

理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图像所含信息的提取，加工，传输等问题，以及能够

在数字图像处理中应用图像处理所涉及的各科的知识，是当前信息交流的重

要内容，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工程、信息工程、信号处理、模式识别与智能

系统、遥感等领域。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高等数学、复变函

数、电路分析原理，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

处理等，通信原理、DSP原理及应用等课程，

后续可以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实习毕业设

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

目的。

DSP原理及应

用

DSP数字信号处理器是一种特别适合于进行数字信号处理运算的微处理器，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掌握数字信号处理器的体系结构、接口与硬件

设计、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与 CCS集成开发环境。了解当前国内外常用 DSP
处理器的结构、性能、应用范围及其基本使用方法；掌握 TI公司 TMS320
系列处理器的编程及其实现，进一步巩固数字信号处理（DSP）的基本理论

知识。

本课程在学习之前应该具有 C语言程序设

计、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微机原理

与接口技术、单片机原理应用等课程的专业

基础。

通信原理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出口方向课。主要介绍了通信系统的基

本结构；信息传输的基本原理、条件和技术；通信信号与信息处理的基本理

论知识；信源与信道编码、模拟与数字调制的基本理论知识。结合实际通信

系统的应用使学生加深对通信基本理论及通信系统基本工作原理的掌握和理

解，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应用和

设计新的通信系统的能力。

本课程是为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和通

信工程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通信主干课程。

它既是通信专业知识的入门课又是重要的

通信的专业课程。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通过

讲课、练习，使学生掌握通信原理的基础知

识，掌握通信系统的一般问题的解决方法。

单片机原理及

应用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课。主要内容包括 CPU组成、

存储空间分配、单片机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编程基础、I/O接口电路如定时

器/计数器、中断系统、并行通讯、串行通讯等，并对单片机完整系统设计的

必要组成部分如复位电路、时钟电路、系统总线、存储器扩展等进行了详细

的讨论分析。

修读此课程前学习电路分析原理、模拟电子

技术、数字电路等，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

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

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微机原理及接

口技术

本课程是学生学习和掌握计算机硬件知识和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入门课程，也

是一门重要的专业技术基础课程。它将使学生从理论和实践上掌握微型计算

机的基本原理、基本组成、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输入/输出的基本

概念和常用的接口芯片的功能、初始化编程、了解接口电路及硬件的连接（包

括并行输入/输出、定时/计数器、A/D和 D/A转换器等）的原理与设计，建

立微型计算机系统的概念，使学生具备微型计算机应用系统软、硬件开发的

初步能力。

本课程在学习之前应该具有计算机文化基

础、C语言程序设计、模拟电子技术、数组

电路等课程的基础。

嵌入式技术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出口核心方向课程，以嵌入式系统原理

为基础，以嵌入式系统开发体系为构架，针对与嵌入式应用型人才知识结构

的需求，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嵌入式系统的基本概念、软硬件的基本体系结构、

软硬件设计方法、相关开发工具及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

握嵌入式系统基本原理，并具备初步的嵌入式软硬件的设计开发能力，为以

后走上嵌入式硬件设计和开发类的工作岗位打下重要的基础。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专业中综合程度较高的

课程，需要的基础知识面比较广，主要包括

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路、单片机原理及应

用、电子工程制图等课程，同时还需要学生

具有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后续课程为嵌入

式操作系统，二者有机结合，才能较好的学

好嵌入式系统，为以后的工作打好基础。

嵌入式操作系

统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与科学技术专业的重要专业课程，主要讲授µC/OS-II等嵌

入式操作系统的基础知识，包括任务管理与调度、同步互斥与通信、中断和

时间管理、内存管理和 I/O管理等，以及学习嵌入式系统软件的开发模式，

任务划分的方法。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 C语言程序设计、操作

系统、嵌入式技术等课程，多门课程结合才

能较好的学习和掌握嵌入式系统开发，同时

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

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数据库原理及

应用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选修课，主要讲授数据库技术的基本原

理、基础知识、基本的操作技能和简单数据库的设计技术。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数

据结构等课程，在学习过程中以及后续实

习、实践环节中加强练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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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原理及

应用

本课程主要介绍工程检测中常用的传感器，以及运用这些传感器测量诸如力、

压力、温度、位移、物位、转速和振动等参数的方法。使学生在传感器技术

方面具有一定的知识，了解工程检测中常用传感器的结构、原理、特性、应

用及发展方向。在工作中具有初步选用传感器的能力。

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电路分

析原理、数字电路、模拟电子技术等课程，

为以后的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嵌入式技术课

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高级程序设计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业课。本课程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教

学，使学生能较系统地学习Windows编程技术，培养学生分析和设计高性能

应用程序的初步能力，为今后进一步从软硬件系统的分析、研制和开发打下

良好的基础。

学习本课程需要先修 C语言程序设计、面向

对象技术、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计算机网络等课程，有助于对本课程的理解

和掌握，在学习过程中以及后续实习、实践

环节中加强练习实践。

计算机组成原

理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了解计算机的基本结构；掌握计算机的基本组成与结

构原理，各功能部件在整机中的作用以及所要完成的任务；掌握程序和数据

在计算机中是如何存储的，以及指令在计算机中的编译和执行过程。掌握计

算机与外部设备之间的接口技术与原理；了解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基本结构与

工作原理。

本课程在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

体系中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先修课程为数字

电路，后续课程可能还有：计算机系统结构，

嵌入式技术等。

计算机网络技

术

本课程是计算机及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培养学生掌握计算

机网络的基本工作原理、理解计算机网络的概念、掌握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

构、掌握计算机网络的应用、牢固掌握 TCP/IP协议及其应用层协议、了解网

络安全的相关知识、了解网络最新技术及其发展趋势。

学习本课程需要先修 C语言程序设计、数字

电路及通信原理等课程，是进行网络程序设

计和网络应用的基础。

专业英语

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进一步提高阅读英语文献的能力，特别是本专业的原

版文献。课程内容多选自于英美原著，在一般科技材料的基础上兼顾电子信

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文献，体现书面语体的学术性和通用性。熟悉科技英语常

用句型及结构及语法基础，扩充常用专业词语，理解和掌握科技英语翻译的

方法，提高阅读速度，掌握迅速查阅科技文献的方法。

本课程主要使学生能够掌握本专业基础科

技词汇，为将来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排除障

碍，为学习有关专业课打下坚实的基础。建

议修过本专业主要专业课后再修读此课程。

EDA技术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主要学习 CPLD器件的使

用方法，常用 EDA 工具的使用方法、FPGA的开发技术以及 VHDL语言的

编程方法,形成数字系统设计的初步能力，同时能较好地使用 VHDL语言设计

简单的逻辑电路和逻辑系统，学会行为仿真、时序仿真和硬件测试技术。

本课程是数字电子电路的一门后续课程；先

修课程为为 C语言程序设计、电路分析原理

与应用、数字电路技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自动控制原理

本课程是自动控制领域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内容主要涉及古典控制

理论的基本知识，包括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控制系统的数学建模、线

性系统的基本分析方法、线性系统的设计校正方法、线性离散系统的分析与

校正以及非线性控制系统分析等。

学习本课程之前，应先选修下列课程：复变

函数及积分变换、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

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高等数学等课

程。

数据挖掘与分

析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选修课程，主要讲授数据预处理的步骤、数

据仓库的功能、数据挖掘的的一些基本方法，包括相关性与关联规则、分类

和预测、聚类分析等。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据库、概率论等，

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

的。

信息安全与保

密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相关专业的专业选修

课，学生在学习完本课程后，应该对信息安全有一个系统的、全面的了解；

掌握信息安全的概念、原理和知识体系，掌握如何使用核心加密技术、密钥

分配与管理技术、访问控制与防火墙技术、入侵检测技术等技术手段构建信

息安全体系；同时结合信息安全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解决方案，对信息安

全软件应用、企业及个人信息安全等专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学习本课程需要先修计算机文化基础、C语

言程序设计、数字电路、操作系统、计算机

网络技术课程。

科研选题与设

计概论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在培养高水平研究型人才

过程中，科研素养是本科阶段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为达到培养本科

生具有良好的科研素养之目的，本课程引导大学生在本科阶段掌握基本的科

研方法，受到规范的科研训练，掌握必备的科研技能，使学生生在科研素质

方面具有强的优势，在未来的国内乃至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本课程通常放在大学四年级的上学期，在基

本学完本专业的所有专业知识后开设学习，

在培养引导学生掌握规范的科研方法、科研

训练、科研技能的同时为大学四年级下学期

毕业设计做好准备。

人工智能与机

器学习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选修课，主要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机器学

习领域的经典算法，为学生进行数据分析提供较好的基本理论基础。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等课程和大数据工程的前期专业

课程。

C语言课程设

计

C语言课程设计是在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基础课程之后进行的一个实践教学

环节。通过课程设计可以把课堂上讲的内容融会贯通，通过课程设计使学生

真正学会设计程序、开发应用软件、开发系统软件等各项工作。

要求学生熟练的运用数组，处理一维数组、

二维数组、指针；掌握各种排序的方法；理

解递归调用的过程，使用递归的方法设计程

序。掌握“自顶向下，逐步细化”的模块化程

序设计方法。

数字电路课程

设计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是学生学习电子技术十分重要的教学环节之一，是对

学生学习电子技术知识的综合实践训练。通过电子技术实践教学环节，使学

生巩固所学的电子技术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强基本

技能的训练，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针对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要求，进行实用型数

字电路设计、仿真、调试等各环节的综合性

训练，培养运用课程中所学的理论与实践紧

密结合，独立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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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电子技术

课程设计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是学生学习电子技术十分重要的教学环节之一，是对

学生学习电子技术知识的综合实践训练。通过电子技术实践教学环节，使学

生巩固所学的电子技术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强基本

技能的训练，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培养综合运用模拟电子技术知识，进行实际

模拟电子系统的设计、安装和调测，以加深

对模拟电子电路基本知识的理解，提高综合

应用知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电

子技术实践技能。

见习训练

生产实习旨在理论联系实际，它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其目的是为让学生

了解企业概况，包括总管理机构、服务部门、产品研发部分、技术开发部门、

原料、成品以及交通运输等，了解社会的需求和发展。

在学校指导老师和单位指导老师的双重指

导下，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纪律和实习单位的

规章制度，准时到达实习地点；实习期间按

时上岗，不得迟到、早退、缺勤，已达到训

练目的。

生产实习

生产实习旨在理论联系实际，它是高等学校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其目的是

为了印证和检验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对工作岗位的适应性训练，

使学生了解社会、接触实际，增强素质，提高专业思想认识；使学生获取本

专业初步的实际知识，培养初步的独立工作能力和专业技能

在学校指导老师和单位指导老师的双重指

导下，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纪律和实习单位的

规章制度，准时到达实习地点；实习期间按

时上岗，不得迟到、早退、缺勤；以达到培

养自己的独立工作能力和专业技能。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生经过三年多的基础课、专业课及大

量的实验课程学习和锻炼，已具备了进行简单软件设计、电子线路设计基本

理论知识以及一定的动手实践能力。使学生在思想上、业务上得到全面的锻

炼。

在学校指导老师和单位指导老师的双重指

导下，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纪律和实习单位的

规章制度，准时到达实习地点；实习期间按

时上岗，不得迟到、早退、缺勤；以达到培

养自己的独立工作能力和专业技能。

毕业设计（论

文）

毕业设计是大学四年的最后一门课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是对学生

四年来的基础课、专业课、实验课实践课等所有所学学的专业知识的一次全

面考核和提升，并锻炼了学生的独立的学习、调研、查阅资料、软件开发、

硬件设计、资料归档等全方位的锻炼。

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一个最为感兴趣的课

题，并和指导教师讨论沟通。利用所学的专

业知识、图书馆、网络、论坛等各种资源，

认真独立，安计划保质保量地完成毕业设计

(论文）。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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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705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领域具备扎实的数学物理基础、宽厚的专业知识、熟练的实验技能和良好的创新意识，具有研究、

设计、开发、集成及应用光电信息系统的基本能力，能够在光学、光电子学、光电信息处理、电子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等领域从事科

学研究、教学、产品设计和开发及生产技术管理工作的综合型、应用型专业人才。本专业毕业生可到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企事业单

位及有关公司从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相关领域的研究、设计、开发、应用和管理等工作，有志深造的学生可继续攻读光学工程、电

子科学与技术等学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练掌握光学、光电子学、电子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接受

较好的光电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科学实验训练与科学思维训练，具备在本领域及跨学科领域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

开发的基本能力。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有坚实的数学、物理基础，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较好的听、说、读、写能力；

2．具有一定计算机相关知识和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较熟练使用计算机工具；

3．掌握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领域必须的较宽的技术基础理论知识；

4．获得较好的光电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开发方面的实践动手能力训练；

5．熟悉本专业领域内 1-2个专业方向或有关方面的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应用前景、发展趋势以及信息产业发展的状况；

6．掌握文献索引、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分析能力和创新意识。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计算机应用

能力
2.外语能力

3.专业实验、

应用能力

4.工程实践能

力

5.思想道德素

质
6.文化素质 7.专业素质

8.职业道德素

质

科技发展与科学概论 √ √ √ √ √

形势与政策 √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

体育 √ √
C语言程序设计 √

能源光电器件 √ √

Matlab原理及在物理

学中的应用
√ √

工科数学 √ √

力学与热学基础 √

电磁学 √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普通物理实验 √

光学 √ √
工程制图 √

数学物理方法 √ √

电路分析原理 √ √ √
数学建模 √ √ √

原子物理 √ √

固体物理 √ √
模拟电子技术 √ √ √

应用光学 √ √ √

光电技术 √ √ √
数字电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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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原理 √

现代光学实验 √
光纤通信 √ √

光学测量技术 √ √ √ √

数字信号处理 √ √ √ √
通信原理 √ √ √

电动力学 √ √

光学设计基础 √ √
数字信号处理 √ √ √

专业英语 √

计算光子学导论 √ √ √ √
量子力学 √

光电检测技术 √ √ √

光电传感技术 √ √ √
半导体照明技术 √ √ √

集成光学 √ √ √

学科前沿讲座 √ √ √
光电工程综合实训 √ √ √

激光原理课程设计 √ √

光伏物理与光伏技术 √ √ √
光电综合实验 √ √ √

认识实习 √ √

毕业实习 √ √

四、专业特色

以工科数学、光学、普通物理等专业课程为基础，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数学思维和物理创新能力。通过开设信息光学、激光物理、电

子电路、模拟电路、光学设计等课程，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培养其解决光信息科学技术、通讯、光电信息科学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使学生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光电设计大赛、全国电子设计大赛，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山东省大学生物理创新大赛等赛事，加强学生的综合能力培

养，提高专业素养，为学生毕业后工作、继续深造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五、主干学科

光学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电动力学、光学、应用光学、激光原理、激光技术及应用、光电技术、信息光学、光纤通信、数字图像处理、现代光学测量技术、光

电检测技术、光电传感技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路、信号与系统、现代光学实验、光电工程综合实训、专业认知实习、C语言程

序设计。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38 8 29 15 24 10+11 25 48

要求学时 2436+23周 760 128 488 328 448 160+124 23周 1136+23周
学分占比 100% 23.75 5 18.13 9.38 15 13.13 15.63 3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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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学分 3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专业导论

(Introduction to Specialty)
1 16 1 考查 B1116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38.0 584 16 160 11 12.5 8 7.5 2.5 0.5

116
116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工科数学（I）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I）

5 80 5 考试 B113601
微电子

打通

工科数学（II）
（Engineering mathematicsⅡ）

6 96 6 考试 B113602
微电子

打通

力学与热学基础

（Fundamental for
Mechanics&Thermodynamics）

3.5 56 3.5 考试 B113603

电磁学

（Electromagnetics）
3.5 56 3.5 考试 B113604

线性代数Ⅰ

（Linear AlgebraⅠ）
3 48 3 考试 B11312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Probability Theory & Mathematical
StatisticsⅠ）

3 48 3 考试 B113123

普通物理实验

（Lab of General Physics）
1.5 48 1.5 考试 B113605

光学

（Optics）
3.5 56 3.5 考试 B113606

小计 29 440 48 0 0 8 13 8 0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C语言程序设计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4 56 16 4 考试 B118601

工程制图

（Graphing of Engineer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数学物理方法

（Method of Mathematical Physics）
3.5 56 3.5 考试 B118602

电路分析原理

（Circuit analysis principle）
3 40 16 3 考试 B118603

数学建模

（Mathematical Modeling）
3 48 3 考试 B118320

原子物理

（Atomic Physics）
3.5 56 3.5 考试 B118604

量子力学

（Quantum Mechanics）
3.5 56 3.5 考试 B118605

固体物理

（Solid State Physics）
3 48 3 考试 B118903

发光原理与发光材料

(Luminescence Principles and
Luminescent Materials)

2 32 2 考试 B118904

小计 28.5 432 16 32 0 7 0 6.5 13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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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 2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应用光学

（Applied Optics ）
3 40 16 3 考试 B114601

模拟电子技术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3.5 48 16 3.5 考试 B114602

光电技术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3 40 16 3 考试 B114603

数字电路

（Digital Circuit）
3 40 16 3 考试 B114604

激光原理

（Principles of Laser）
3.5 56 3.5 考试 B114605

现代光学实验

（Modern optical experiment）
2 64 2 考查 B114606

信息光学

（Information Optics）
3.5 56 3.5 考试 B114607

光纤通信

（Fibre Optical Communication）
2.5 32 16 2 考试 B114608

小计 24 312 144 0 0 0 3 0 7 9.5 4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信
息光

电)

光纤激光器导论 （Introduction to optical
fiber laser）

2.5 32 16 2.5 考试 B115601

现代光学测量技术 （Modern optical
measurement techniques）

2.5 32 16 2.5 考试 B115602

光电检测技术 （Photoelectricity testing
technology）

2.5 32 16 2.5 B115603

数字图像处理与识别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and Recognition）

2.5 32 16 2.5 考试 B115604

小计 10 128 64 0 0 0 0 0 2.5 2.5 5 0 0

方向

二（能

源光

电）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Semiconductor
physics and devices basic principles）

2 32 2 考试 B115605

薄膜太阳能电池

（Thin film solar cells）
2 32 2 考试 B115606

光伏物理与光伏材料

(Solar physics and photovoltaic materials)
2 32 2 考试 B115607

能源光电器件

(Optoelectronic Devices in Energy)
2 32 2 考试 B115608

半导体光电子学

(Semiconductor Optoelectronics)
2 32 2 考试 B115609

小计 10 160 0 0 0 0 0 0 2 2 6 0 0

方向

三（光

通信

方向）

信号与系统

（Signals & Systems)
3.5 48 16 3.5 考试 B115610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3.5 48 16 3.5 考试 B115713

通信原理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
3 40 16 3 考试 B115716

小计 10 136 48 0 0 0 0 0 0 7 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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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 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电动力学 (Electrodynamics) 3 48 3 考试 B116601

光学设计基础

(Optical Design)
3 32 32 3 考试 B116602

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2 32 2 考试 B116603

光电子学基础

(Electronic technique )
2 32 2 考试 B116604

量子光学基础

（ Elements of Quantum Optics）
2 32 2 考试 B116605

激光技术及应用

（Laser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5 32 16 2.5 考试 B116606

量子信息导论

(The Introduction to Quantum Information)
2 32 2 考试 B116607

光电传感技术

(Photoelectric sensor technology)
2.5 32 16 2.5 考试 B116608

半导体照明技术 (Semiconductor
lighting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116609

集成光学

（Integrated optics）
2.5 32 16 2.5 考试 B116610

光电探测与信号处理

（Optoelectronic Detection and Signal
Processing）

2.5 32 16 2.5 考试 B116611

导波光学基础 （Foundations
for guided-wave optics）

2.5 32 16 2.5 考试 B116612

Matlab原理及在物理学中的应用

（Matlab principl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hysics）

2.5 32 16 2.5 考试 B116613

光存储技术

(Optical storage technology)
2.5 32 16 2.5 考试 B116614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MCU: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3.5 48 16 3.5 考试 B116615

电磁场理论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ory)
2 32 2 考试 B116616

光电成像技术

(Photoelectric imaging technology)
2.5 32 16 2.5 考试 B116617

学科前沿讲座

(Lectures on Frontiers of the Discipline)
2 32 2 考查 B116618

计算光子学导论

(Introduction of calculational photonics)
2.5 32 16 2.5 考试 B116619

小计 46 640 144 48 0 0 0 3 7.5 17 9.5 9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修课

要求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Charitable Labor） （1）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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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Safety Instruc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应用光学课程设计 2 2 2 考查 B117601

激光原理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117602

光电工程综合实训 2 2 2 考查 B117603
光电综合实验 2 2 2 考查 B117604

认识实习 1 1 1 考查 B117605

毕业实习 5 5 5 考查 B117606
毕业设计（论文） 10 14 10 考查 B117607

小计 25 2 2 1 3 2 15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工科数学

高等数学是理、工、管等相关专业的第一基础课，特别是对物理类

各专业，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它是为培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所需要的高质量专门人才服务的。课程的学习情况事关学生后继课

程的学习，事关学生学习目标的确定以及学生未来的走向。在这一

课程学习结束后，学生才能进入各相关课程的学习阶段。高等数学

是四年大学学习开始必须学好的基础理论课程。课程的基础性、理

论性强，与相关课程的学习联系紧密，是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统考科目，关系到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学习情况直接关系

到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

该课程为基础课程，为以后的力学与热学基

础、电磁学、光学、线性代数、概率论等课

程打基础。

数学物理方法

本课程为物理专业所开设，也可供应用物理专业开设本课程参考。

本课程在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普通物理的基础上，讲授经典数学

物理中的常用方法，讲授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矢量代数、

标量场和矢量场及相关内容作一介绍，加深学生对“场”的概念理

解；第二部分在简要介绍复数理论后，引入复空间的概念，强调复

数与矢量之间的联系。对于复变函数的泰勒级数、洛朗级数进行了

较为详细的讨论，并注意强调利用复变函数理论进行积分运算；第

三部分在介绍常微分方程级数解法；第四部分教授数学物理方程，

强调数学物理方程的导出、平面坐标系下的分离变量和正交曲面坐

标下的分离变量方法和定解问题的求解；第五部分是物理中数学变

换，拉普拉斯变换、傅里叶变换、变分法和格林函数法。对于 -函
数， —函数的内容一律放到附录之中。本课程为后继的基础课程

和专业课程研究有关的数学问题作准备，也为今后工作中遇到的数

学物理问题求解提供基础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
学期。本课程内容有很深广的物理背景，实

用性很强，学习时，不必过分地追求一些定

理的严格证明、复杂公式的精确推导，更不

能死记硬背，而应重视其应用技巧和处理方

法。为后继开设的《电动力学》、《量子力

学》、《原子物理》等课程提供必需的数学

理论知识和计算工具

数字图像处理与识别

本课程是光电信息科学工程专业的重要专业选修课，主要讲授数字

图像处理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图像所含信息的提取，加工，传输等

问题，以及能够在数字图像处理中应用图像处理所涉及的各科的知

识，是当前信息交流的重要内容，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工程、信息

工程、信号处理、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遥感等领域。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高等数学、复变函

数、电路分析原理，等课程，后续可以通过

集中实践如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

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数学建模

数学建模课程是研究如何将数学方法和计算机知识结合起来用于

解决实际问题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是集经典数学、现代数学和实

际问题为一体的一门新型课程，是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手

段和途径。

本课程在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起总结性

的作用,需要学生在学习高等数学、C语言程

序设计、数据结构、MATLAB语言及应用

等课程的基础学习。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课。主要内容包括

CPU组成、存储空间分配、单片机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编程基础、

I/O接口电路如定时器/计数器、中断系统、并行通讯、串行通讯等，

并对单片机完整系统设计的必要组成部分如复位电路、时钟电路、

系统总线、存储器扩展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分析。

修读此课程前学习电路分析原理、模拟电子

技术、数字电路等，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

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

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电磁场理论

本课程是电子、电气信息类及通信工程类各专业的重要基础理论课

程，也是教育部指定的必修课程之一。该课程体系主要涉及电磁基

本理论及电磁工程两个方面，电磁基本理论主要研究电磁场的源与

场的关系以及电磁波在空间传播的基本规律，电磁工程主要讨论电

磁波的产生、辐射、传播、电磁干扰、电磁兼容及电磁理论在各方

面的应用等。

需要学生具有“大学物理（电磁学）”的基础

上、高等数学和工程数学（数理方程、复变

数函、矢量微积分及场论基本部份）来课程

基础，进一步研究宏观电磁现象和电磁过程

的基本规律及其分析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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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学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课，是所有理工科课程的基础。它是经典物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物理和许多技术学科不可缺少的基

础。该课程以经典力学为基础，以实验事实为依据，采用矢量代数

和矢量分析方法，以场的观点研究电磁场与带电粒子的相互作用的

基本规律和在生产实践中的一些应用。课程包括静电场、静电场中

的导体和电介质、稳恒电流、稳恒磁场、磁介质、电磁感应、麦克

斯韦电磁理论和电磁波等内容。

本课程是物理基础课，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

习高等数学和经典力学的相关知识，为后续

电动力学、光学、电路原理等课程的学习提

供理论基础。

量子力学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选修课，是近代物理两大支柱之一，是用最现代

的观点理解物质世界的基础。课程运用能量子假设，建立量子观念，

在普通物理学的基础上阐述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数学方

法，从而解决经典力学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一门技术基础理论课。

建议修读前先学习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数

学物理方法等课程，本课程可为后续课程固

体物理、半导体物理与器件等提供理论基

础。

光电技术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核心课。课程以光电子学为基础，综合利用光学，

精密机械，电子学和计算机技术，解决各种工程应用课题的技术科

学，它是获取光信息或借助光来提取其他信息（如力、温度、声音、

电流等）的重要手段。本课程主要学习各种光电转换器件及其应用，

旨在让学生了解各种器件的基本原理、特性及应用，为以后光电转

换电路的设计奠定基础。

建议修读前学习普通物理、电路分析原理、

光学、数字电路、模拟电子技术等课程，位

后续光电检测技术等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方向课，主要介绍半导体的基本物理性质，探讨

半导体在热平衡态和非平衡态下所发生的物理过程、规律以及相关

应用。课程主要包括半导体中的电子状态、半导体中的杂质和缺陷

能级、载流子的统计分布、半导体的导电性、非平衡载流子、金属

和半导体的接触、半导体MIS结构以及半导体的光、电、磁、热等

效应和应用等内容。

建议修读前学习电路基础、量子力学、固体

物理等课程，为后续课程《光电技术》、《半

导体照明技术》、《激光器件及技术》等奠

定理论基础。

光电检测技术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方向课，是从事光学工程、仪器仪表、测量与控

制研究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专业基础，是一门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相

连的正在发展的新兴学科。本课程主要讲述光电检测理论基础知识

以及光电检测的结构组成、设计思路和应用特点。

建议修读前学习普通物理、模拟电子技术、

电路基础、应用光学、光电技术等课程。还

可以在后续的光电综合实训中进一步加强

提高。

模拟电子技术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电子技术方面入门性质的主要

专业必修课，其任务是使学生获得模拟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理论、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比较系统地掌握一些常用电子器件和基本电

子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分析设计方法，掌握常用电子仪器的使用方法

和基本单元电路的调制方法。这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它的开

设可以为后续相关课程的学习和电子技术在专业中的应用奠定基

础。

先修课程为《电路分析原理》，《模拟电子

技术》中应用了许多前导课程中的基本概念

与方法，例如迭加原理、戴维南定理、二端

口网络、正弦交流电路的求解等。后续课程

为《数字电路》、《单片机原理》、《嵌入

式技术》等，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中的半导体

基本知识、放大电路理论和各种集成电路知

识将为这些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必要基础。

半导体照明技术

半导体照明技术课程是一门较新的课程。课程主要是结合目前世界

及我国对半导体照明人才的迫切需要,瞄准当前半导体发光二极管

和照明产业的产学研热点,而开设的一门专业理论并结合实践与实

验的课程。

在电工技术、电子技术、应用光学、光电技

术等学科知识基础上的一门与生产实际结

合非常紧密的学科，又与集成光学，固体理

论联系密切。

光电成像技术

《光电成像技术》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的专业选修课

课。本课程将介绍以 CCD和 CMOS图像传感器为核心器件的光电

成像系统的基本原理、技术、性能和应用领域。通过本课程的教学

使学生掌握光电成像技术的基本理论、光电成像系统进行分析和设

计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的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工程光学、信息光学、模拟电

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了解光电成像技术

的发展脉络，了解光源、人眼的视觉特性、

理解图像显示器件，掌握光电成像器件的基

本理论和光电成像技术的基本原理。

光电探测与信号处理

《光电探测与信号处理》课程为一门主要专业方向课程，是从事光

学工程、仪器仪表、测量与控制研究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专业基础，

是一门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相连的正在发展的新兴学科。本课程主

要讲述光电检测理论基础知识以及光电检测的结构组成、设计思路

和应用特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光电转换的基

本原理及光电检测技术所必须的各种知识，了解和掌握常用光电测

量方法及常用测量仪器的使用，具备进行各种基本光电测量所需技

能和设计光电检测电路的能力。

先修课程：工程光学、电磁学、原子物理学、

量子力学、模拟电子技术

后续课程：光电子技术

激光技术与应用

本课程包括激光调制、Q开关、超短脉冲、激光放大和非线性转化

等主要激光技术内容。将以调制技术为切入点，较为详细地介绍各

种 Q开关的基本工作原理和激光器件设计原理；将介绍目前各类实

现超短脉冲的手段，重点介绍利用半导体可饱和吸收体和被动锁模

技术实现超短脉冲输出；将以板条激光晶体放大为例介绍激光放大

的基本原理，介绍激光放大技术相关计算；介绍非线性光学转换技

术，介绍倍频，光参量振荡技术以及拉曼技术。

该课程在《激光原理》的基础之上，继续深

入介绍激光技术在激光器件设计上的应用，

为学生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激光器件的设计

方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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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信息导论

量子信息学是运用量子力学基本原理进行信息的编码、通信与处理

的新兴交叉学科。本课程深入浅出地介绍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主要

思想与方法，一方面提供理解量子信息学所需的物理、数学、计算

机科学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使大家理解并掌握本领域的基本工具

与结果。

先修课: 量子力学, 线性代数

适用：微纳电子学系，电子系，物理系，计

算机系；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等专业。

光学

光学是继力学、热学、电磁学之后的一门理科类专业基础必修课。

本课程内容包括几何光学、波动光学和量子光学三部分，以波动光

学为主。重点内容为薄透镜成像、光学仪器、分波前干涉（杨氏干

涉）、分振幅干涉、相干条件、菲涅耳衍射、夫琅禾费衍射、衍射

光栅、五种偏振态及其转换等。该课程旨在让学生深刻认识光学的

基本现象、牢固建立清晰的物理图像、熟练掌握光学的基本概念和

基本规律、充分了解近代光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当前前沿科研课

题的一些研究现状、切实提高独立分析和解决光学问题的能力。既

要让学生为后继课程的学习打好知识基础，又要为学生毕业后从事

与物理学、尤其与光学有关的科学研究、教学及相关工作做好必要

的理论和实验知识的准备。

本课程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力学、热学、

电磁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本课程

是光电信息专业的主干基础课，也是光学工

程硕（博）士点入学考试唯一专业课。学生

需在基本功上下功夫，结合物理图像，系统、

全面、深入地掌握光学基本现象、基本理论、

基本概念和基本分析方法。

应用光学

应用光学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课

程包括几何光学、典型光学系统和像差理论三大部分。要求学生掌

握几何光学基本原理、典型光学仪器原理、光度学、色度学、像差、

光学系统初步设计等基础理论和方法，具备设计光电仪器的初步设

计能力，培养分析和解决光学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及技巧。该课程

为光电子技术、信息光学、光电检测等后继课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

应用基础，也是从事光学及光信息处理类工作的前期基础，在培养

光学和光电类人才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力学、电磁

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应用光学是

光学工程重要的技术基础，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应在掌握光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注重

课程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加强动手能力的培

养。

光学设计基础

光学设计基础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类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

旨在使学生在掌握光学基本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强化使用

ZEMAX 软件进行光学设计的技巧，从而培养技能型和应用型光学

设计人才。该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像差综述、光学系统的像质评价和

像差容限、光学系统的外形尺寸计算、光学系统的初始结构计算方

法、各类典型光学系统设计实例分析、光学设计软件 ZEMAX简介

及光学制图等。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掌握光学系统设计的

全过程，并了解现代光学新动态，拓宽知识面。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光学、应用光学。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学生在学习中应多进

行上机实训，基本掌握光学设计软件

ZEMAX的使用，具备设计光电仪器的初步

设计能力。

应用光学课程设计

本课程设计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在学习《应用光学》课

程的基础上进行的实践教学环节，着重训练学生通过光学设计实例

来实践应用光学理论的能力。应用光学课程设计与应用光学理论教

学相辅相成，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该课程设计主要任务

是设计望远镜、显微镜、照相物镜等常见的、简单的光学系统，其

目的在于使学生学会光学初步设计的方法，并加深对典型光学系统

理论和光学设计理论的理解，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实际动手能力，

为学生后续的毕业设计和将来的实际工作打下良好的实践基础。

该课程设计先修课程为应用光学，是其对应

的实践环节。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应注重光学仪器的外形尺

寸计算和实验室搭建两方面训练，掌握光学

仪器初步设计的方法。

集成光学

集成光学是光电信息专业本科生的基础选修课。本课程主要有平面

介质波导基础理论、导波光学器件、半导体集成光学器件和集成光

学的设计应用发展等四部分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初步

具备以下能力：1.掌握集成光学的基本理论导波理论；2. 掌握集成

光学器件及其设计，将集成光学基本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具备

一定的实验动手能力。本课程的学习可为学生今后从事通信、光信

息处理、光传感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

本课程先修课程为电磁理论、物理光学、半

导体物理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集成光学设计

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获得解决有关实际问题

的能力。

光电子学基础

光电子学基础是光电信息专业本科生的基础选修课，是他们进一步

学习光电子技术及光电子技术应用的基础理论课。本课程的目的在

于使学生掌握光电子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了解光电子技术在

各个领域的应用及新成果。主要内容包括：激光原理与技术、光波

导技术、光调制技术、光电探测技术和光电显示技术。通过该课程

的学习，学生能深入探究与光电子产业相关的技术知识，为今后从

事光通信、光信息处理、光传感等方面的研究开发工作提供必要的

理论知识。

本课程先修课程为光学、大学物理实验、原

子物理、电动力学和光电技术等。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学期。学生应注意将所学知识与

实践相结合，勤于思考、勤于动手，努力提

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电动力学

电动力学是物理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核心课，主要研究电磁现象的

经典动力学理论，包括电磁场理论和狭义相对论两部分。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加深学生对电磁场性质的了解，掌握电磁场的基本规律，

获得用电动力学方法分析和处理电磁现象基本问题的初步能力；了

本课程是在学习高等数学、电磁学、数学物

理方法等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电磁场

基本规律及对电磁现象的分析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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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狭义相对论建立的历史背景，掌握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及时空

理论。内容包括：电磁现象的普遍规律、静电场、静磁场、电磁场

的传播、电磁波的辐射、狭义相对论等。

现代光学测量技术

由传统光学测量演变而来的当前光学测量技术已经成为测量技术

领域发展的热点。光学测量技术及其相关传感器是一门理论紧密联

系实际的基础课，具有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二重性。随着光学测

量技术的飞速发展，光学测量必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得到应用，

直接为工程技术服务。该课程共分为七章的内容，首先介绍光学测

量的基础知识，使学生对光学测量技术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介

绍干涉技术，即光学测量的基础；基于干涉技术引出全息测量、散

斑测量以及衍射测量技术和莫尔条纹技术等。光学测量的一个重要

应用方面即三维测量，通过该章节的内容，让学生了解几种不同的

光学三维测量技术；光学测量的另一应用领域为激光测速与测距，

该应用基于多普勒效应；最后本课程介绍光纤传感技术。该课程涵

盖的知识较为广泛，是一门在总结前期知识的基础上，详细介绍国

内外光学测量技术的新进展和新方法的课程。

该课程的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光学和信息

光学等，光学测量中的理论计算以高等数学

为工具，涉及光学和信息光学的基本知识，

是对前期知识的总结和提升，将已有知识应

用到光学测量中。

光存储技术

光全息存储是光信息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其任务是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和实验训练, 使学生了解光信息的存储方式和相关存

储技术，认识光全息存储的机理，了解光信息存储领域的研究现状

与发展趋势，并对光存储技术的巨大应用潜力有深刻认识，为进一

步学习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光学、应用光学、光灯

技术等。本课程重点讲授光全息存储的理

论、基本方法和实验设计技巧，使学生具备

光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及实验技能。

固体物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掌握固体的基本结构和固体宏观性质的

微观本质, 掌握处理微观粒子运动的理论方法，掌握运用能带理论

分析晶体中电子性质的处理方法、基本内容有两大部分： 一是晶

格理论, 二是固体电子理论、 晶格理论包括：晶体的基本结构及确

定晶格结构的 X光衍射方法； 晶体中原子间的结合力和晶体的结

合类型；晶格的热振动及热容理论；晶格的缺陷及其运动规律。 固

体电子论包括：固体中电子的能带理论；金属中自由电子理论和电

子的输运性质。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热力学与统计物理、量

子力学、原子物理学。通过学习这些课程所

学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为学习本课程提供

必要的知识储备。本课程是磁学、晶体物理、

电介质物理、半导体物理、超导物理等专门

化课程的理论基础。

力学与热学基础

本课程属于物理学专业基础课，是物理学的重要分支，是所有理工

科课程的基础。课程包括三部分：力学、热学和电磁学。其中力学

主要包括牛顿三定律，刚体力学，机械波及波动方程。热学主要包

括热力学基础、分子运动论、等基础知识

该课程需要具备向量，微积分等高数知识。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二

学期。

光纤通信

本课程全面介绍了光纤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光纤和光缆的结构和

类型，光纤的传输原理和特性，光纤特性的测量。光源、光检测器

和光无源器件的类型、原理和性质；光端机的组成和特性；数字光

纤通信系统；光纤通信的若干新技术，如光纤放大器、光波分复用

技术、光交换技术、光孤子通信、相干光通信技术、光时分复用技

术等。

该课程是综合运用学科，是光学，计算机，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半导体，激光原理的

综合运用。有理论，有实验，二者结合，达

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建议修读学期为第六学

期。

专业英语

是基础英语的延伸，其目的是为了拓宽学生的专业词汇量和阅读

量，特别是强化英文表达方法，为将来的学术论文的阅读、写作和

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内容主要包括：专业英语的特点、词法、语

法、翻译、写作、阅读、国际会议用语等专业英语知识的介绍；力

学，电磁学、热学、光学等内容。

在学过大学英语和力学与热学，电磁学，光

学以及文献检索后再修读。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五或第六学期。

C语言程序设计

本课程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这是一

门实践性极强的基础课程，在本科生教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

课程以 C语言为载体，使学生对计算机程序设计有一个初步的正确

认识，学会阅读用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编写的简单应用程序，掌握

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和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步骤，

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其严谨的思维方式和良好的程序设

计风格。

本课程不需要先修课程，后续课程有Matlab
原理及在物理学中的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掌握一门通用的高级程序设计语

言，激发学生对编程的兴趣，同时也为进一

步学习其它计算机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原子物理

本课程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主要研

究原子内部的结构及其运动规律，包括物质在原子层次内由什么组

成，它们如何作用，发生什么样的运动形态等相关理论。本课程将

从物理实验规律出发，引进近代物理关于微观世界的重要概念和原

理，探讨原子、分子、原子核及基本粒子的结构和运动规律，及其

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的主要应用问题。

学习本课程需要先修高等数学、数学物理方

法和电磁学的相关内容，后续课程有量子力

学和激光原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让学

生初步了解并掌握微观世界原子层次的结

构和运动规律；明确微观粒子运动的基本属

性。在学习过程中学会近代物理的研究方

法，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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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原理及在物理

学中的应用

本课程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也是本

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实践性课程。本课程以讲授为主，结合上机实验，

主要学习MATLAB 语言的应用环境、调试命令，各种基本命令和

高级操作命令，绘图功能函数，循环和条件分支等控制流语句以及

几个主要工具箱的使用，最后通过编程实例让学生学会用MATLAB
处理相关的物理问题。

先修课程有 C语言程序设计，后续课程有数

字图像处理与识别。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

应该掌握MATLAB 的基本原理，以及解决

相关物理问题的方法，并可以通过参加相关

的物理竞赛或光电竞赛达到学以致用的目

的。

专业导论

本课程是光电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通识教育必修课。主要内

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科技发展的历史及现状；第二部分介

绍本专业的背景知识、课程设置、毕业生能力和素质要求、本专业

学习和研究的内容以及未来可能的工作方向，引导学生逐步了解光

电信息专业、培养专业情感、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并确立自己的

学习目标和努力方向。

该课程为本专业的其它课程提供了“以全局

指导局部”的方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了解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培养计划、发展

方向，激发学生学习本专业的兴趣和热情。

激光原理

本课程是我校光电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核心课。本课

程从激光的物理学基础出发介绍了激光原理、激光输出特性与激光

器各个参数之间的关系，内容包括辐射理论概要与激光产生的条

件、激光器的工作原理、激光器输出特性、激光器的基本技术、典

型激光器的介绍等，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

建议修读该课程前学习光学、原子物理、量

子力学等，要求学生建立一套适应于理论知

识学习的科学的学习方法，掌握基本物理过

程和主要理论分析方法。为后续课程《光纤

激光器导论》、《激光技术及应用》打下坚

实的理论基础。

信息光学

本课程是我校光电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核心课之一。信息光学是近 40
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在全息术、光学传递函数和激光

的基础上，从传统的、经典的波动光学中脱颖而出的，是现代光学

的核心。内容包括二维傅里叶分析、标量波衍射理论基础、光学成

像系统的频率特性、光学全息照相、空间滤波、图像相减等。

建议修读该课程前学习高等数学、光学、应

用光学等课程，要求学生们要建立起对物理

过程描述的理论分析方法-傅里叶分析。后

续相关课程《光纤通信》、《光存储技术》、

《光电成像技术》等，为从事光学信息处理

工作和近代光学信息处理技术的学习打下

基础。

数字电路

本课程是我校光电科学与工程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核心课，它既有

自身的理论体系，又有很强的实践性。内容包括逻辑代数基础、门

电路、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数－模和模－数转

换等。

建议修读该课程前学习电路分析原理、模拟

电子技术等课程，为以后学习相关专业课程

及进行电子电路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后续

相关课程有《光电检测技术》、《单片机原

理与应用》、《能源光电器件》、《光电探

测与信号处理》等课程。

计算光子导论

《计算光子学导论》是从光学和电磁场基础理论讲起，逐一讨论了

激光束在光波导和线状光纤中的传播模式和特性，以及激光器、光

接收器，各种光放大器以及波分多路和光链接。最后，论述了光孤

子、太阳能光电池和最近几年才出现的超材料。《计算光子学导论》

不仅有系统的光子学的理论和计算公式，而且通过计算机进行各种

仿真计算，获得了激光束在波导和光纤中传播以及光放大器工作时

的效果图。

建议修读该课程前学习光学、电磁学、C语

言程序设计等课程，为学习相关专业课程及

进行电子电路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电路分析原理

电路分析原理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本课

程围绕着电路分析的方法，全面地介绍了电路分析的基本概念、基

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主要内容为：电路的基本概念及基尔霍夫定律、

电路元件及电路基本类型、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电路的网络拓扑

分析方法、电路基本定理、一阶电路、二阶电路、相量及相量分析

法、三相电路、功率和能量。

本课程需要高等数学和电磁学课程的相关

基础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在

掌握电路的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

的基础上学会学以致用，为学习后续课程提

供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也为进一步研究理

论打下基础。

现代光学实验

现代光学实验课是为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所开设的专业

实验课。通过本实验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学习并掌握进行现代光

学实验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

力和分析判断能力；通过实验的观察、测量和分析，加深对现代光

学的概念、规律和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培

养学生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积极主动的探索精神，实事求是的科

学态度和爱护公共财产、遵守纪律的优良品德。

本课程是修读了普通物理实验、光学、激光

原理、信息光学和光电技术课程的基础上开

设的一门综合性实验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学生应该掌握现代光学实验的基本知

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为后续的专业实

验和将来工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实验基础。

光电综合实验

光电综合实验课是为光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所开设的专业综

合实验课。通过本实验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掌握光电转换和光电

检测方面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和分析判断

能力。通过实验的设计、测量和分析，加深对光信息传输和光电子

技术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本课程需要光电技术课程的基本知识，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光电转换和光

电检测方面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为将来的工作打下一个良好

的基础。

光电工程综合实训

光电工程综合实训课是为光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所开设的一

门专业技能实训课程。本课程的主要实训内容包括电子线路的设计

与仿真、电子元器件的焊接工艺、单片机硬件系统开发调试、单片

本课程需要模拟电子线路、数字电路、单

片机原理、C语言程序设计和光电技术课程

的相关基础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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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程序设计方法和 LED显示器开发和应用。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分析解决一般性技术

问题的能力。

导波光学基础

本课程是我校光电科学与工程专业一门专业选修课。该课程系统的

讲述光波导的传输理论，内容主要包括电磁场理论基础、平面光波

导的分析方法、条形光波导、光纤的模式理论、光纤的损耗和色散、

光纤中的非线性效应、光波导的耦合。

该课程前学习《高等数学》、《光学》、《应

用光学》、《电磁学》等课程。该课程是各

种光波导和光纤技术的理论基础，后续课程

有《光纤激光器导论》、《集成光学》。

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本课程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主要讲授单

片机结构和基本原理、MCS-51系列单片机及其指令系统、单片机

的 I/O扩展及应用、单片机的定时与中断系统及单片机的汇编程序

设计等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获得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的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掌握单片机应用系统各主要环节的设计、

调试方法，并了解单片机在光电测量、光电控制等方面的应用。初

步具备应用单片机进行设备技术改造、产品开发的能力。

本课程是在学生学完计算机基础、C语言程

序设计、以及光电类课程之后，为加强对学

生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而开设的体现光电

技术、计算机技术综合应用的综合性课程。

半导体光电器件

本课程主要以半导体的光吸收、辐射复合和受激辐射为基础，学习

半导体的光电效应、电致发光效应，以及光电子器件的基本类型、

结构、工作机理、电学特性、电学特性参数表征及其应用等内容。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半导体中光子与电子相互作用的基本物理过

程及属性，掌握光电子器件相关理论与器件物理，为光电子器件的

研究、设计及应用奠定理论基础。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半导体物理相关课

程，其后续课程有集成光学、半导体照明技

术等。

光伏物理与材料

本课程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能源光电方

向)。主要内容包括光伏材料加工与应用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

识，太阳能电池原理与工艺的基础知识，半导体器件的设计与制造

工艺原理。同时培养学生在光伏材料、光伏电池行业等相关领域从

事生产运行、技术管理、产品检测与质量控制等方面高级应用型专

门人才。

建议修读此课程时可以先修或同时修读半

导体物理与器件，也为后续学习薄膜太阳能

电池、能源光电器件等课程打下基础。

能源光电器件

该课程是应用类课程，主要学习光电器件的基础知识、半导体激光

器件、光电成像器件、光电显示器件等光电器件的结构、符号、工

作原理、工作特性和各类器件在各方面的应用。

数电，模电，普物，半导体器件是先修课程，

与实验相结合，建议第六学期修读。

光电传感技术

该课程学习各种光电传感器的基本原理、特性、发展趋势、应用；

单元光电器件与集成光电器件的特性与应用；光电成像，图像、图

形检测与分析等技术；光电技术的新发展和新的应用实例。

需要的先修课程有光电技术，数电，模电，

信息光学。建议第六学期学习。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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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703

一、培养目标

通信工程专业培养具备通信设备、通信系统、通信网和信号处理等领域的理论基础、专业技术和实践能力，能从事各类电子通信设备、

通信系统的研究、设计、制造、调试、维修、运营和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二、培养要求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具备充实的社会科学知识，在文、史、哲、法、社会和政经等领域有一定的修养；

2. 掌握数学、物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备基本的分析及应用能力；

3. 掌握计算机及网络的基本知识、操作技能，具备扎实的外语应用能力；

4. 掌握电子线路的基本原理、分析方法，具有电子线路与系统的设计能力；

5. 掌握通信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有通信系统和通信网的分析和设计能力；

6. 掌握交换技术、移动通信、光纤、微波与卫星通信等现代通信技术；

7. 掌握信号处理、多媒体、流媒体技术、现代广播电视技术；

8. 具有嵌入式系统的分析与设计能力；

9. 具有文献检索、知识获取能力，具备基于专业知识的创新创业能力；

10. 具备相关学科的理论及实践能力，开展科学研究以及实际工作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社会科

学知识、

人文素质

2.数理科

学的理论

及分析能

力

3.计算机

及网络技

能、外语

应用能力

4.电子线

路与系统

的分析、

设计能力

5.通信领

域的基本

理论、系

统分析和

设计能力

6.交换技

术、移动

通信、光

纤、微波

等通信技

术

7.信号处

理、多媒

体、现代

广播电视

技术

8.嵌入式

系统的分

析与设计

能力

9.文献检

索、知识

获取和创

新创业能

力

10.相关学

科的理论

实践能力，

科研及实

际工作能

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

大学英语

（College English）
√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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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Major）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

高等数学Ⅰ

（Higher MathematicsⅠ)
√

大学物理Ⅰ

（College PhysicsⅠ）
√

大学物理实验Ⅰ

（College Physics
ExpecimentⅠ）

√

电路原理

（Principles of Electric
Circuits）

√

模拟电子技术

（Analog Electronic
Technique）

√

数字电子技术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ique）

√

高频电子线路

（High Frequency Electronic
Circuit）

√

线性代数Ⅱ

(Linear AlgebraⅡ)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Ⅰ)

√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Complex function and
integral transform)

√

数学模型

（Mathematical model）
√

信号与系统Ⅰ

（Signals and Systems I）
√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

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s）
√

通信原理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

交换技术

（Technology of Modern
Switching）

√

通信网络技术

（Technology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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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技术

（Mobile Communication）
√

通信新技术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

信息安全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

多媒体技术

(Multimedia Technology)
√

数字电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

MATLAB 仿真技术

（MATLAB Simulation）
√

电磁场理论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ory）

√

单片机原理Ⅰ

（Principles of MCU I）
√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Ⅰ

（Principle of
Microcomputer and the
interface I）

√

电子设计自动化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

电子系统设计

（Electronic System Design)
√

DSP技术及应用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

信息论与编码

(Information Theory and
Coding)

√

印刷电路板设计

(Printed Circuit Board
Design)

√

微波与卫星通信

（Microwave Technique and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

随机信号分析

（Random Signal Analysis）
√

高级实用编程技术

(Advanced Practical
Programming Techniques)

√

语音信号处理

(Speech Signal Processing)
√

数据库系统

(Database System)
√

光纤通信

（Optical Communication）
√

嵌入系统技术

（Principles andApplications
of Embedded Sys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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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程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

手机应用软件开发

（Mobile Phone APP
Software Development）

√

流媒体技术

（Streaming Media
Technology）

√

物联网工程概论

（Introduction to IOT
Engineering）

√

电类科技竞赛实践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mpetion practice)

√

科技创新创业能力训练

(Train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工程训练Ⅲ

（Engineering PracticeⅢ）
√

电子工艺实习

（Electronic Technology
Practice）

√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

通信原理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Principles）

√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Exercitation）
√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Design）
√

四、专业特色

通信工程专业是面向通信和信息行业的宽口径专业。通信的目的是传输语音、图像、数据以及多媒体信息等。通信工程专业是有线

通信、移动通信、程控交换、计算机网络、微波、光纤等理论与技术的交叉组合。现代通信系统对传输内容进行信号与信息处理，通过

对信息的压缩与编码进行存储、传输，通过编码加密保证电子信息的安全传输。大规模集成电路、可编程器件、DSP、嵌入式系统等硬

件设备支持了现代通信设备的高速、可靠运行。

五、主干学科

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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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高频电子线路、电磁场理论、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单片机原理、信号与系统、

信息论与编码、数字信号处理、DSP技术及其应用、通信原理、通信网络技术、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移动通信技术、计算机网络、交换

技术、通信新技术、信息安全、多媒体技术、数字电视技术。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电子工艺实习(1学分/1周）、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分散）(1学分/1周）、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分散）(1
学分/1周）、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设计(1学分/1周）、通信原理课程设计(1学分/1周）、生产实习(3学分/3周）、毕业实习(4学分/4周）、

毕业设计(10学分/14周）等。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6 8.5 15.5 24 26 49.5

要求学时 2480+30周 840 128 624 136 264 488 30周 680+30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00% 22.50% 5.31% 9.69% 15.00% 16.25% 30.94%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1、必须完成各课程模块最低学分要求；2、毕业设计必须完成答辩并合格以上。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学分:4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 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 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 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 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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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1）
（Physical education 1）

1 32 1 考试 B151001

大学体育（2）
（Physical education 2）

1 32 1 考试 B151002

大学体育（3）
（Physical education 3）

1 32 1 考试 B151003

大学体育（4）
（Physical education 4）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Major）

1 16 1 考查 B0213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 632 0 48 160 11 12.5 8 7.5 0 2.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Ⅰ（上）

（Higher MathematicsⅠ)(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1

高等数学Ⅰ（下）

（Higher MathematicsⅠ)(Volume 2)
6 96 6 考试 B113102

大学物理Ⅰ（上）

（College PhysicsⅠ）(Volume 1)
4 64 4 考试 B113201

大学物理Ⅰ（下）

（College PhysicsⅠ）(Volume 2)
2 32 2 考试 B113202

大学物理实验Ⅰ

（College Physics ExpecimentⅠ）
1.5 48 1.5 考试 B117201

电路原理

（Principles of Electric Circuits）
4.5 64 16 4.5 考试 B023201

模拟电子技术

（Analog Electronic Technique）
4.5 64 16 4.5 考试 B023202

数字电子技术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ique）
4 56 16 4 考试 B023203

高频电子线路

（High Frequency Electronic Circuit）
4.5 60 12 4.5 考试 B023204

小计 36 516 108 0 0 5 14.5 8 4 4.5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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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线性代数 II
(Linear Algebra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

3 48 3 考试 B118123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Complex Functions and Integral
Transformations)

3 48 3 考试 B118125

数学模型

(Mathematical Model)
2.5 40 2.5 考试 B118126

小计 11 176 0 0 0 0 0 5.5 5.5 0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5.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信号与系统Ⅰ

（Signals and Systems I） 4 56 8 4 考试 B024201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3.5 48 16 3.5 考试 B024304

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s） 3.5 48 16 3.5 考试 B024305

通信原理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4.5 60 12 4.5 考试 B024306

小计 15.5 212 36 16 0 0 0 0 4 7 4.5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现代

通信

技术

交换技术

（Technology of Modern Switching） 2.5 32 8 2.5 考试 B025303

通信网络技术

（Technology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s） 2.5 40 2.5 考试 B025304

移动通信技术

（Mobile Communication） 2.5 32 8 2.5 考试 B025305

通信新技术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2.5 40 2.5 考试 B025306

小计 10 144 16 0 0 0 0 0 0 0 2.5 7.5 0

信号

与信

息处

理

信息安全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2.5 40 2.5 考试 B025205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2.5 32 8 2.5 考试 B025307

多媒体技术

(Multimedia Technology) 2.5 32 8 2.5 考试 B025204

数字电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2.5 32 8 2.5 考试 B025308

小计 10 136 24 0 0 0 0 0 0 0 1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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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MATLAB 仿真技术

（MATLAB Simul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26301

电磁场理论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ory）
3 48 3 考试 B116205

单片机原理Ⅰ

（Principles of MCU I）
3 40 16 3 考试 B026302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Ⅰ

（Principle of Microcomputer and the
interface I）

3.5 48 16 3.5 考试 B026304

电子设计自动化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2.5 32 16 2.5 考试 B026201

电子系统设计

（Electronic System Design)
2 24 16 2 考试 B026202

信息安全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2.5 40 2.5 考试 B026205

DSP技术及应用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5 32 16 2.5 考试 B026360

信息论与编码

(Information Theory and Coding)
2.5 40 2.5 考试 B026203

交换技术

（Technology of Modern Switching）
2.5 32 8 2.5 考试 B026309

印刷电路板设计

(Printed Circuit Board Design)
2 24 16 2 考试 B026206

微波与卫星通信

（Microwave Technique and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2 32 2 考试 B026312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
2.5 32 8 2.5 考试 B026310

数字电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2.5 32 8 2.5 考试 B026311

多媒体技术

(Multimedia Technology)
2.5 32 8 2.5 考试 B026204

随机信号分析

（Random Signal Analysis）
2.5 40 2.5 考试 B026313

高级实用编程技术

(Advanced Practical Programming
Techniques)

2 24 16 2 考试 B026314

语音信号处理

(Speech Signal Processing)
2.5 32 8 2.5 考试 B026207

数据库系统

(Database System)
2 24 16 2 考试 B026208

通信网络技术

（Technology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s）
2.5 40 2.5 考试 B026315

移动通信技术

（Mobile Communication）
2.5 32 8 2.5 考试 B026316

通信新技术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2.5 40 2.5 考试 B026317

光纤通信

（Optical Communication）
3.5 48 16 3.5 考试 B02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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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系统技术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Embedded
System）

2.5 32 16 2.5 考试 B026319

通信工程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2 32 2 考试 B026320

手机应用软件开发

（Mobile Phone APP Software
Development）

2.5 32 16 2.5 考试 B026321

流媒体技术

（Streaming Media Technology）
2 24 8 2 考试 B026322

物联网工程概论

（Introduction to IOT Engineering）
2 32 2 考试 B026323

电类科技竞赛实践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mpetion practice)
1 32 1 考查 B026324

科技创新创业能力训练

(Train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1 32 1 考查 B026325

小计 70.5 944 280 32 0 0 0 4 4 15.5 24.5 22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6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Train）
2 2 2 考查 B017102

电子工艺实习

（Electronic Technology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27201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分散）

（Course Design of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1 1 1 考查 B027207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分散）

（Course Design of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1 1 1 考查 B027208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1 1 1 考查 B027303

通信原理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Principles）
1 1 1 考查 B027304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Exercitation）
3 3 3 考查 B027305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4 4 4 考查 B027306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Design）
10 14 14 考查 B027307

小计 26 30 2 0 2 2 2 1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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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电路原理

（Principles of Electric
Circuits）

电路原理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非常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具有较强的理

论性和实践性。主要内容包括分析电路中的电磁现象，研究电路的基本规

律及电路的分析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电路的基本概念、

基本定律、基本定理以及基本的分析和计算方法，并使学生受到必要的实

验技能的训练，为学习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后续课程准备必要的电路基础知

识。本课程在整个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中起承上启下

的重要作用。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微积分、微

分方程、电磁学等基础知识，先修课

程有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等，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2学期。

模拟电子技术

（Analog Electronic
Technique）

模拟电子技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

生获得的模拟电子技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自动控制系统、微型计算机原理等课程以及电子

技术及电路在专业中的应用打好基础。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常用半导体器

件、基本放大电路、多级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放大电路中的反

馈、信号的运算和处理、波形的发生和信号的转换、功率放大电路、直流

电源等。通过学习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使学生能看懂本专业中典型电子设

备的原理图，了解各部分的组成及工作原理；对各环节典型电路进行定性

或定量分析、估算；并能根据要求选用有关元器件，研制出所需要的电路。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高

等数学、大学物理和电路原理等课程

的基础知识，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

大学物理和电路原理等，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3学期。

数字电子技术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ique）

数字电子技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重要专业技术基础课，它的突出特点是

既基础又专业。其基础性表现该课程是所有上述各种专业的入门课和基础

课，更是掌握现代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等必需掌握的基础

技术；其专业性表现在课程本身实践性很强，课程内容涉及到的一些典型

电路本身就可以作为最终的实用电路和产品。国家教育部对数字电子技术

课程的基本要求是“使学生获得数字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

和基本技能，为深入学习数字电子技术及其在专业中的应用打下基础”。
教育部的要求是开展本课程教学的基本纲领，整个课程的教学过程都要围

绕着这“三个基本和一个应用”展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高

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原理、模拟

电子技术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为高

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原理和模拟

电子技术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
期。

高频电子线路

（High Frequency
Electronic Circuit）

高频电子线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讲授通信系统特

别是无线通信系统的发射机和接收机基本组成，及其内部各个模块电路的

功能、结构、工作原理和分析、设计方法。主要内容包括：高频电路中的

元器件和组件，高频谐振放大器，正弦波振荡器，调制器、解调器和混频

器，反馈控制电路等。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高频电子线路的工作原

理和实现方法；了解在高频运用下，线性和非线性电子线路的分析方法；

了解高频电路中噪声的来源及克服方法；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分析、设计和

应用电路的能力。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高

等数学 I、大学物理 I、电路原理、模

拟电子技术等基础知识，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学期。

信号与系统Ⅰ

（Signals and Systems I）

信号与系统Ⅰ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理论基础课。它主要讨

论确定性信号的特性、线性非时变系统的特性，信号通过线性系统的基本

分析方法以及由某些典型信号通过某些典型系统引出的一些重要的基本

概念。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信号分析及线性系统的基本理论

及分析方法，应能建立简单电路与系统的数学模型，对数学模型求解，对

所得结果给以物理解释，赋予物理意义。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高

等数学、电路原理、线性代数、复变

函数等基础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数字信号处理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随着信息科学和计

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信号处理的理论与应用得到飞跃式发展，已经成

为一门极其重要的学科。本课程主要讲授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时域离散信号及时域离散系统的

时域分析方法、频域分析方法，并且能掌握离散时间信号和系统的基本理

论、基本概念与基本分析方法以及 FFT、数字滤波器等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了解并学会使用现代设计、分析、开发、仿真与实验工具。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信

号与系统、线性代数、计算机程序语

言、微型计算机原理等相关知识，先

修课程为信号与系统、线性代数、计

算机程序语言、微型计算机原理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s）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本课程按照计算机网络

模型的层次结构，结合迅速发展的网络新技术，系统地介绍数据通信和计

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相关技术及具体应用，使学生熟悉和掌

握常用的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和标准、相关的网络实用技术，对各种网络

技术以及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相关技术有所了解。

要求本课程在学习过计算机文化基

础、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通信原理

等专业基础后开设，并为后续相关课

程打下坚实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通信原理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通信原理》是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也是考

研的专业课程之一，在专业教学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本课程以通信系

统为背景，讨论信息的传输、交换的基本原理以及通信网的组成，但侧重

信息传输原理。主要内容包括：通信系统的组成与基本概念、信号与噪声、

模拟信号调制技术、数字基带传输系统、数字调制技术、脉冲编码调制、

增量调制、多路复用、同步以及通信网的基本概念等。要求学生在掌握以

本课程应在学完《信号与系统》、《概

率与数理统计》、《高频电子线路》

课程之后开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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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知识的同时，能够建立专业的观点、系统的观点、模型分析的观点与工

程的观点，为本领域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适应现代信息

社会对电信类人才的需求。

交换技术

（Technology of Modern
Switching）

交换技术是通信网的核心技术，本课程主要讲述了数字程控交换系统原

理，对交换方式和基本交换技术（连接、信令和控制）进行系统讲述，介

绍了现代交换技术及其发展的全貌和最基本的知识。课程开设目的是使学

生深刻理解交换的基本概念，掌握通信网各种交换方式的基本原理和技术

特点以及交换系统的工作原理，为学生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和从事相关领域

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电

路基础、数字电子技术、通信原理、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等基础知识，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通信网络技术

（Technology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s）

《通信网络技术》是通信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该课程在讲述计算机

网络技术的基础之上，讨论了无线通信技术、无线局域网、无线城域网、

无线广域网、无线自组织网络、无线传感器网络、无线个域网以及电话网

等。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得学生了解无线网络技术的全貌，熟悉各

种主流无线网络技术，掌握各种技术的基本原理，为今后从事网络管理、

网络工程、网络技术研发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本课程应在学完《计算机网络》、《通

信原理》课程之后开设。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7学期。

移动通信技术

（Mobile
Communication）

移动通信技术是通信工程专业“现代通信方向”中一门重要的专业方向课。

本课程重点介绍了现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移动通信的重要技术、

移动信道的电波传播、现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基本技术和网络构成、数字移

动通信技术的代表 GSM系统、窄带 CDMA 移动通信系统、第三代移动通

信系统及未来的移动通信技术。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通信原理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

程有数字信号处理、通信原理等，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通信新技术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通信技术是当前发展最快、应用最广和最前沿的技术之一。本课程是通信

工程专业学生掌握了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使学生对现代通信技术发展概

况，主要的新通信系统的组成、特点、关键技术有较全面的了解。本课程

要使学生掌握最新通信技术和系统的发展，并提高学生在现代通信技术领

域及应用中的知识面和专业面。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经完成通信工程

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以及数字信号处

理、计算机网络和通信原理等专业核

心课的学习。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
期。

信息安全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信息安全概论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任选课。课程全面介绍了信息安全

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知识体系，主要内容包括信息保密技术、信息认证技

术、PKI与 PMI认证技术、密钥管理技术、访问控制技术、网络的攻击与

防范、系统安全、网络安全技术和信息安全管理等内容。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已具备高等数

学、计算机基础等基础知识，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Digital Image Processing)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方向

课，是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图像通讯、多媒体技术等学科的基础，是

一门涉及多领域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通过计算机对图像进行去除噪声、

增强、复原、分割、提取特征等处理的方法和技术。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

要求较深入地理解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以及解决问题的基

本思想方法，掌握基本的图像处理技术，了解与图像处理技术相关的应用

领域。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概率论、数字信号处理等

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有数字信号处

理、MATLAB仿真技术等，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多媒体技术

(Multimedia Technology)

多媒体技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

多媒体技术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广播电视技术相互渗透

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新技术、新学科，是人类处理信息

手段的又一次飞跃。目前多媒体技术已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给

人们的生活、观念及生产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无论在现在还是未来，

多媒体技术在信息技术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本课程以基础、新颖、

实用为宗旨，以阐述多媒体技术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为主，将所学的基本理

论和方法用于实践当中。本课程从多媒体数据与信息的基本概念入手，介

绍多媒体硬件、软件系统，多媒体数据压缩编码技术。为学生从事多媒体

技术方向类的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微机

原理与应用、计算机网络、信号与系

统。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数字电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此课程是培养今后从事数字电视及通信、多媒体、电子工程类工作的工程

技术人员的入门课程。介绍数字电视涉及到哪些关键技术和标准，我国数

字电视的进展情况，数字电视领域的最新理论和技术成果，系统介绍数字

电视组成架构、关键技术、传输标准、实现方案和发展趋势。

本课程是在学习模拟电子线路、脉冲

数字电路、信号与系统、通信原理和

数字信号处理等通信专业基础课程

之后的专业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MATLAB 仿真技术

（MATLAB Simulation）

《MATLAB仿真技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本科的专业选修课，其目的是

使学生掌握MATLAB仿真软件的基本语法、程序设计方法与技巧，并且

能够运用MATLAB软件解决相关课程中的复杂计算和图形处理问题。内

容主要包括：MATLAB基本环境和操作方法；分章阐述了矩阵计算、数

值计算、符号计算、数据可视化、数据分析、M文件编写、SIMULINK仿

真、句柄图形、图形用户界面、文件读写、MATLAB编译器、应用程序

接口等内容。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高等数学、

矩阵等基础知识，了解软件环境、语

法、程序结构、常用算法，需要辅助

大量上机练习。建议第三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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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场理论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ory）

电磁场理论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非常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具有较强的

理论性。主要内容包括电磁场的基本规律分析、宏观电磁场的普遍规律-
麦克斯韦方程组、静态及时变电磁场的传播与辐射特性等。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掌握电磁场与电磁波两个方面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以及基

本的分析和计算方法，为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后续课程或者在电磁场与电磁

波进一步深入学习准备必要的基础知识。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微积分、微

分方程、电磁学、数学物理方程等基

础知识，先修课程有高等数学和大学

物理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单片机原理Ⅰ

（Principles of MCU I）

单片机技术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有关测量与控制的一门重要的专业

课程，是实现现代控制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与手段，是控制类专业的一门必

修课，是控制类专业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主要讲授单片机结构和

基本原理、MCS-51系列单片机及其指令系统、单片机的 I/O扩展及应用、

单片机的定时与中断系统及单片机的汇编及 C语言程序设计等内容，通过

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单片机的硬件构成，软件组成及一般的程序设计技

能，进而使用单片机实现各种检测与控制的目的。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模

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C语言

程序设计等基础知识,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5学期。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Ⅰ

（Principle of
Microcomputer and the

interface I）

本课程以 8086CPU为主线，系统介绍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基本组成、

体系结构和工作模式等；8086CPU的指令系统、汇编语言及程序设计方法

和技巧；存储器的组成和 I/O接口扩展方法；微机的中断结构、工作过程

和 8259A的编程与应用；微机中的常用接口原理和应用技术，包括串并行

接口 8255A和 8251A的工作原理及编程应用方法，计数器/定时器 8253
的结构和应用，A/D、D/A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应用方法。从而使学生能较

清楚的了解微机的结构与工作流程，建立起系统的概念，初步掌握微机应

用系统软、硬件开发技术。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数

字电路、计算机应用基础等专业基础

课的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数字电子

技术、计算机应用基础等，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学期。

电子设计自动化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电子设计自动化是为电子信息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侧重实践的课程。本

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 EDA工具软件、可编程逻辑器件、硬件描述语言等。

通过本科课程及其相关实验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和熟悉电子设计自动化

技术的基本设计思想，能够应用硬件描述语言等设计输入方式完成一般数

字逻辑系统、实用功能性模块等内容的设计，能熟练掌握在有关 EDA软

件上进行设计输入、仿真等操作以及在实验装置上进行硬件测试的方法。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电

路理论、电子技术等基础知识，先修

课程有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

字电子技术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电子系统设计

（Electronic System
Design)

《电子系统设计》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同时又是一门实

践性很强的课程。通过课程了解并掌握电子系统的基本构成、电子设计单

元电路，特别是掌握基于单片机、CPLD、FPGA的设计方法，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培养创新精神。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模

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EDA
技术、传感器与检测电路、单片机原

理等相关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DSP技术及应用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DSP技术及应用是普通高校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控制、电气

等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选修课。DSP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已成为

从事电子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掌握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之一。本课

程以 TI公司 TMS320系列处理器为描述对象，介绍 DSP技术的基本理论

和常用算法实现以及 DSP芯片的一般结构特征、硬件构成、工作原理、开

发环境、编程方法、基本的开发调试技巧。进一步巩固和加深对数字信号

处理理论的认识，为将来在工作中能够熟练地使用各种 DSP器件去实现复

杂的数字信号处理算法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微机原理

与接口技术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有

数字信号处理、单片机原理、C语言

设计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信息论与编码

（Information Theory and
Coding）

信息论与编码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主要信息论基础和编码理

论，主要内容包括信息的统计度量，如熵、互信息熵、自信息量；信道容

量概念和计算；离散信源和连续编码理论和方法；信道编码理论和方法。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信息论和编码基础知识有一个比较全面和系

统的了解，掌握信息论的基本理论和概念，如熵、互信息熵、自信息量等。

掌握信息的统计度量，以及离散信源，和离散信道有关信息论理论，掌握

信源编码方法，如 Huffman编码，算术编码等基本原理和具体实现方法，

为从事信息科学的研究和应用奠定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Ⅰ、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Ⅰ，这些课程为本课

程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准备，而本课程

为后续课程如数字图像处理技术、语

音信号处理、多媒体技术等提供了必

要的理论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印刷电路板设计

（Printed Circuit Board
Design）

印刷电路板设计是普通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其任务是通过

本课程理论学习与上机操作，使学生掌握电路原理图的设计和开发、印刷

电路板的设计和绘制的基本步骤，掌握电子逻辑分析和仿真的方法，具备

独立进行电路图、电路板设计的能力，为以后进入社会从事相关工作打下

坚实的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电路等基

础知识，先修课程有电路原理、模拟

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等，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微波与卫星通信

(Microwave Technique and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本课程为电子信息工程与通信工程的专业选修课，包括数字微波和卫星通

信两方面的内容。主要内容包括长途微波通信、移动通信与卫星通信概述，

信号的调制与解调，卫星通信中的多址技术，电波传播，编码与信号处理，

长途微波与移动通信及卫星线路噪声分析及线路参数计算等。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微波与卫星通信的基本原理与相关应用，为在微波与

卫星通信方面进一步深入学习准备必要的基础知识。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高

等数学、线性代数、复变函数、电磁

场理论等基础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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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信号分析

（Random Signal
Analysis）

随机信号分析是通信工程专业任选课。课程全面介绍了随机信号的基本概

念、原理和知识体系，主要内容包括概率论基础、随机信号基础、系统对

随机信号的响应、窄带随机过程等内容。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高等数学、

概率论基础等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7学期。

高级实用编程技术

(Advanced Practical
Programming Techniques)

《高级实用编程技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主要讲授

VC++界面编程及其应用程技术，包括开发环境，C++类和对象的编程思想，

MFC程序框架，对话框编程，文档视图构架，打印功能、数据编程等。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 C++类与对象的概念，掌握 VC++程序设

计的基本思想，理解MFC程序框架的构成，掌握基本的界面程序设计，

熟悉常用的数据库与网络编程，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设计开发出简单

应用软件，为今后实际工作中工程应用软件的设计与开发打下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大学计算机基

础、程序设计基础等，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语音信号处理

(Speech Signal Processing)

本课程对语音信号在时域和频域上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描述，介绍了过零

率、短时能量、共振峰等概念和非平稳语音信号分析方法。针对语音的产

生模型，本课程对语音的声管模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数学分析，为线性预

测技术在语音信号处理中的应用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信号解卷分析是数字

信号处理中非常重要的技术，围绕着参数解卷和非参数解决这两个问题，

本课程重点论述了线性预测技术和同态信号处理技术，并对它们在语音编

码和语音识别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在语音编码方面，本课程介绍了波形

编码技术中的非线性量化编码技术、自适应编码技术、子带编码技术、变

换域编码技术和以多脉冲激励线性预测编码技术为代表的参数编码技术。

在语音识别技术方面，课程中介绍了语音识别中常用的识别特征和模板匹

配方法，重点介绍了 DTW模板匹配算法和 HMM语音识别模型。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对语音信号处理技术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并掌握其

基本技术。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信号与系统和数

字信号处理基础等。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6学期。

数据库系统

(Database System)

数据库系统（Database System），是由数据库及其管理软件组成的系统。

数据库系统是为适应数据处理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数据

处理系统，也是一个为实际可运行的存储、维护和应用系统提供数据的软

件系统，是存储介质 、处理对象和管理系统的集合体。

本课程是在学习计算机文化基础，高

级编程语言基础、计算机网络等课程

之后的专业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光纤通信

（Optical
Communication）

本课程是一门通信工程专业的专业课，主要讲授内容是现代光技术与光纤

通信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及新技术的发展，包括光纤与光缆，常用器件

和仪器，光发射机和光接收机，在此基础上介绍光纤通信系统的设计、性

能、施工、维护等的有关知识，最后介绍光纤通信领域中的一些高新技术。

本课程的讲授重在系统、重在实用、重在新技术，并配有一定的实验以提

高实践动手能力。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高

等数学、电磁场与电磁波、通信原理

等基础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
期。

嵌入系统技术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Embedded

System)

嵌入式系统是一个涉及多学科交叉的计算机应用领域，它涉及到计算机系

统结构、操作系统、程序设计、硬件接口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是一门软硬

件结合紧密的应用技术。本课程主要学习嵌入式系统的概念、组成结构、

基本原理和开发方法；详细介绍一款基于 Cortex M3ARM核的 32位嵌入

式处理器、及其指令系统和片上外设；讲解嵌入式系统的程序设计方法。

为从事嵌入式产品的开发奠定良好的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模

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C语言

程序设计、单片机原理等相关知识，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通信工程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本课程以提高通信工程专业人才英语应用能力为目标，重在培养学生的英

语应用能力，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为学生今后工作发展提供必要的

条件；使学生在基础英语的基础上，通过通信专业英语的学习，掌握一定

量的通信工程方面的英语词汇，具备一定的专业英语听、说、读、写、译

的能力，同时夯实专业基础知识，为今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大学英语以及通

信原理等专业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7学期。

手机应用软件开发

（Mobile Phone APP
Software Development）

手机软件开发是基于智能手机（安卓或者 iOS），基于 Java或 OC、swift
面向对象的高级语言开发 APP软件。掌握软件的开发流程，高级语言的应

用、数据库的增删改查的操作。

本课程是在学习计算机网络、数据库

技术、高级编程语言、微机原理与接

口技术和数字信号处理等通信专业

基础课程之后的专业课程。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7学期。

流媒体技术

(Streaming Media
Technology)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普及为流媒体业务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市场动力，流媒

体将广泛应用于多媒体新闻发布、在线直播、网络广告、电子商务、视频

点播、远程教育、远程医疗、远程监控、实时视频会议等互联网信息服务

中。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流媒体技术也趋于成熟化、商业化，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可以全面的接触流媒体技术，并掌握最基本的使用方法，同时可以

在编程开发、SIML语言、流媒体的无线互联应用等具有前瞻性的内容上

获益。

本课程是在学习计算机网络、数据库

技术、高级编程语言、微机原理与接

口技术和数字信号处理等通信专业

基础课程之后的专业课程。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7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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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工程概论

（Introduction to IOT
Engineering）

物联网工程是一门覆盖范围很广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涉及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通信工程、信息安全、智能科学与技术等

诸多学科领域，在科技民生、智慧城市、低碳环保、交通运输、物流配送、

安防监控、智能电网、节能环保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课程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电路、传

感器、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与计

算机网络类课程有一定关系。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7学期。

电类科技竞赛实践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mpetion practice)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实践类选修课，主要培养学生的实践

动手能力、开拓创新素质、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选修本课程的同学必须

参加一项校级以上的大学生电类科技竞赛，例如银兴杯电子设计竞赛、校

级智能车竞赛、省级国家级电子设计竞赛、省级国家级智能车竞赛、挑战

杯竞赛、互联网+竞赛、西门子智能制造挑战赛、山东省机电设计大赛、

各类创新创业大赛等，参赛作品必须涉及电子类作品的软硬件设计。课程

考核以作品获得校级一等奖以上或省级、国家级奖项视为该课程考核合

格，计算学分。

本课程建议学生学过电路、模拟电子

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单片机等电子

信息类基础课程后选修，修读学期建

议在第四学期以后。

科技创新创业能力训练

(Train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实践类选修课，主要培养学生的创新

创业能力，重点是创业能力。选修本课程的同学在参加创新创业基本训练

之后必须提出一个创业项目，可以是电子类软硬件产品，也可以是网站、

服务等其它类项目。学生要体验创业过程的各个阶段，可以通过参加各级

创业大赛的形式，也可以是非大赛独立创业形式，以最后的创业成果决定

这门课的考核等级。

本课程建议学生学过电路、模拟电子

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单片机等电子

信息类基础课程后选修，修读学期建

议在第六学期以后。

电子工艺实习

（Electronic Technology
Practice）

电子工艺实习是工科学生基本能力培养的必修课程，是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和电子基本知识的重要途径，其基本要求如下：1.了解电的基本概念，掌

握安全用电常识，学会安全操作要领，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认真、细致、

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2.了解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技术指标、性能、型号、

符号、特点及用途。3.了解钎焊技术、焊料、焊剂和电烙铁的相关知识及

其应用。4.了解 SMT的特点、发展前景、基本工艺流程及主要设备，初步

掌握贴装技术和贴装设备的使用。5.了解常用测量仪器的性能及使用方法。

6.了解 FM收音机及其它小电子产品的工作原理和基本制作过程，并安装

调试 1-2件电子产品。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电

路理论、电子技术等知识，先修课程

为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等，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分散）

（Course Design of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是在学生修完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之后，针对课程的

要求对学生进行综合性训练的一个必修的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通过模拟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模拟电子技术知识，进行实际模

拟电子系统的设计、安装和调测，以加深对模拟电子电路基本知识的理解，

提高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模拟电子技术实践技

能，初步培养研制实用模拟电子系统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模拟电子技术，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分散）

（Course Design of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是在学生修完数字电子技术课程之后，针对课程的

要求对学生进行综合性训练的一个必修的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通过数字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数字电子技术知识，进行实际数

字电子系统的设计、安装和调测，以加深对数字电子电路基本知识的理解，

提高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数字电子技术实践技

能，初步培养研制实用数字电子系统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数字电子技术，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数字信号处理是一门理论和技术发展十分迅速、应用非常广泛的前沿性学

科，在雷达、通信、医学、地震等众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数字信号

处理课程设计》是通信工程专业本科学生的集中实践教学环节之一。主要

在掌握数字信号基本概念、性质以及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方法的基础上，

利用自己在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中所学的知识进行信号分析与处理，掌握

FFT谱分析方法，数字滤波器的综合设计方法。通过对常用数字滤波器的

设计和实现，掌握数字信号处理的工作原理及设计方法；掌握利用数字滤

波器对信号进行滤波的方法，并能够对设计结果加以分析。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数字信号

处理基础知识，先修课程为数信号处

理、通信原理、matlab仿真技术等，

建议在《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修读之

后，开设该课程设计。

通信原理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Principles）

《通信原理课程设计》使得学生学习使用计算机建立通信系统仿真模型的

基本方法及技能，学会利用仿真的手段对于使用通信系统的基本理论、基

本算法进行实验验证；学习现有流行通信系统仿真软件MATLAB的基本

使用方法，学会使用该软件解决实际系统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系统仿真加

深对通信课程理论的理解。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数字信号

处理、通信原理、随机信号分析等基

础知识，先修课程为数信号处理、通

信原理、matlab仿真技术等，建议在

《数字信号处理》与《通信原理》等

课程修读之后开设该课程设计。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exercitation）

生产实习是通信工程专业的必修课程。通过实习，学生可以把掌握的理论

知识与工程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学生全面了解专业课的主要内容及其

应用领域。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通信工程

专业基础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有电路

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高频电子线路、电子设计自动化、单

片机原理、数字信号处理、通信原理

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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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毕业实习是通信工程专业的必修课程。通过实习，学生可以综合运用所学

专业知识和技能，实现所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的有机融合；通过实习学生可

以了解所学专业知识的应用领域和专业的发展方向，为将来从事相关的工

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通信工程

专业知识，先修课程为通信工程专业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教学计划中除

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外的所有课程，

修读学期为第 8学期。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Design）

毕业设计是通信工程专业教学计划中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按教学要求

完成毕业设计（论文）是本科生获得学士学位的必要条件，完成的质量高

低也是衡量教学水平的重要依据。通过毕业设计环节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的

理论知识（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方面的知识），独立分析、解

决通信工程方面问题的能力。通过毕业设计环节学会设计方法：包括资料

查询、收集和分析、根据课题要求构思方案、选择最佳方案、运用相关知

识进行设计、撰写论文等设计环节。通过毕业设计环节培养学生的综合能

力，包括知识运用、实验测试、口头和书面文字表达能力、外语和计算机

应用能力和独立设计能力。

毕业设计是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的

最后一个教学环节，修读学期为第 8
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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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程（移动通信技术方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703

一、培养目标

通信工程（移动通信技术方向）专业培养具备通信设备、移动通信系统、信号处理等领域的理论基础、专业技术和实践能力，能从事各

类通信设备、移动通信系统的研究、设计、制造、运营和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使学生在

校期间基本掌握现代移动通信设备和系统的安装、调试、组网、维护及应用。

二、培养要求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具备充实的社会科学知识，在文、史、哲、法、社会和政经等领域有一定的修养；

2. 掌握数学、物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备基本的分析及应用能力；

3. 掌握计算机及网络的基本知识、操作技能，具备扎实的外语应用能力；

4. 掌握电子线路的基本原理、分析方法，具有电子线路与系统的设计能力；

5. 掌握通信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有通信系统和通信网的分析和设计能力；

6. 掌握交换技术、移动通信、光纤、微波与卫星通信等现代通信技术；

7. 掌握信号处理、多媒体、流媒体技术、现代广播电视技术；

8. 具有嵌入式系统的分析与设计能力；

9. 具有文献检索、知识获取能力，具备基于专业知识的创新创业能力；

10. 具备相关学科的理论及实践能力，开展科学研究以及实际工作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社会科

学知识、

人文素质

2.数理科

学的理论

及分析能

力

3.计算机

及网络技

能、外语

应用能力

4.电子线

路与系统

的分析、

设计能力

5.通信领

域的基本

理论、系

统分析和

设计能力

6.交换技

术、移动

通信、光

纤、微波

等通信技

术

7.信号处

理、多媒

体、现代

广播电视

技术

8.嵌入式

系统的分

析与设计

能力

9.文献检

索、知识

获取和创

新创业能

力

10.相关学

科的理论

实践能

力，科研

及实际工

作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

大学英语

（College English）
√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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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Major）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

高等数学Ⅰ

（Higher MathematicsⅠ)
√

大学物理Ⅰ

（College PhysicsⅠ）
√

大学物理实验Ⅰ

（College Physics Expeciment
Ⅰ）

√

电路原理

（Principles of Electric
Circuits）

√

模拟电子技术

（Analog Electronic
Technique）

√

数字电子技术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ique）

√

线性代数Ⅱ

(Linear AlgebraⅡ)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Ⅰ)

√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Complex function and integral
transform)

√

数学模型

（Mathematical model）
√

信号与系统Ⅰ

（Signals and Systems I）
√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

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s）
√

通信原理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

接入网技术

（Access Network
Technology）

√

中兴认证

（ZCENT）
√

行业标准规范与设计

（Industry standard
specification and desig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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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技术

（Mobile Communication）
√

通信新技术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

信息安全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

多媒体技术

(Multimedia Technology)
√

数字电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

MATLAB 仿真技术

（MATLAB Simulation）
√

电磁场理论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ory）

√

单片机原理Ⅰ

（Principles of MCU I）
√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Ⅰ

（Principle of Microcomputer
and the interface I）

√

电子设计自动化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

电子系统设计

（Electronic System Design)
√

DSP技术及应用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

信息论与编码

(Information Theory and
Coding)

√

交换技术

（Technology of Modern
Switching）

√

印刷电路板设计

(Printed Circuit Board Design)
√

微波与卫星通信

（Microwave Technique and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

随机信号分析

（Random Signal Analysis）
√

语音信号处理

(Speech Signal Processing)
√

数据库系统

(Database System)
√

光纤通信

（Optical Communication）
√

嵌入系统技术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Embedded Sys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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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类科技竞赛实践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mpetion practice)

√

科技创新创业能力训练

(Train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工程训练Ⅲ

（Engineering PracticeⅢ）
√

电子工艺实习

（Electronic Technology
Practice）

√

专业认知实践

（Career cognitive practice）
√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

通信原理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Principles）

√

实习及实训项目

（Practice and practical training
projects）

√

毕业设计（移动通信方向）

（Graduation Design）（Mobile
Communication Direction）

√

四、专业特色

通信工程专业是面向通信和信息行业的宽口径专业。通信的目的是传输语音、图像、数据以及多媒体信息等。通信工程专业是有线通信、

移动通信、程控交换、计算机网络、微波、光纤等理论与技术的交叉组合。现代通信系统对传输内容进行信号与信息处理，通过对信息

的压缩与编码进行存储、传输，通过编码加密保证电子信息的安全传输。大规模集成电路、可编程器件、DSP、嵌入式系统等硬件设备

支持了现代通信设备的高速、可靠运行。充分的实习实训机会、扎实的实践动手能力是本专业的培养特色。

五、主干学科

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高频电子线路、电磁场理论、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单片机原理、信号与系统、

信息论与编码、数字信号处理、DSP技术及其应用、通信原理、移动通信技术、计算机网络、交换技术、通信新技术。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电子工艺实习(1学分/1周）、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分散）(1学分/1周）、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分散）(1
学分/1周）、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设计(1学分/1周）、通信原理课程设计(1学分/1周）、专业认知实践(1学分/1周）、实习及实训项目(10.5
学分/10.5周）、毕业设计(10学分/18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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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1.5 8.5 15.5 24 30.5 51.5

要求学时 2408+38.5周 840 128 552 136 264 488 38.5周 628+38.5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00% 19.69% 5.31% 9.69% 15.00% 19.06% 32.19%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1、必须完成各课程模块最低学分要求；2、毕业设计必须完成答辩并合格以上。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学分:4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 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 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 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 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大学体育（1）
（Physical education 1）

1 32 1 考试 B151001

大学体育（2）
（Physical education 2）

1 32 1 考试 B151002

大学体育（3）
（Physical education 3）

1 32 1 考试 B151003

大学体育（4）
（Physical education 4）

1 32 1 考试 B15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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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Major）

1 16 1 考查 B0213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 632 0 48 160 11 12.5 8 7.5 0 2.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Ⅰ（上）

（Higher MathematicsⅠ)(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1

高等数学Ⅰ（下）

（Higher MathematicsⅠ)(Volume 2)
6 96 6 考试 B113102

大学物理Ⅰ（上）

（College PhysicsⅠ）(Volume 1)
4 64 4 考试 B113201

大学物理Ⅰ（下）

（College PhysicsⅠ）(Volume 2)
2 32 2 考试 B113202

大学物理实验Ⅰ

（College Physics ExpecimentⅠ）
1.5 48 1.5 考试 B117201

电路原理

（Principles of Electric Circuits）
4.5 64 16 4.5 考试 B023201

模拟电子技术

（Analog Electronic Technique）
4.5 64 16 4.5 考试 B023202

数字电子技术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ique）
4 56 16 4 考试 B023203

小计 31.5 456 96 0 0 5 14.5 8 4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线性代数 II
(Linear Algebra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

3 48 3 考试 B11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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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Complex Functions and Integral
Transformations)

3 48 3 考试 B118125

数学模型

(Mathematical Model)
2.5 40 2.5 考试 B118126

小计 11 176 0 0 0 0 0 5.5 5.5 0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5.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信号与系统Ⅰ

（Signals and Systems I）
4 56 8 4 考试 B024201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3.5 48 16 3.5 考试 B024304

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s）
3.5 48 16 3.5 考试 B024305

通信原理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4.5 60 12 4.5 考试 B024306

小计 15.5 212 36 16 0 0 3.5 0 4 3.5 4.5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现代

通信

技术

接入网技术

（Access Network Technology）
2.5 32 8 2.5 考试 B025351

中兴合作

班必修

中兴认证

（ZCENT）
1.5 24 1.5 考试 B025352

中兴合作

班必修

行业标准规范与设计

（Industry standard specification and
design）

1 16 1 考试 B025353
中兴合作

班必修

移动通信技术

（Mobile Communication）
2.5 32 8 2.5 考试 B025305

中兴合作

班必修

通信新技术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2.5 40 2.5 考试 B025306

中兴合作

班必修

小计 10 144 16 0 0 0 0 2.5 0 0 7.5 0 0

信号

与信

息处

理

信息安全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2.5 40 2.5 考试 B025205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2.5 32 8 2.5 考试 B025307

多媒体技术

(Multimedia Technology)
2.5 32 8 2.5 考试 B025204

数字电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2.5 32 8 2.5 考试 B025308

小计 10 136 24 0 0 0 0 0 0 0 10 0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MATLAB 仿真技术

（MATLAB Simul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26301

电磁场理论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ory）
3 48 3 考试 B116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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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原理Ⅰ

（Principles of MCU I）
3 40 16 3 考试 B026302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Ⅰ

（Principle of Microcomputer and the
interface I）

3.5 48 16 3 考试 B026304

电子设计自动化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2.5 32 16 2.5 考试 B026201

电子系统设计

（Electronic System Design)
2 24 16 2 考试 B026202

信息安全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2.5 40 2.5 考试 B026205

DSP技术及应用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5 32 16 2.5 考试 B026360

信息论与编码

(Information Theory and Coding)
2.5 40 2.5 考试 B026203

交换技术

（Technology of Modern Switching）
2.5 32 8 2.5 考试 B026309

印刷电路板设计

(Printed Circuit Board Design)
2 24 16 2 考试 B026206

微波与卫星通信

（Microwave Technique and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2 32 2 考试 B026312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
2.5 32 8 2.5 考试 B026310

数字电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2.5 32 8 2.5 考试 B026311

多媒体技术

(Multimedia Technology)
2.5 32 8 2.5 考试 B026204

随机信号分析

（Random Signal Analysis）
2.5 40 2.5 考试 B026313

语音信号处理

(Speech Signal Processing)
2.5 32 8 2.5 考试 B026207

数据库系统

(Database System)
2 24 16 2 考试 B026208

光纤通信

（Optical Communication）
3.5 48 16 3.5 考试 B026318

嵌入系统技术

（Principles andApplications of Embedded
System）

2.5 32 16 2.5 考试 B026319

电类科技竞赛实践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mpetion practice)
1 32 1 考查 B026324

科技创新创业能力训练

(Train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1 32 1 考查 B026325

小计 52.5 688 232 32 0 0 0 4 4 15.5 22.5 6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30.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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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Train ）
2 2 2 考查 B017102

电子工艺实习

（Electronic Technology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27201

专业认知实践

（Career cognitive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27308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分散）

（Course Design of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1 1 1 考查 B027207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分散）

（Course Design of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1 1 1 考查 B027208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1 1 1 考查 B027303

通信原理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Principles）
1 1 1 考查 B027304

实习及实训项目

（Practice and practical training projects）
10.5 10.5 10.5 考查 B027306

毕业设计（移动通信方向）

（Graduation Design）（Mobile Communication Direction）
10 18 18 考查 B027307

小计 30.5 38.5 2 0 2 3 2 1 10.5 18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电路原理

（Principles of Electric
Circuits）

电路原理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非常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具有较强的

理论性和实践性。主要内容包括分析电路中的电磁现象，研究电路的基

本规律及电路的分析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电路的基本

概念、基本定律、基本定理以及基本的分析和计算方法，并使学生受到

必要的实验技能的训练，为学习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后续课程准备必要的

电路基础知识。本课程在整个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

中起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微积

分、微分方程、电磁学等基础知

识，先修课程有高等数学和大学

物理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
期。

模拟电子技术

（Analog Electronic
Technique）

模拟电子技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的任务是使

学生获得的模拟电子技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自动控制系统、微型计算机原理等课程以

及电子技术及电路在专业中的应用打好基础。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常用

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多级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放大

电路中的反馈、信号的运算和处理、波形的发生和信号的转换、功率放

大电路、直流电源等。通过学习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使学生能看懂本专

业中典型电子设备的原理图，了解各部分的组成及工作原理；对各环节

典型电路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估算；并能根据要求选用有关元器件，

研制出所需要的电路。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和电路原理

等课程的基础知识，先修课程为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和电路原理

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数字电子技术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ique）

数字电子技术是电子信息工程本科专业的重要专业技术基础课，它的突

出特点是既基础又专业。其基础性表现该课程是所有上述各种专业的入

门课和基础课，更是掌握现代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等必

需掌握的基础技术；其专业性表现在课程本身实践性很强，课程内容涉

及到的一些典型电路本身就可以作为最终的实用电路和产品。国家教育

部对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基本要求是“使学生获得数字电子技术方面的

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深入学习数字电子技术及其在专业

中的应用打下基础”。教育部的要求是开展本课程教学的基本纲领，整个

课程的教学过程都要围绕着这“三个基本和一个应用”展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路原理、

模拟电子技术等基础知识，先修

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

路原理和模拟电子技术等，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信号与系统Ⅰ

（Signals and Systems I）

信号与系统Ⅰ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理论基础课。它主要

讨论确定性信号的特性、线性非时变系统的特性，信号通过线性系统的

基本分析方法以及由某些典型信号通过某些典型系统引出的一些重要的

基本概念。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信号分析及线性系统的基

本理论及分析方法，应能建立简单电路与系统的数学模型，对数学模型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

高等数学、电路原理、线性代数、

复变函数等基础知识，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4学期。

149
149



求解，对所得结果给以物理解释，赋予物理意义。

数字信号处理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数字信号处理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随着信息科学和

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信号处理的理论与应用得到飞跃式发展，已

经成为一门极其重要的学科。本课程主要讲授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时域离散信号及时域离

散系统的时域分析方法、频域分析方法，并且能掌握离散时间信号和系

统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与基本分析方法以及 FFT、数字滤波器等数字

信号处理技术，了解并学会使用现代设计、分析、开发、仿真与实验工

具。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

信号与系统、线性代数、计算机

程序语言、微型计算机原理等相

关知识，先修课程为信号与系统、

线性代数、计算机程序语言、微

型计算机原理等，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5学期。

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s）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本课程按照计算机网

络模型的层次结构，结合迅速发展的网络新技术，系统地介绍数据通信

和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相关技术及具体应用，使学生熟

悉和掌握常用的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和标准、相关的网络实用技术，对

各种网络技术以及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相关技术有所了解。

要求本课程在学习过计算机文化

基础、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通

信原理等专业基础后开设，并为

后续相关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通信原理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通信原理》是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也是

考研的专业课程之一，在专业教学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本课程以通

信系统为背景，讨论信息的传输、交换的基本原理以及通信网的组成，

但侧重信息传输原理。主要内容包括：通信系统的组成与基本概念、信

号与噪声、模拟信号调制技术、数字基带传输系统、数字调制技术、脉

冲编码调制、增量调制、多路复用、同步以及通信网的基本概念等。要

求学生在掌握以上知识的同时，能够建立专业的观点、系统的观点、模

型分析的观点与工程的观点，为本领域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奠定坚实的

基础，适应现代信息社会对电信类人才的需求。

本课程应在学完《信号与系统》、

《概率与数理统计》、《高频电

子线路》课程之后开设。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接入网技术

（Access Network
Technology）

本课程主要通过接入网技术原理、接入网系统组建及业务开通、接入网

系统维护管理和接入网系统工程实践 4个学习领域，详细介绍了接入网

技术。本书主要包括接入网概述、铜线接入技术、混合光纤同轴电缆接

入技术、以太网接入技术、光纤接入网技术、无线接入网技术和接入网

规划与设计等共 7章内容。

本课程的前置课程为计算机网络

（数据通信与计算机网络），后

置课程为光纤通信系统。课程所

讲内容与设备操作充分应用计算

机网络中所学的相关知识，课程

中所学的部分内容将为后续学习

光通信系统提供支持。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3学期。

中兴认证

（ZCENT）

《中兴认证》助理工程师认证是面向校企合作专业通信工程专业（移动

通信方向）学生的 ICT行业技能认证。通过中兴助理工程师认证，考查

学生们所学到的知识，证明他们在 ICT领域的知识和专业技术，能够深

入学习 ICT各领域相关技术知识，为个人职业发展取得敲门砖。

认证包括：包括承载、无线、核心网、接入、动环、业务、终端、计算

机存储安全、云计算、ICT综合设计 10大技术领域，共计 20个技术方向。

学生可根据所选专业课进行相应的认证。

中兴认证为专业人员提供了检测知识技能水平的机会，通过认证考试的

ICT从业人员可取的以下收益：

1.证明他们在该领域的知识和专业技术得到业界认可。

2.深入学习 ICT各领域相关技术知识，为个人职业发展赢得更宽广的发展

空间。

3.使企业管理者相信他们的员工拥有相应的技能，可以很好地完成工作。

先修课程：数据通信与计算机网

络、光纤通信、3G/4G移动通信

技术、通信原理。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行业标准规范与设计

（Industry standard
specification and design）

介绍通信工程设计的设计程序、设计方法及关键技术，以通信网络中交

换系统、移动通信系统及光传输系统为切入点，概括了通信工程设计的

理论、程序和方法，提供了通信工程设计方法在交换系统、移动通信系

统、光传输系统和小区综合接入的不同设计阶段的具体应用案例。本教

程共 8章，主要内容包括：通信工程设计程序、固定电话网与移动通信

网、电信支撑网、GSM移动通信系统设计、CDMA移动通信系统设计、

光缆线路系统设计、通信工程设计简明案例等。

先修课程：数据通信与计算机网

络、光纤通信、3G/4G移动通信

技术、通信原理。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交换技术

（Technology of Modern
Switching）

交换技术是通信网的核心技术，本课程主要讲述了数字程控交换系统原

理，对交换方式和基本交换技术（连接、信令和控制）进行系统讲述，

介绍了现代交换技术及其发展的全貌和最基本的知识。课程开设目的是

使学生深刻理解交换的基本概念，掌握通信网各种交换方式的基本原理

和技术特点以及交换系统的工作原理，为学生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和从事

相关领域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

电路基础、数字电子技术、通信

原理、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等基

础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移动通信技术

（Mobile Communication）
移动通信技术是通信工程专业“现代通信方向”中一门重要的专业方向

课。本课程重点介绍了现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移动通信的重要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通信原

理等基础知识，先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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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移动信道的电波传播、现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基本技术和网络构成、

数字移动通信技术的代表 GSM系统、窄带 CDMA移动通信系统、第三

代移动通信系统及未来的移动通信技术。

程有数字信号处理、通信原理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通信新技术

（Ne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通信技术是当前发展最快、应用最广和最前沿的技术之一。本课程是通

信工程专业学生掌握了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使学生对现代通信技术发

展概况，主要的新通信系统的组成、特点、关键技术有较全面的了解。

本课程要使学生掌握最新通信技术和系统的发展，并提高学生在现代通

信技术领域及应用中的知识面和专业面。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经完成通信工

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以及数字

信号处理、计算机网络和通信原

理等专业核心课的学习。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7学期。

信息安全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信息安全概论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任选课。课程全面介绍了信息安

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知识体系，主要内容包括信息保密技术、信息认

证技术、PKI与 PMI认证技术、密钥管理技术、访问控制技术、网络的

攻击与防范、系统安全、网络安全技术和信息安全管理等内容。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已具备高等

数学、计算机基础等基础知识，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数字图像处理技术(Digital Image Processing)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方

向课，是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图像通讯、多媒体技术等学科的基础，

是一门涉及多领域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通过计算机对图像进行去除噪

声、增强、复原、分割、提取特征等处理的方法和技术。通过对本课程

的学习，要求较深入地理解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以及解

决问题的基本思想方法，掌握基本的图像处理技术，了解与图像处理技

术相关的应用领域。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高等数

学、线性代数、概率论、数字信

号处理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有

数字信号处理、MATLAB仿真技

术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多媒体技术

(Multimedia Technology)

多媒体技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

多媒体技术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广播电视技术相互渗

透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新技术、新学科，是人类处理

信息手段的又一次飞跃。目前多媒体技术已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方

面，给人们的生活、观念及生产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无论在现在还

是未来，多媒体技术在信息技术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本课程以

基础、新颖、实用为宗旨，以阐述多媒体技术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为主，

将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用于实践当中。本课程从多媒体数据与信息的

基本概念入手，介绍多媒体硬件、软件系统，多媒体数据压缩编码技术。

为学生从事多媒体技术方向类的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

微机原理与应用、计算机网络、

信号与系统。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数字电视技术

（Digital Television
Technology）

此课程是培养今后从事数字电视及通信、多媒体、电子工程类工作的工

程技术人员的入门课程。介绍数字电视涉及到哪些关键技术和标准，我

国数字电视的进展情况，数字电视领域的最新理论和技术成果，系统介

绍数字电视组成架构、关键技术、传输标准、实现方案和发展趋势。

本课程是在学习模拟电子线路、

脉冲数字电路、信号与系统、通

信原理和数字信号处理等通信专

业基础课程之后的专业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MATLAB仿真技术

（MATLAB Simulation）

《MATLAB仿真技术》是电子信息类专业本科的专业选修课，其目的是

使学生掌握MATLAB仿真软件的基本语法、程序设计方法与技巧，并且

能够运用MATLAB软件解决相关课程中的复杂计算和图形处理问题。内

容主要包括：MATLAB基本环境和操作方法；分章阐述了矩阵计算、数

值计算、符号计算、数据可视化、数据分析、M文件编写、SIMULINK
仿真、句柄图形、图形用户界面、文件读写、MATLAB编译器、应用程

序接口等内容。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高等数

学、矩阵等基础知识，了解软件

环境、语法、程序结构、常用算

法，需要辅助大量上机练习。建

议第三学期开设。

电磁场理论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ory）

电磁场理论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非常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具有较强

的理论性。主要内容包括电磁场的基本规律分析、宏观电磁场的普遍规

律-麦克斯韦方程组、静态及时变电磁场的传播与辐射特性等。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电磁场与电磁波两个方面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

以及基本的分析和计算方法，为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后续课程或者在电磁

场与电磁波进一步深入学习准备必要的基础知识。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微积

分、微分方程、电磁学、数学物

理方程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有

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等，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2学期。

单片机原理Ⅰ

（Principles of MCU I）

单片机技术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有关测量与控制的一门重要的专业

课程，是实现现代控制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与手段，是控制类专业的一门

必修课，是控制类专业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主要讲授单片机结

构和基本原理、MCS-51系列单片机及其指令系统、单片机的 I/O扩展及

应用、单片机的定时与中断系统及单片机的汇编及 C语言程序设计等内

容，通过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单片机的硬件构成，软件组成及一般的程

序设计技能，进而使用单片机实现各种检测与控制的目的。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

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C
语言程序设计等基础知识,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Ⅰ

（Principle of Microcomputer
and the interface I）

本课程以 8086CPU为主线，系统介绍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基本组成、

体系结构和工作模式等；8086CPU的指令系统、汇编语言及程序设计方

法和技巧；存储器的组成和 I/O 接口扩展方法；微机的中断结构、工作过

程和 8259A的编程与应用；微机中的常用接口原理和应用技术，包括串

并行接口 8255A和 8251A的工作原理及编程应用方法，计数器/定时器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

数字电路、计算机应用基础等专

业基础课的相关知识，先修课程

为数字电子技术、计算机应用基

础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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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3的结构和应用，A/D、D/A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应用方法。从而使学

生能较清楚的了解微机的结构与工作流程，建立起系统的概念，初步掌

握微机应用系统软、硬件开发技术。

电子设计自动化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电子设计自动化是为电子信息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侧重实践的课程。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 EDA工具软件、可编程逻辑器件、硬件描述语言

等。通过本科课程及其相关实验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和熟悉电子设计

自动化技术的基本设计思想，能够应用硬件描述语言等设计输入方式完

成一般数字逻辑系统、实用功能性模块等内容的设计，能熟练掌握在有

关 EDA 软件上进行设计输入、仿真等操作以及在实验装置上进行硬件测

试的方法。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

电路理论、电子技术等基础知识，

先修课程有电路原理、模拟电子

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等，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电子系统设计

（Electronic System Design)

《电子系统设计》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同时又是一门

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通过课程了解并掌握电子系统的基本构成、电子设

计单元电路，特别是掌握基于单片机、CPLD、FPGA的设计方法，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创新精神。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

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EDA技术、传感器与检测电路、

单片机原理等相关知识，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5学期。

DSP技术及应用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DSP技术及应用是普通高校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控制、电

气等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选修课。DSP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已

成为从事电子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掌握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之

一。本课程以 TI公司 TMS320系列处理器为描述对象，介绍 DSP技术的

基本理论和常用算法实现以及 DSP芯片的一般结构特征、硬件构成、工

作原理、开发环境、编程方法、基本的开发调试技巧。进一步巩固和加

深对数字信号处理理论的认识，为将来在工作中能够熟练地使用各种

DSP器件去实现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算法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微机原

理与接口技术等基础知识，先修

课程有数字信号处理、单片机原

理、C语言设计等，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学期。

信息论与编码

（Information Theory and
Coding）

信息论与编码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主要信息论基础和编码

理论，主要内容包括信息的统计度量，如熵、互信息熵、自信息量；信

道容量概念和计算；离散信源和连续编码理论和方法；信道编码理论和

方法。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信息论和编码基础知识有一个比较

全面和系统的了解，掌握信息论的基本理论和概念，如熵、互信息熵、

自信息量等。掌握信息的统计度量，以及离散信源，和离散信道有关信

息论理论，掌握信源编码方法，如 Huffman编码，算术编码等基本原理

和具体实现方法，为从事信息科学的研究和应用奠定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

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这些

课程为本课程提供了必要的知识

准备，而本课程为后续课程如数

字图像处理技术、语音信号处理、

多媒体技术等提供了必要的理论

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印刷电路板设计

（Printed Circuit Board
Design）

印刷电路板设计是普通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其任务是通

过本课程理论学习与上机操作，使学生掌握电路原理图的设计和开发、

印刷电路板的设计和绘制的基本步骤，掌握电子逻辑分析和仿真的方法，

具备独立进行电路图、电路板设计的能力，为以后进入社会从事相关工

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电路等

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有电路原理、

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微波与卫星通信

(Microwave Technique and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本课程为电子信息工程与通信工程的专业选修课，包括数字微波和卫星

通信两方面的内容。主要内容包括长途微波通信、移动通信与卫星通信

概述，信号的调制与解调，卫星通信中的多址技术，电波传播，编码与

信号处理，长途微波与移动通信及卫星线路噪声分析及线路参数计算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微波与卫星通信的基本原理与相关应用，

为在微波与卫星通信方面进一步深入学习准备必要的基础知识。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复变函数、

电磁场理论等基础知识，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6学期。

随机信号分析

（Random Signal Analysis）

随机信号分析是通信工程专业任选课。课程全面介绍了随机信号的基本

概念、原理和知识体系，主要内容包括概率论基础、随机信号基础、系

统对随机信号的响应、窄带随机过程等内容。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高等数

学、概率论基础等知识。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7学期。

语音信号处理

(Speech Signal Processing)

本课程对语音信号在时域和频域上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描述，介绍了过零

率、短时能量、共振峰等概念和非平稳语音信号分析方法。针对语音的

产生模型，本课程对语音的声管模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数学分析，为线

性预测技术在语音信号处理中的应用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信号解卷分析

是数字信号处理中非常重要的技术，围绕着参数解卷和非参数解决这两

个问题，本课程重点论述了线性预测技术和同态信号处理技术，并对它

们在语音编码和语音识别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在语音编码方面，本课

程介绍了波形编码技术中的非线性量化编码技术、自适应编码技术、子

带编码技术、变换域编码技术和以多脉冲激励线性预测编码技术为代表

的参数编码技术。在语音识别技术方面，课程中介绍了语音识别中常用

的识别特征和模板匹配方法，重点介绍了 DTW模板匹配算法和 HMM语

音识别模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对语音信号处理技术有个较

为全面的了解并掌握其基本技术。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信号与系统和

数字信号处理基础等。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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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系统

(Database System)

数据库系统（Database System），是由数据库及其管理软件组成的系统。

数据库系统是为适应数据处理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较为理想的数据

处理系统，也是一个为实际可运行的存储、维护和应用系统提供数据的

软件系统，是存储介质 、处理对象和管理系统的集合体。

本课程是在学习计算机文化基

础，高级编程语言基础、计算机

网络等课程之后的专业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光纤通信

（Optical Communication）

本课程是一门通信工程专业的专业课，主要讲授内容是现代光技术与光

纤通信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及新技术的发展，包括光纤与光缆，常用

器件和仪器，光发射机和光接收机，在此基础上介绍光纤通信系统的设

计、性能、施工、维护等的有关知识，最后介绍光纤通信领域中的一些

高新技术。本课程的讲授重在系统、重在实用、重在新技术，并配有一

定的实验以提高实践动手能力。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

高等数学、电磁场与电磁波、通

信原理等基础知识，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7学期。

嵌入系统技术

(Principles andApplications of
Embedded System)

嵌入式系统是一个涉及多学科交叉的计算机应用领域，它涉及到计算机

系统结构、操作系统、程序设计、硬件接口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是一门

软硬件结合紧密的应用技术。本课程主要学习嵌入式系统的概念、组成

结构、基本原理和开发方法；详细介绍一款基于 Cortex M3ARM核的 32
位嵌入式处理器、及其指令系统和片上外设；讲解嵌入式系统的程序设

计方法。为从事嵌入式产品的开发奠定良好的基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

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C
语言程序设计、单片机原理等相

关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
期。

电类科技竞赛实践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mpetion practice)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实践类选修课，主要培养学生的实

践动手能力、开拓创新素质、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选修本课程的同学

必须参加一项校级以上的大学生电类科技竞赛，例如银兴杯电子设计竞

赛、校级智能车竞赛、省级国家级电子设计竞赛、省级国家级智能车竞

赛、挑战杯竞赛、互联网+竞赛、西门子智能制造挑战赛、山东省机电设

计大赛、各类创新创业大赛等，参赛作品必须涉及电子类作品的软硬件

设计。课程考核以作品获得校级一等奖以上或省级、国家级奖项视为该

课程考核合格，计算学分。

本课程建议学生学过电路、模拟

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单片

机等电子信息类基础课程后选

修，修读学期建议在第四学期以

后。

科技创新创业能力训练

(Train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实践类选修课，主要培养学生的创

新创业能力，重点是创业能力。选修本课程的同学在参加创新创业基本

训练之后必须提出一个创业项目，可以是电子类软硬件产品，也可以是

网站、服务等其它类项目。学生要体验创业过程的各个阶段，可以通过

参加各级创业大赛的形式，也可以是非大赛独立创业形式，以最后的创

业成果决定这门课的考核等级。

本课程建议学生学过电路、模拟

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单片

机等电子信息类基础课程后选

修，修读学期建议在第六学期以

后。

电子工艺实习

（Electronic Technology
Practice）

电子工艺实习是工科学生基本能力培养的必修课程，是提高学生动手能

力和电子基本知识的重要途径，其基本要求如下：1.了解电的基本概念，

掌握安全用电常识，学会安全操作要领，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认真、

细致、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2.了解常用电子元器件的技术指标、性能、

型号、符号、特点及用途。3.了解钎焊技术、焊料、焊剂和电烙铁的相关

知识及其应用。4.了解 SMT的特点、发展前景、基本工艺流程及主要设

备，初步掌握贴装技术和贴装设备的使用。5.了解常用测量仪器的性能及

使用方法。6.了解 FM收音机及其它小电子产品的工作原理和基本制作过

程，并安装调试 1-2件电子产品。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必要的

电路理论、电子技术等知识，先

修课程为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

术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
学期。

专业认知实践

（Career cognitive practice）

专业认知实践是通信工程（移动通信技术方向）专业的实践类必修课程。

通过认知实践，学生可以全面、真实地了解通信工程（移动通信技术方

向）专业未来的实际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及时了解专业发展的最新动

向，把掌握的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全面了解专

业课的主要内容及其应用领域。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通信工

程专业基础基础知识，先修课程

有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

字电子技术、接入网技术等，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分

散） （Course Design
of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是在学生修完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之后，针对课程

的要求对学生进行综合性训练的一个必修的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通过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模拟电子技术知识，进行

实际模拟电子系统的设计、安装和调测，以加深对模拟电子电路基本知

识的理解，提高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模拟电子

技术实践技能，初步培养研制实用模拟电子系统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模拟电子技术，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分

散） （Course Design
of Digital Electronic

Technology）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是在学生修完数字电子技术课程之后，针对课程

的要求对学生进行综合性训练的一个必修的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通过

数字电子技术课程设计，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数字电子技术知识，进行

实际数字电子系统的设计、安装和调测，以加深对数字电子电路基本知

识的理解，提高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数字电子

技术实践技能，初步培养研制实用数字电子系统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数字电子技术，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数字信号处理是一门理论和技术发展十分迅速、应用非常广泛的前沿性

学科，在雷达、通信、医学、地震等众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数字

信号处理课程设计》是通信工程专业本科学生的集中实践教学环节之一。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数字信

号处理基础知识，先修课程为数

信号处理、通信原理、matlab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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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掌握数字信号基本概念、性质以及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方法的基

础上，利用自己在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中所学的知识进行信号分析与处理，

掌握 FFT谱分析方法，数字滤波器的综合设计方法。通过对常用数字滤

波器的设计和实现，掌握数字信号处理的工作原理及设计方法；掌握利

用数字滤波器对信号进行滤波的方法，并能够对设计结果加以分析。

真技术等，建议在《数字信号处

理》课程修读之后，开设该课程

设计。

通信原理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Principles）

《通信原理课程设计》使得学生学习使用计算机建立通信系统仿真模型

的基本方法及技能，学会利用仿真的手段对于使用通信系统的基本理论、

基本算法进行实验验证；学习现有流行通信系统仿真软件MATLAB的基

本使用方法，学会使用该软件解决实际系统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系统仿

真加深对通信课程理论的理解。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数字信

号处理、通信原理、随机信号分

析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为数信

号处理、通信原理、matlab仿真

技术等，建议在《数字信号处理》

与《通信原理》等课程修读之后

开设该课程设计。

实习及实训项目

（Practice and practical training
projects）

本课程是通信工程专业（移动通信方向）的必修实践课，单独授课。

以中兴通讯学校实训基地专业、全面的实训环境为基础，培养学生具备

良好工程技术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掌握通信设备调测、规划设计、维

护等基本技能。

完成专业实习后，学生将具备以下工程技术能力：

（1）使学生对通信设备安装调测深入了解，熟练掌握通信设备设备调测、

规划设计、维护等基本技能；

（2）使学生对通信技术体系有更全面的了解，熟练掌握通信网路构成体

系；

（3）使学生对项目的工程管理模式有深入的理解及体验，具有更强的项

目团队协作能力；

（4）让所有学习者通过模块化的循序渐进的学习，具备坚实的技术基础，

获得良好的技术素质，优秀的技术应用能力；

（5）让学习者通过职业素养的熏陶及培训，获得良好的职业素养、规范

的职业工作习惯以及较强的工作能力；

修读本课程要求学生具备通信工

程专业知识，先修课程为通信工

程（移动通信方向）专业本科人

才培养方案的教学计划中除毕业

设计外的所有课程，修读学期为

第 7学期。

毕业设计（移动通信方向）

（Graduation Design）（Mobile
Communication Direction）

毕业设计是通信工程（移动通信方向）专业教学计划中重要的实践性教

学环节，按教学要求完成毕业设计（论文）是本科生获得学士学位的必

要条件，完成的质量高低也是衡量教学水平的重要依据。通过毕业设计

环节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方

面的知识），独立分析、解决通信工程方面问题的能力。通过毕业设计

环节学会设计方法：包括资料查询、收集和分析、根据课题要求构思方

案、选择最佳方案、运用相关知识进行设计、撰写论文等设计环节。通

过毕业设计环节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包括知识运用、实验测试、口头

和书面文字表达能力、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和独立设计能力。

毕业设计是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

的最后一个教学环节，修读学期

为第 8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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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704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扎实的的数理基础，系统掌握微电子学的基本理论、实验技能，以及器件设计原理及制造技术，

同时具有一定的电子信息技术和计算机应用技术基础，能够在微电子器件与集成电路的设计与开发、器件制造与分析测试等领域从事

研究或管理工作的具有创新意识的综合型、应用型专业人才；本专业毕业生可到科研院所、高校、企事业单位及相关公司从事电子元

器件、光电子器件、集成电路以及系统的设计、制造和相应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开发等方面的工作，有志深造的学生

可继续攻读物理学、电子科学与技术等学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练掌握物理学、固体电子学、电子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接

受较好的微电子材料、器件及集成电路系统分析、设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科学实验训练与科学思维训练，具备在本领域及跨学科领

域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基本能力。基本学制：四年。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有坚实的数学、物理基础，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较好的听、说、读、写能力；

2．掌握文献索引、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熟悉国家信息产业政策及国内外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分析能力

和创新意识；

3．掌握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领域必须的较宽的技术基础理论知识；

4．获得较好的微电子材料、器件及集成电路系统分析、设计、开发方面的实践动手能力训练；

5．熟悉本专业领域内 1-2个专业方向或有关方面的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应用前景、发展趋势以及信息产业发展的状况；

6．具有一定的计算机相关知识和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能较熟练地使用计算机工具解决微电子工程中的有关问题。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质、

表达与沟通

能力

2.数学、物理

学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和

方法

3.具有宽厚的

学科基础知

识和技能

4.具有扎实的

微电子知识

和技能

5.具备良好的

职业道德，具

备对社会、职

业的责任感

6.创新创业精

神
7.外语能力

8.计算机运用

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形势与政策 √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
工程数学 √ √

线性代数 √ √

普通物理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 √

普通物理实验 √ √

C语言程序设计 √
工程制图 √

数学物理方法 √ √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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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建模 √

原子物理与量子力学 √ √
固体物理 √ √

电路分析原理 √ √

模拟电子技术 √ √
电磁场与电磁波 √ √

数字电路 √ √

半导体物理 √ √
半导体器件物理 √ √

微电子学实验 √

嵌入式操作系统 √
集成电路原理 √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
数字集成电路设计 √

微电子材料 √

光电子技术 √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

微电子工艺原理 √

电子线路 CAD技术 √ √
信号与系统 √

专业英语 √ √

微电子封装技术 √
集成电路可靠性测试 √

微机电系统 √

半导体制造工艺及设备 √
半导体光电子综合实验 √

光电子器件设计、建模与

仿真
√ √

学科前沿讲座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

公益劳动 √ √

安全教育 √ √
社会实践 √ √

电路分析原理课程设计 √

电磁场理论与电磁波课

程设计
√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

集成电路原理课程设计 √ √

光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

设计
√

认识实习 √ √

毕业实习 √ √
毕业论文 √ √

四、专业特色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以集成电路为核心，涉及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半导体器件的设计、制造及测试，是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核心，是

国家急需及优先发展的学科。该专业与电路与系统、通信与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物理电子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材料科学

与工程、自动控制以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多个学科密切相关。主要研究半导体物理与器件、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技术、系统芯片技

术、电路组件与系统以及微机电系统等。该专业已在工业、军事、交通、能源、通讯、生物医疗及科学研究等众多领域具有广泛应用。

本专业以教授、青年博士为主组成了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科研力量雄厚，实验条件完善，具有培养本专业本科学生并在相关领域进

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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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干学科

物理学、电子科学与技术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电路分析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原子物理与量子力学，固体物理，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微电子学实验，

半导体物理，半导体器件物理，半导体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集成电路工艺设计，半导体光电器件工艺，光电子技术，单片机原理及

应用，C语言程序设计。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0 8 25.5 17 20 13.5+11 25 25+15

要求学时 25周+2472 800 128 432 288 352 472 25周 25周+480
学分占比 100% 25% 5% 16% 11% 12% 15% 16% 25.0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微电子科学与工程领域必须的较宽的技术基础理论知识；获得较好的微电子材料、器件及集成电路系统分析、设计、

开发方面的实践动手能力训练；熟悉本专业领域内 1-2个专业方向或有关方面的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应用前景、发展趋势以及信

息产业发展的状况；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0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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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Databas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5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

1 16 1 考查 B111302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09

小计 40.0 608 32 160 9 12.5 8 7.5 2.5 0.5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5.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工程数学Ⅰ

（Engineering mathematicsⅠ）
5 80 5 考试 B113601

与光电

打通，代

码相同

工程数学Ⅱ

（Engineering mathematicsⅡ）
6 96 6 考试 B113602

与光电

打通，代

码相同

线性代数Ⅰ

（Linear AlgebraⅠ）
3 48 3 考试 B113121

普通物理 A
（General Physics A）

4 64 4 考试 B113901

普通物理 B
（General Physics B）

3 48 3 考试 B1139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
3 48 3 考试 B113123

普通物理实验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1.5 48 1.5 考试 B113605

与光电

打通，代

码相同

小计 25.5 384 48 8 13 4.5

158
158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7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C语言程序设计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4 56 16 4 考试 B118601

与光电打

通，代码

同

工程制图

（Graphing of Engineer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数学物理方法

（Method of Mathematical Physics）
3.5 56 3.5 考试 B118602

与光电打

通，代码

同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Statistical Physics）
2.5 40 2.5 考试 B118905

数学建模

(Mathematical Modeling )
3 48 3 考试 B118320

原子物理与量子力学

（Atomic Physics & Quantum Mechanics）
4 64 4 考试 B118906

固体物理

（Solid-state Physics）
3 48 3 考试

B118903，
不能变代

码

与光电打

通，用我

们代码

小计 23 352 32 4 10 3
每学期最

低学分要

求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电路分析原理

（Principles of Circuit Analysis）
4 64 4 考试 B114907

与电子打

通，模块

与代码不

同

模拟电子技术

（Analog Electronic Technology）
3 48 3 考试 B114310

与电子打

通

电磁场与电磁波

（Electromagnetic Field and Waves）
2.5 40 2.5 考试 B114908

数字电路

（Digital Circuit）
3 40 16 3 考试 B114604

与光电打

通，代码

同

半导体物理

（Semiconductor Physics）
3.5 56 3.5 考试 B114909

半导体器件物理

（Semiconductor Device and Physics）
2.5 40 2.5 考试 B114910

微电子学实验

（Microelectronic Experiments）
1.5 48 1.5 考试 B114911

小计 20 288 64 4 5.5 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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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3.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大

规模

集成

电路）

嵌入式操作系统

（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2.5 32 16 2.5 考试 B115322

与电子打

通，同模

块，编码

同

集成电路原理

（Principle of Semiconductor Integrated
Circuits ）

2.5 40 2.5 考试 B115912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MCU: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3.5 48 16 3.5 考试 B115717

与电子打

通，同模

块，同编

码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Design of Analog Circuits）
2.5 32 16 2.5 考试 B115913

数字集成电路设计

（Design of Digital Circuits）
2.5 32 16 2.5 考试 B115914

小计 13.5 184 32 32 6 5 2.5

方向

二（半

导体

光电

器件）

微电子材料

（Microelectronic Materials）
3 40 16 3 考试 B115915

光电子技术

(Photoelectronic Techniques)
3.5 48 16 3.5 考试 B115916

微电子工艺原理

（Technical principle of Microelectronics）
3.5 48 16 3.5 考试 B115917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MCU: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3.5 48 16 3.5 考试 B115717

与电子打

通，同模

块，同编

码

小计 13.5 184 64 6.5 3.5 3.5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电子线路 CAD技术

（Electronic Circuit CAD Technology）
3 32 32 3 考试 B116918

信号与系统

（Signals & Systems)
3.5 48 16 3.5 考试 B116919

与电子打

通，模块

不同，编

码不同。

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2 32 2 考试 B116920

微电子封装技术

（Microelectronic Packaging Technology）
3 32 32 3 考试 B116921

集成电路可靠性测试

（Integrated Circuit Reliability Testing）
2 24 16 2 考试 B116922

微机电系统

（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
2 32 2 考试 B116923

半导体制造工艺及设备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and Equipment）

3 40 16 3 考试 B116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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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光电子综合实验

（Semiconductor Optoelectronic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2 16 32 2 考试 B116925

光电子器件设计、建模与仿真

（Optoelectronic Devicedesign,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3 32 32 3 考试 B116926

学科前沿讲座

（Lectures on Frontiersof the Discipline）
1 16 1 考察 B116927

小计 24.5 304 80 96 3 2 5 1
每学期最

低学分要

求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Charitable Labo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Safety Instruc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电路分析原理课程设计

（Curriculum Design of Circuit Analysis） 2 2 2 考查 B117928

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设计

（Curriculum Design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 and
Microwave）

1 1 1 考查 B117929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Curriculum Design of oject of Analog Electronics） 1 1 1 考查 B117336 与电子打

通

集成电路原理课程设计

（Curriculum Design of IC） 2 2 2 考查 B117930

光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Curriculum Design of Optoelectronic Device） 2 2 2 考查 B117931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设计

(Curriculum Design of MCU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

1 1 1 考查 B117932

已经有实

验了，还

弄课程设

计吗

认识实习

(Cognition Exercitation) 1 1 1 考查 B117933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5 5 5 考查 B117934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Paper） 10 14 10 考查 B117935

小计 27 31 2 2 2 1 2 1 15
每学期最

低学分要

求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工科数学

工科数学是理、工、管等相关专业的第一基础课，特别是对物理类

各专业，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它是为培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

要的高质量专门人才服务的。课程的学习情况事关学生后继课程的学

习，事关学生学习目标的确定以及学生未来的走向。在这一课程学习结

束后，学生才能进入各相关课程的学习阶段。高等数学是四年大学学习

开始必须学好的基础理论课程。课程的基础性、理论性强，与相关课程

的学习联系紧密，是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统考科目，关系到学生综

合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学习情况直接关系到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

该课程为基础课程，为以后的普通

物理、线性代数、概率论等课程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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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物理 A

普通物理 A包含力学、热学和光学等基础物理学内容。物理学是研

究物质的基本结构、基本运动形式、相互作用和转化规律的科学。是其

他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以物理学为主要内容的大学物理课程，

是高等学校理工科学生的一门重要基础课，它所阐述的物理学基本概

念、基本思想、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不仅是学生学习后续课程的基础，

而且也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内容。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矢量分析、

微积分等高等数学的知识基础，先修课

程为高等数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
学期。

普通物理 B

普通物理 B包含电学和磁学，是研究电和磁的相互作用现象，及其

规律和应用的物理学分支学科。根据近代物理学的观点，磁的现象是由

运动电荷所产生的，因而在电学的范围内必然不同程度地包含磁学的内

容。电磁学从原来互相独立的两门科学(电学、磁学)发展成为物理学中

一个完整的分支学科，主要是基于两个重要的实验发现，即电流的磁效

应和变化的磁场的电效应。这两个实验现象，加上麦克斯韦关于变化电

场产生磁场的假设，奠定了电磁学的整个理论体系。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矢量分析、

微积分等高等数学的知识基础，先修课

程为高等数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
学期。

普通物理实验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基础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了解常用的物理实验方法，掌握基本物理量的测量方法，掌握实验

室常用仪器的性能，并能够正确使用，并注重加强数字化测量技术和计

算机技术在物理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 3学期。

C语言程序设计

从 20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高等院校开始面向各

个专业的全体大学生开展计算机教育。而 C语言是国内外广泛使用的一

种计算机语言，它以其丰富灵活的控制和数据结构，简洁而高效的语句

表达、清晰的程序结构、良好的移植性、较小的时空开销，已被广泛的

应用于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的开发中。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是微电子科

学与工程专业等非计算机专业的一门基础选修课。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数学物理方法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本科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它是

前导课程《高等数学》的延伸，为后继开设的《电动力学》、《量子力

学》《固体物理》等课程提供必需的数学理论知识和计算工具。本课程

在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专业学生必须掌握它们

的基本内容，否则对后继课的学习将会带来很大困难。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3学期。本课程内容有很深广的

物理背景，实用性很强，学习时，不必

过分地追求一些定理的严格证明、复杂

公式的精确推导，更不能死记硬背，而

应重视其应用技巧和处理方法。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本课程学习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能利用热力

学及系综理论的初步解析与数值方法处理平衡态热力学体系以及统计

物理的问题，较深入地掌握统计物理学的基本概念，系统地理解研究热

现象的微观理论，了解微观物理学对现代科学技术重大影响和各种应

用，为进一步学习凝聚态物理和从事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概率论、普

通物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数学建模

数学建模课程是研究如何将数学方法和计算机知识结合起来用于

解决实际问题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是集经典数学、现代数学和实际问

题为一体的一门新型课程，是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手段和途

径。本课程主要介绍数学建模中的基本建模方法的思想、及求解方法，

重点讲解基于MATLAB 和 Lingo软件的各种建模方法的实现。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原子物理与量子力学

本课程包括原子物理和量子力学两个学科的基础知识。原子物理属

于近代物理学的内容，是关于物质微观结构的一门科学，主要研究原子

内部的结构及其运动规律，包括物质在原子层次内由什么组成，如何作

用，发生什么样的运动形态等相关理论。本部分将从物理实验规律出发，

引入近代物理关于微观世界的重要概念和原理，探讨原子、分子、原子

核及基本粒子的结构和运动规律，及其在现代科学技术上的重大应用。

量子力学是描述微观世界运动规律的基本理论。凡是实际涉及微观粒子

（比如原子、分子、电子等）的各门学科及新兴技术，都必须掌握量子

力学。量子力学也是高等院校物理相关专业的基础理论课，是在普通物

理学的基础上阐述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本部分主要讲授量

子力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数学方法。要求学生熟悉量子理论的物理图

像，掌握基本概念，为后续的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坚实的量子物理基础。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 I、普通物理

（力热光）、数学物理方法；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3学期。

固体物理

固体物理学已在很多领域表现出极其出色的成绩，它是凝聚态物理

的基础知识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继四大力学之后的一门基础且关键的

物理课程。固体物理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固体的结构及组成粒子（原子、

离子、电子等）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运动规律，阐明固体的性能和用途，

尤其以固态电子论和固体的能带理论为核心内容。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

迅猛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延伸，各类微电子器件的生产制造、光电结合产

品的研制、LED 固体照明技术及激光技术的发展等，都需要固体物理相

关知识和理论的支撑。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Ⅰ、普通物理

（力热光）、数学物理方法、原子物理

与量子力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
期。

162
162



电路分析原理

本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理工科学生一门重要的电路基础理论课程，

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本课程设置的目的是：

主要探讨集总电路的基本定律、定理及基本的电路分析计算方法。使学

生在学了电磁学的基础上，通过课堂讲授、课外作业，掌握集总电路的

基本定律和定理及线性的电阻电路、一阶动态电路、交流稳态电路、相

量法、电路的频率响应和三相电路以及具有耦合电感电路的基本分析方

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在掌握电路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

基本分析方法的基础上，为学习后续课程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也

为进一步研究理论打下基础。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复变函数；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模拟电子技术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电子技术方面入门性质的主要专

业必修课，其任务是使学生获得模拟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理论、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比较系统地掌握一些常用电子器件和基本电子电路的工

作原理及分析设计方法，掌握常用电子仪器的使用方法和基本单元电路

的调试方法。这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它的开设可以为

后续相关课程的学习和电子技术在信号处理、功率放大、计算机应用设

计等方面奠定基础。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电路分析原

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电磁场与电磁波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重要基础理论课程。该课程体系

主要涉及电磁基本理论及电磁工程两个方面，电磁基本理论主要研究电

磁场的源与场的关系以及电磁波在空间传播的基本规律，电磁工程主要

讨论电磁波的产生、辐射、传播、电磁干扰、电磁兼容及电磁理论在各

方面的应用等。同时，该课程也是后续课程的理论基础。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

（力热光）、电磁学、数学物理方法；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数字电路

本课程是继模拟电子技术课程后，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在数

字电子技术方面入门性质的技术基础课，是电子技术基础的一个部分，

其目的是使学生熟悉数字电路的基础理论知识，理解基本数字逻辑电路

的工作原理，掌握数字逻辑电路的基本分析和设计方法，具有应用数字

逻辑电路，初步解决数字逻辑问题的能力，为以后学习相关专业课程及

进行电子电路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电路理论、

模拟电路；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半导体物理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的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揭示半导体的主

要基本性质，探讨半导体在热平衡态和非平衡态下所发生的物理过程、

规律以及相关应用。主要内容包括：半导体中的电子能量状态、半导体

电子和空穴的平衡态统计分布、半导体输运、非平衡载流子、PN 结、

金半接触、半导体表面和界面、MOS等。本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能较全面的掌握半导体物理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

本方法，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为学习后续的其他专业

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学好这门课程对了解半导体行业未来的发

展非常重要，也可为将来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先修课程为量子力学、统计物理、

固体物理、电路原理；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半导体器件物理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必修课，是研究集成电路设计和微

电子技术的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半导体物理基础、半

导体器件基本原理和基本设计技能，为学习后续的集成电路原理、CMOS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等课程以及为从事与本专业有关的集成电路设计、制

造等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先修课程为量子力学、统计物理、

固体物理、电路原理；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微电子学实验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的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掌握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相关参数的测量方法以及测量数据的分析

方法，使学生得到基础训练，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独立思考

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结合本专业研究的新动态，着重培养学生科学研究

的方法和思想，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

先修课程普通物理实验、半导体物

理与器件；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嵌入式操作系统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重要专业方向课程，需要学习嵌

入式操作系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工作原理，包括任务管理与调度、同步

互斥与通信、中断和时间管理、内存管理和 I/O管理等，以及学习嵌入

式系统软件的开发模式，任务划分的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

学生进一步巩固已经学过的操作系统和嵌入式技术的重要知识和基本

原理，并进一步提高软件设计开发水平，学以致用，为将来从事计算机

软件开发、嵌入式软件开发打好重要的基础。

先修课程为 C语言程序设计；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集成电路原理

本课程学习半导体集成电路的主要制造工艺、基本元器件的结构和

工作原理；数字集成电路中的组合逻辑电路、时序逻辑电路、存储器、

逻辑功能部件；模拟集成电路中的关键电路和数一模、模一数转换电路。

本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是通过学习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基本组成单元及构

成、设计思想、导线布局、电路结构设计、硬件描述语言 CAD 设计概

况等，使学生基本掌握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法，为日后的相

先修课程为半导体物理、微电子技

术基础、半导体工艺原理；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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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是一门面向应

用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综合性的课程。 本课程是以 MCS-51 单片

机为例介绍单片微型计算机的工作原理，通过学习，使学生获得微机原

理的有关知识和在相应专业领域内应用单片计算机的初步能力。让学生

学习和掌握单片机的系统结构、指令系统、程序设计方法、系统扩展方

法、接口应用技术。

先修课程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

路；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本课程主要学习集成电路基本概念与理论，分析各类模拟集成电

路，并能设计模拟集成电路和数模混合集成电路。理解集成电路的工艺

流程和器件模型，了解集成电路中有源寄生效应和无源寄生效应，掌握

集成电路中的基本单元电路，掌握模拟电路功能和电路性能，掌握模拟

集成电路的版图设计。

先修课程为普通物理、大学计算机

基础、半导体物理与器件、集成电路原

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数字集成电路设计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的一门必修课，通过学习，使学生能掌

握数字 CMOS集成电路的基本原理以及分析与设计方法，了解数字集成

电路发展动态，并初步熟悉数字集成电路的设计流程。

先修课程为普通物理、半导体物理

与器件、电路分析原理、集成电路原理；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微电子材料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是研究半导体材

料、以及光子与电子相互作用、 光能与电能相互转换的一门科学，涉

及量子力学、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等一些基础物理，也关联着半导体

光电子材料及其相关器件，在信息和能源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先修课程为量子力学、固体物理、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光电子技术

本课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的一门专业方向课。半导体光电器件是把

光和电这两种物理量联系起来，使光和电互相转化的新型半导体器件。

即利用半导体的光电效应（或热电效应）制成的器件。光电器件主要有，

利用半导体光敏特性工作的光电导器件，利用半导体光伏打效应工作的

光电池和半导体发光器件等。

先修课程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微电子工艺原理

本课程是微电子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主要讲述制造半导体器件

以及集成电路的工艺原理与工艺加工过程。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围绕现

代集成电路制造的基础工艺， 重点介绍核心工序及关键制造工艺过程

的基本原理，其中包括氧化、扩散、离子注入、薄膜淀积、光刻、刻蚀、

金属化工艺以及工艺集成等内容，使学生对集成电路的制造加工有基本

的了解与掌握。

先修课程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电子线路 CAD技术

本课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热选课程，具有设计性、

应用性较强的特点，它是机电工程师必须掌握的电路设计与分析工具。

掌握它将为后继课程学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电子设计竞赛、专业

论文撰写、电路设计等提供一个良好的应用工具。通过理论学习首先使

学生掌握电路原理图的设计方法与电路原理图元件符号的制作方法。同

时掌握印刷版图的概念、印刷版图的手工设计/全自动/半自动设计的基

本方法，以及印刷版图元件封装的制作方法。

先修课程为计算机文化基础、电路

理论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信号与系统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本课程研究信

号与系统的分析和信号与系统的综合。其中，信号的分析研究信号的描

述方法、基本特征等；系统的分析主要研究系统的模型以及系统的基本

特性；而信号与系统的综合则是在给定要求下设计出所需要的信号或者

系统。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1）在“时间域”及“频率域”下研究时间函数

x(t)及离散序列 x（n）的各种表示方式；（2）在“时间域”及“频率域”
下研究系统特性的各种描述方式；（3）在“时间域”及“频率域”下研究激

励信号通过系统时所获得的响应。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复变函数、

电路分析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
学期。

专业英语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在学生完成基

础的大学英语学习之后，随着模拟电子技术、半导体光电器件原理、半

导体光电材料等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的进一步深入，自然就要接触

专业方面的英文资料，本课程结合电子技术的发展，系统地介绍了微电

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基础知识，使学生能够熟悉并掌握一定量的专业英

语词汇和术语，提高阅读和理解专业英语文献的能力，开阔专业视野。

先修课程为大学英语、模拟电子技

术、半导体光电器件原理、半导体光电

材料；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微电子封装技术

微电子封装技术概括了目前使用的主流封装技术,主要介绍芯片的

第一､二级封装,注重内容的系统性和实用性｡从微电子封装的发展历程

和微电子封装的建模与仿真开始，依次介绍了微电子封装的热管理模

型，微电子封装的协同设计及仿真自动化，微电子封装热、结构建模中

的基本问题，微电子封装模型、设计参数与疲劳寿命，微电子封装组装

过程的建模，微电子封装可靠性与测试建模，高级建模与仿真技术等电

子封装领域的前沿问题。在体系上力求合理、完整，并由浅入深地阐述

先修课程为工程制图、电路分析原

理、模拟电子技术；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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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技术的各个领域；在内容上接近于封装行业的实际生产技术。通过

学习能较容易地认识封装行业，理解封装技术和工艺流程，了解先进封

装技术的建模与仿真。

集成电路可靠性测试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专业任选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学生应当掌握集成电路测试技术的基础知识，为后续课程学习打好

基础。本课程系统地介绍了数字系统测试和故障诊断技术的理论和技

术，其中重点介绍测试向量的生成技术和方法以及测试向量的优化技

术；数字系统可测性设计的基本概念和相关技术，其中对边界扫描设计

的原理和有关标准 IEEE 1149.1进行较详细的叙述。

先修课程集成电路；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微机电系统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专业任选课程。微机电系统技术

是一门融合了微电子、微机械、微流体、微光学、微生物学等多种现代

信息技术的新兴、交叉学科，它的发展已经对 21世纪的人类生产和生

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并在未来高科技竞争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本

课程讲授微器件的设计、制造、工艺、测试及基础理论等方面的内容，

本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MEMS的发展历程、MEMS理论基础、MEMS 基

本工艺设计、MEMS设计基础，典型微器件与微系统和微测试技术。此

为微机电系统的入门知识及基础理论。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普通物理、

固体物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半导体制造工艺及设备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专业任选课程。半导体制造工艺

是是发展电子计算机、宇航、通讯、工业自动化和家用电器等电子技术

的基础。本课程对半导体制造工艺做了详细的介绍，除了 40 学时的课

堂讲授之外，还有 16学时的实验训练。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初

步掌握现代半导体制造工艺，为培养新型的微电子技术人才打下良好基

础。

先修课程为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半

导体光电材料、半导体光电器件原理、

普通物理实验；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半导体光电子综合实验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专业任选课程。通过 32学时的

实验训练，要求学生对目前光电子学的前沿内容有一定的了解；掌握光

电检测过程中常用的光源和各种性能的探测器；掌握光敏电阻、光电二

极管、光电三极管、光电倍增管、光电开关、光电耦合器件等常用器件

特性参数和用法；为进一步学习微电子科学知识打好基础。

先修课程为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半

导体光电材料、半导体光电器件原理、

普通物理实验；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光电子器件设计、建模与

仿真

本课程是一门设计性、应用性较强的课程，系统介绍半导体光电子

器件设计中的物理模型和数值分析方法，描述光电子器件各相关物理过

程的主导方程的推导和解释；方程的数值求解技术在器件仿真中的运

用；并结合光电子器件通过建模和求解技术对其进行设计与仿真。 以

Silvaco TCAD 软件为例， 仿真半导体器件的电学、 光学和行为，分

析二维或三维器件的直流、交流和时域响应以及光/电、电/光转换等特

性，研究器件在电路中的行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半导体光

电子器件的设计方法，包括半导体激光器、电吸收调制器、半导体光放

大器、超辐射发光二极管。

先修课程为《计算机文化基础》、

《电子技术》、《C语言》；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学期。

学科前沿讲座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在学生完成相

关专业课基础之上，介绍微电子学、集成电路系统等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专业及其相关行业内现今流行的和具有前瞻性的前沿技术。本课程是未

来高技术更新换代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学科前沿知识的了解无

疑让学生们能更贴近技术发展前沿，对创新价值体现更突出，也基本实

现了教育与时俱进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能够从各项技术中，放

大性地了解整个方向领域的大概，从而发现自身兴趣所在，确定以后的

研究方向。

先修课程为普通物理、半导体物理

与器件；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计算机实验

通过本课程属于集中实践环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鼠标和键

盘的使用及正确的操作指法，熟悉Win7界面并能简单的操作。掌握

Wind7文件与文件夹的基本操作，掌握控制面板的设置与任务管理器的

基本操作。掌握文档编辑与排版的基本操作。掌握Word中表格的制作。

掌握工作表的建立、编辑与格式化。掌握 Excel中公式和函数的使用。

掌握 Excel中数据图表化的操作和数据管理的方法。掌握演示文稿的基

本操作与效果设置。掌握演示文稿的效果设置。掌握 IE浏览器的使用方

法。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电路分析原理课程设计

本课程为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等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是与《电路分析

原理》课程相对应的实践教学环节，是从理论向实践过渡的专业课程。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不仅要巩固和加深理解所学的理论知识，更重

要的是训练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学生在理论指导下独立动手组织电路

实验的能力，学会利用计算机辅助分析电路的方法，开发学生的创新与

动手能力，为今后从事电类各专业的学习和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为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

术；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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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设

计

本课程设计是《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的配套实验课。通过实验课

程（环节），使学生加深对《电磁场与电磁波》课程中基本理论和基本

方法的理解；在提高学生学习电磁场与波课程兴趣的同时，培养和提高

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理论知识的工程应用能力，使其获得扎实的理论基础

和较强的适应性；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作风和科学方法、具有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

先修课程为电磁学、高等数学；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是学生学习电子技术十分重要的教学环节

之一，是对学生学习电子技术知识的综合实践训练。通过模拟电子技术

实践教学环节，使学生巩固所学的电子技术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培养综合运用模拟电子技术知识，进行实际模拟电子系统的设计、安装

和调测，以加深对模拟电子电路基本知识的理解，提高综合应用知识的

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电子技术实践技能。

先修课程为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

术；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集成电路原理课程设计

本课程设计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集中实践环节的必修课。通过

本专业课程的有关设计工作，加深学生对课堂上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

进一步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课堂上讲授的理论知识的能力，提高实际动手

能力，为学生后续的毕业设计和将来的实际工作打下良好的实践基础。

以芯片设计为对象，阐述 Top-Down的集成电路设计流程，包括系统结

构划分、功能的语言描述、仿真、综合、版图设计参数提取与规格检查、

静态时序分析等。通过本课程的训练，使学生对集成电路设计的

Top-Down流程有了较完整和深入的认识，能够熟练应用相关的 EDA 实

现工具，培养较好的学习与实践能力。

先修课程为集成电路原理、模拟电

子技术、数字电路；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光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本课程设计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集中实践环节的必修课。通过

本课程设计，使学生进一步巩固半导体光电有关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结

合对已有的量子力学，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的内容，了解半导体中光

子与电子相互作用的基本物理过程及属性，掌握光电子器件相关理论与

器件物理，为光电子器件的研究、设计及应用奠定理论基础。要求学生

根据具体设计题目的要求，综合运用学过的基础理论知识、基本工具、

与设计课题相关的参考资料以及实验室所具备的软硬件环境，进行综合

分析研究。

先修课程为光电子技术、电路分析

原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

设计

本课程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学生的专业必修实践课，是在

理论教学完成之后进行的实践环节。通过让学生设计几个中等难度的单

片机应用系统，使学生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设计电路，程序设计

和调试，进一步巩固本课程的理论知识，掌握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方

法和步骤。提高学生利用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综合其他课程知识，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上机实验的学习和实践，增加学生对单片机

原理及应用的感性认识，使学生利用单片机进行开发应用的技能得到锻

炼和提高。要求学生掌握单片机硬件结构和基本的软件编程方法，获得

利用单片机工具进行产品开发的基本能力。

先修课程为模拟电子技术、单片机

原理及应用；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
期。

认识实习

认识实习是教学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教学环节，其目的是通过实践，

学习有关本专业的实践知识，增强感性认识，以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

此外，也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并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的

能力。通过实习，理论联系实际，巩固和深入理解所学的理论知识，并

为后续课程的学习积累感性知识；了解微电子产品的基本生产工艺过程

中的生产技术技能；了解目前我国相关产业市场实际水平，联系专业培

养目标，树立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高我国微电子产品水平的远大

志向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实践教学必修环节，主要

包括集中实习和分散实习。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经过系统的基础

理论和专业知识学习之后，在进入毕业论文阶段之前，投身于各种实际

生产现场、开发过程和研究工作中，以便了解微电子科学及相关技术在

社会经济、生产与管理中的应用情况；学习实习单位的先进文化和先进

管理经验；开阔视野，巩固和丰富知识结构，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增强合作精神，经受实际的锻炼和考验。使学生经受实际工作和科学研

究的基本训练，学会收集整理信息资料，掌握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

解决科研、开发实际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同时通过实习，也使学生

能够了解社会对人才自身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的要求，正确认识自己、

认识社会，客观地设定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目标。

在学校指导老师和单位指导老师

的双重指导下，达到培养自己的独立工

作能力和专业技能。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8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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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设计）

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是毕业前的最后一门综合性专业必修课，

是实现该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通过毕业设计（论文）这一教

学环节，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对学生进行一次走向工作岗位前的实践训练和本专业技术人

员必备的综合素质训练。

根据学生个人知识结构，和指导教

师沟通确定学生具有一定兴趣的课题。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8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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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与工艺（学术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 工学 专业代码：0813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宽厚扎实的化学工程学科基础，掌握化学工程与工艺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富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能

在化学工程领域继续深造的研究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1.素质要求

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爱国、诚信、守法；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协作精神；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掌握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保护世界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适应科学

和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2.能力要求

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具有较强的获取、加工和应用信息的能力；具备综合运用合成化学相关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进行科研工作的能力；具有熟练运用英语进行听、说、读、写的能力；具有交流、协调和合作的能力。

3.知识要求

系统、扎实地掌握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化化学、分析化学、化学工程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化学工程的知

识体系和发展趋势；掌握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专业基础课程基本内容，初步掌握精细化工和化工安全等化工相关领域课程的基

础知识；掌握英语；掌握基本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和多媒体制作技术，熟练掌握化学化工常用软件使用知识；具备一定的人文和社

会科学知识。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

2.科学素

养

3.社会责

任感

4.现代工

具

5.沟通与

协作

6.化工专

业知识

7.环境与

发展

8.职业规

范

9.工程设

计与开发

10.创新

创业精神

11.终身

学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 √ √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 √ √ √ √

形势与政策 √ √ √ √
大学英语 √ √ √
大学体育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信息检索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

导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

业概论
√ √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
高等数学 √
大学物理 √
大学物理实验 √
无机化学 √ √
无机化学实验 √ √ √
分析化学 √ √
分析化学实验 √ √ √
有机化学 √ √
有机化学实验 √ √ √
物理化学 √ √
物理化学实验 √ √ √
线性代数 √
工程制图 √ √
化工原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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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 √
化工热力学 √ √ √
化学反应工程 √ √ √
化工分离工程 √ √ √
化学工艺学 √ √ √
化工计算与流程模

拟
√ √ √ √ √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 √ √ √ √

化工设计 √ √ √ √ √
化工专业实验 √ √ √
精细有机合成工艺 √ √ √
燃烧与爆炸理论 √ √ √ √ √
安全系统工程 √ √ √ √ √ √ √
危险源辨识与控制 √ √ √ √ √
市场营销 √ √ √
电工学 √ √ √
化工专业英语 √ √ √
现代分离方法与技

术
√ √ √ √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

成
√ √ √ √

生物化工 √ √ √
洁净能源技术 √ √ √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 √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 √ √ √
职业卫生与防护 √ √ √
风险分析与安全评

价
√ √ √

化工安全与环保 √ √ √ √ √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
√ √ √ √

典型化工设备设计 √ √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 √ √
化工过程安全 √ √ √ √ √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

应用
√ √ √

绿色化学 √ √ √
材料化学基础 II √ √
知识产权实务 √ √ √ √
环境化学 √ √ √ √
学科前沿讲座 √ √ √
高级无机化学 √ √
高级分析化学 √ √
高级有机化学 √ √
高级物理化学 √ √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
公益劳动 √ √
安全教育 √ √
社会实践 √ √ √ √ √
工程训练 √ √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 √ √
化工综合实验 √ √ √ √
化工认识实习 √ √ √ √
化工毕业设计(论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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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特色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设立于 1998年，是我校建设较早的本科专业之一。2011年化学工程与技术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硕士学

位一级学科授予权，2012年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成为山东省首批应用型特色名校立项建设的专业群成员之一。根据我校的培养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定位，在坚持“夯实基础、拓宽口径、增强能力、提高素质”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本专业在注重夯实化

学工程与工艺的基础知识的前提下，结合我省化工行业特点，突出培养有机化工方向的创新、创业人才。

五、主干学科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化学反应工程、化学工艺学、化工分离工程、

化工计算与流程模拟、化工设计、化工制图与 AutoCAD、精细有机合成工艺、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说明：含主要专业实验）无机化学实验（1.75学分/56学时）、分析化学实验（0.75学分/24学时）、有

机化学实验（2.0学分/64学时）、物理化学实验（2.0学分/64学时）、化工原理实验（0.75学分/24学时）、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1.0学分/1周）、化工专业实验（2.5学分/80学时）、化工综合实验（3.0学分/3周）、化工认识实习（2.0学分/2周）、化工毕

业设计(论文)（15学分/27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修

课

通识教育

选修课

学科（专

业）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

业）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

课

集中性实

践环节

总实践环

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9 15 12 19 25 48.5

要求学时
2416+35

周
840 128 696 240 208 304 35周 752+35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0% 5.000% 24.375% 9.375% 7.500% 11.875% 15.625% 30.312%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系统、扎实地掌握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化化学、分析化学、化学工程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化

学工程的知识体系和发展趋势；掌握化工装置与设备设计方法，掌握化工过程模拟优化方法，具有对现有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模

拟优化、革新改造的基本能力；熟悉国家对于化工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知识、政策和法规；具有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理

论知识和技能，从事化工及其相关领域工程设计、生产技术管理和技术革新的能力，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

际视野和创新意识。（说明：毕业要求应能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以及专业认证相关要求。）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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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Multi-media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6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410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 632 48 16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

修课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大学物理Ⅱ
（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Ⅱ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Ⅱ）

1 32 1 考查 B11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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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 I（1）
（Inorganic Chemistry I
（Volume 1））

3 48 3 考试 B043021

无机化学 I（2）（Inorganic
Chemistry I（Volume 2））

3 48 3 考试 B043022

无机化学实验Ⅰ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I）

0.75 24 0.75 考查 B043003

分析化学
（Analytical Chemistry） 3 48 3 考试 B043004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75 24 0.75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Ⅰ（1）
（Organic Chemistry I
（Volume 1））

3 48 3 考试 B043006

有机化学Ⅰ（2）
（Organic Chemistry I
（Volume 2））

3 48 3 考试 B043007

有机化学实验Ⅰ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I）

1 32 1 考查 B043008

物理化学Ⅰ（1）
（Physical Chemistry I
（Volume 1））

3 48 3 考试 B043009

物理化学Ⅰ（2）
（Physical Chemistry I
（Volume 2））

3 48 3 考试 B043012

物理化学实验Ⅰ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I）

1 32 1 考查 B043011

小计 39 552 144 8.75 10.75 8 11.5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线性代数Ⅱ
（Linear algebraⅡ）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无机化学实验Ⅱ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Ⅱ）

1 32 1 考查 B048001

有机化学实验Ⅱ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Ⅱ）

1 32 1 考查 B048002

物理化学实验Ⅱ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Ⅱ）

1 32 1 考查 B048003

化工原理Ⅱ（上）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Ⅱ（Volume
1））

3.5 48 8 3.5 考试 B048030

化工原理Ⅱ（下）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Ⅱ（Volume
2））

3 40 16 3 考试 B04803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Ⅱ）

2.5 40 2.5 考试 B118124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Chemical Meters and
Automation）

2.5 32 8 2.5 考试 B028102

小计 20 240 128 16 1 5.5 8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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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化工热力学 I（Chemical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I）

2.5 40 2.5 考试 B044201

化学反应工程 I
（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I）

2.5 40 2.5 考试 B044202

化工分离工程 I
（Chemical Separation
Engineering I）

2.5 40 2.5 考试 B044203

化学工艺学

（Chemical Technology） 2.5 40 2.5 考试 B044204

化工计算与流程模拟

（Chemical Engineering
Calculation and Process
Simulation）

2 16 32 2 考试 B044205

小计 12 176 32 5 7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一

（化学

工艺）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Chemical Engineering
Cartography and Auto CAD
I）

2.5 24 16 16 2.5 考查 B045201

化工设计

（Chemical Process Design）
2 24 8 2 考试 B045202

化工专业实验

（Special Experiment for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2.5 80 2.5 考查 B045205

反应工程

12，化工

热力学

12，分离

工程 12；
化学工艺

学 12；化

工安全 32
精细有机合成工艺

（Fine Organic Synthesis
Processing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45207

小计 9 80 80 24 16 2.5 6.5

方向二

（化工

安全）

燃烧与爆炸理论

（Theory for Prevention of
Combustion and Explosion
Disasters）

2 32 2 考试 B045209

安全系统工程

（Safety System
Engineering）

2.5 40 2.5 考试 B045210

危险源辨识与控制

（Hazards on Discerniblile
and Control）

2 32 2 考试 B045211

化工专业实验

（Special Experiment for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2.5 80 2.5 考查 B045205

反应工程

12，化工

热力学

12，分离

工程 12；
化学工艺

学 12；化

工安全 32
小计 9 96 80 4.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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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市场营销

（Marketing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6231

电工学 II
（Electrical Engineering）

3 40 8 3 考试 B026431

化工专业英语（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46201

现代分离方法与技术

（Modern Separation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46202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

（Analysis and
Comprehensiv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cess）

2 32 2 考试 B046203

生物化工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2 32 2 考查 B046204

洁净能源技术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462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Polymer Chemistry and
Physics）

2 32 2 考试 B046206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

（Safe Technology of
Pressure Vessel）

2.5 32 16 2.5 考试 B046220

职业卫生与防护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Protection）

2 32 2 考试 B046208

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

（Risk Analysis and Safety
Assessment）

2 32 2 考查 B046217

化工安全与环保

（Chemical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 32 2 考试 B046210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Safety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2 32 2 考试 B046211

典型化工设备设计 II
（Design of Typical
Chemical Process Equipment
II）

2 24 16 2 考查 B046212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 II
（Fundamental Chemical
Process Equipment II）

2.5 32 16 2.5 考试 B046213

化工过程安全 II
（Chemical Process Safety
II）

2 32 2 考试 B046214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in
Chemistry）

2 24 16 2 考试 B046101

绿色化学

（Green 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46103

材料化学基础 II
（Base of Materials
Chemistry II）

2 32 2 考试 B04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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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实务

（Practi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16 32 2 考试 B046102

环境化学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46404

学科前沿讲座

（Frontier Lectures in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2 32 2 考查 B046001

高级无机化学

（Advanced Inorganic
Chemistry）

3 48 3 考查 B046002

高级分析化学

（Advanced Analytical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7

高级有机化学

（Advanced Organic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3

高级物理化学

（Advanced Physical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4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

（Principles of Unit
Operation）

2 32 2 考查 B046005

小计 57 856 8 16 80 3 2 20.5 20.5 11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Practice） 2 2周 2 考查 B017102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Design of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1 1周 1 考查 B047001

化工综合实验

（Chemical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3 3周 3 考查 B047201

化工认识实习Ⅰ

（Cognition Practice I） 2 2周 2 考查 B047210

化工毕业设计(论文)Ⅰ(1)
（Graduation Project/Paper I
（Volume 1））

5 9周 5 考查 B047211

化工毕业设计(论文)Ⅰ(2)
（Graduation Project/Paper I
（Volume 1））

10 18周 10 考查 B047212

小计 25 35周 2 2 2 1 3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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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化工原理 II

化工原理是一门关于化学加工过程的技术基础课，它为过程

工业（包括化工、轻工、医药、食品、环境、材料、冶金等

工业部门）提供科学基础，对化工及相近学科的发展起支撑

作用。化工原理课程主要研究化工生产中单元操作的基本原

理及其设备的设计、操作与调节，以传递过程原理和研究方

法论为主线，研究各个物理加工过程的基本规律，典型设备

的设计方法，过程的操作和调节原理。化工原理课程教学包

括理论课教学、实验课教学和课程设计三个环节。

本课程以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物理化学、工程制图

为先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

业概论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课程是为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的大学一年级新生设置的一门通识教育课，本课程分为两大

部分，分别为“科技发展”和“学科专业介绍”，其讲课形式为

系列讲座，在“科技发展”部分主要介绍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特点和发展趋势，同时选取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几个高新技术

领域，介绍他们的发展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对未来世界的影

响，使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状有一个

大致的了解。在“学科专业介绍”部分主要讲解化学工程专业

的发展历史、介绍主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介绍现

代化工技术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介绍化学工业对国民经

济和生活的重要性，通过本部分的学习使新入学的学生对化

学工程专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增强他们今后学习的兴趣和

积极性，为今后学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化工热力学 I

本课程系统地讲授将热力学原理应用于化学工程技术领域的

研究方法。它以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为基础，研究化工过

程中各种能量的相互转化及有效利用，阐述各种物理和化学

变化过程达到平衡的理论极限、条件和状态；运用经典热力

学的原理，结合反映系统特征的模型，对工业过程（特别是

化工过程）中涉及的物系的热力学性质和其它化工物性进行

关联和推算。

物理化学是化工热力学的基础，学习本课程还需要高

等数学、计算机语言、化工原理等课程的有关知识。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化学反应工程 I

《化学反应工程》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一门必修的专业

课，本课程的研究对象是化学反应过程和反应器，因此我们

向学生强调本课程是“反应工艺开发之斧，反应设备设计之

模，反应过程放大之桥”，广泛地应用了化工热力学、化学

动力学、流体力学、传热、传质以及生产工艺、经济学等方

面的理论知识和经验，本课程根据化学工业的生产特点，以

动力学为基础，主要以四类主要的反应器及其设计过程进行

讲解，使学生对化工生产中常用的反应器有一个深层次的了

解。该课程培养学生应用基础理论知识和所学的专业知识，

进行反应器的设计。优化和工艺参数的选择，并能分析和解

决化工生产中的有关问题，适应科研、设计和生产实践等方

面的需要。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工热力

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化工分离工程 I

主要讲授多组分复杂体系的分离和提纯技术，包括精馏、气

体吸收、萃取、吸附、结晶、膜分离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

学时，学生可以了解和掌握各种分离过程的基本理论、特

性、简捷和严格计算方法以及分离过程的改进提高方法,了
解新型分离技术和方法。

本课程是在学习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化学反应工

程等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化学工艺学

化学工艺学是一门研究综合利用各种原料生产化工产品的原

理、方法、流程和设备的学科。主要内容包括化学工业概况

和化学工艺有关基本概念的介绍；化工原料资源及其加工利

用途径；按照化学反应过程分类讲述化工基础原料和产品的

典型生产过程。本课程讲述的主要反应过程有烃类热裂解、

芳烃转化、合成气的生产、加氢过程、脱氢过程和烃类选择

性氧化等。每一个反应过程均介绍典型产品的生产原理、催

化剂的选择和使用、选定工艺条件的依据、工艺流程的组织

以及各类反应设备的结构特点等。此外，还介绍了近年来化

学工艺及相关领域的新成就和未来发展趋势。

化学工艺学以物理化学、化工热力学和化工原理等课

程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化工计算与流程模

拟

化工计算是工厂或车间设计由定性规划转入定量计算的第一

步;而且对现有生产流程的经济性和存在问题进行评价也是

必不可少的。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使用流程模拟软件

AspenOne软件进行流程模拟计算和设备的设计计算，为以

后毕业设计和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本课程将在学习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化学反应工

程、化工分离过程等课程理论基础上，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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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化工制图部分：系统地阐述“化工设备图”和“化工工艺图”这
两类典型的化工工程图的图示知识及相关标准。在“化工设

备图”部分重点介绍化工设备的构成、结构特点及其表达特

点，绘制化工设备图的基本规定，化工设备图的绘制和阅

读；在“化工工艺图”部分重点介绍化工工艺图、设备布置图

和管道布置图的特点、绘图和读图方法。Auto CAD部分：

介绍 Auto CAD基础知识、基本操作方法和应用（直线、多

段线、多边形、圆、椭圆、椭圆弧、选择图形、放弃和重

做、删除和恢复、复制、镜像、移动、旋转、比例缩放、拉

伸、拉长、修剪和延伸、打断图形、倒角和圆角、线型选

择、线型宽度、线型颜色、分解对象、捕捉和格栅、对象捕

捉、图案填充、尺寸标注、文本标注、图形打印等）。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工程制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或 6学期。

化工设计

本课程以车间(装置)工艺设计为重点，介绍了目前国内外通

用的化工设计的原则、方法、设计程序和技巧。课程主要内

容有：化工厂设计的内容和程序；工艺流程的设计；物料衡

算和热量衡算；设备的工艺设计；车间布置设计；管道布置

设计；非工艺专业；工程设计概算及技术经济。此外，本课

程还介绍了化工设备图与各种化工工艺图的绘制与阅读方

法，以及常用计算机软件(Aspen Plus、Pd max等流程模拟和

三维工厂设计软件)在化工设计计算与绘图中的应用。通过

学习本课程，学生能够较全面地了解化工生产车间 (装置)设
计的内容、步骤和方法，并初步具备化工生产工艺设计能

力。

《化工设计》以《工程制图》、《化工原理》、《化

工设备机械基础》及《化工仪表及自动化》等课程的

基本理论为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精细有机合成工艺

本课程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程，开课

时间为第六学期，总学时 32学时。本课程的目的是介绍精

细化工行业的概况，讲解精细有机合成的基本理论及工艺学

基础；重点讲解精细有机合成单元反应的分类、主要反应历

程；详细解析各单元反应的合成工艺及基本精细有机物的合

成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精细化工合成

在化工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掌握精细有机合成单元反应的有

关基础知识；通晓精细化学品合成的过程及工艺条件。最终

能够达到使学生具备针对化合物的结构而设计相应合成路线

的能力，为学生的后续课程学习和生产实习环节打下基础。

学习该课程的学生需要具备必要的无机化学、分析化

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和化工原理等专业基础知

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燃烧与爆炸理论

《燃烧与爆炸理论》涉及了燃烧、爆炸的基本原理，着重论

述燃烧爆炸危险性物质及其特性、燃烧爆炸事故后果分析，

对实际生产有一定的指导作用。通过课程学习，系统深入地

掌握燃烧与爆炸基础理论以及有关工程技术，把握本专业领

域的最新成果和研究动向，使学生获得必需的专业技能锻

炼，使有关的专业技术知识得以充实与提高。

本课程以普通化学、大学物理、物理化学、化工原

理、化工工艺及过程、化工热力学、高等数学等为预

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安全系统工程

安全系统工程，是指在系统思想指导下，运用先进的系统工

程的理论和方法，对安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评价，建

立综合集成的安全防控系统并使之持续有效运行．简言之，

就是在系统思想指导下，自觉运用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进

行的安全工作的总体。通过课程学习，从系统工程的角度，

深入地掌握各种系统危险分析方法及其在安全工程的应用，

掌握过程系统安全评价的方法。使学生获得必需的专业技能

锻炼，有关的专业技术知识得以充实与提高。

《高等数学》、《概率论》是本课程的基础，同时本

课程又是《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和《化工过程安

全》等化工安全课程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
期。

危险源辨识与控制

本课程通过课堂教学，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危险源定义、分

类、危险评价的目的、内容、类型、一般程序及原则、标准

和方法。重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

生对重大危险源生产，储存，使用现场实际工程评价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安全系统工程、燃烧与爆炸理

论、化工原理、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等。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化工专业英语

本课程内容由化学过程工业概述、化学工艺简述和化学工程

学科主要领域三部分组成。化学工业概述包括化学工业概

况、现代化工发展过程等内容；化学工艺简述部分主要介绍

基本化工工艺过程；化学工程学科主要领域主要介绍传递过

程、化工热力学基本概念、典型化工单元操作和化学反应工

程。课文皆选自英文原版教材、专业期刊、科技报告和专

著。课程特点是语言教学与专业知识密切结合。在课程教学

中着重讲授化工专业英语的表达、写作和翻译技巧。重点要

求学生掌握常用专业词汇及专业术语，熟悉和掌握专业英语

表达方式。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进一步提高英语水

平，具备以英语为工具获取化工专业资料的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大学英语及化工专业基础课。学

生应在完成公共英语的学习并掌握“化工原理”、“化工

热力学”等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学习本课程。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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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分离方法与技

术

本课程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及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课。本

课程以工程应用为背景，以分离科学与技术的基本原理为主

导，在本科学习化工原理、化工分离过程的基础上，主要讲

述分离技术的最新发展内容：特殊萃取（超临界流体萃取、

反胶团萃取、双水相萃取、膜萃取）、膜分离（电渗析、超

滤、微滤和反渗透、纳滤、渗透汽化、气体膜分离）、特殊

精馏（共沸精馏、萃取精馏、反应精馏）、吸附与离子交换

（吸附分离、离子交换、色谱分离）等内容。

本课程是在学习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化学反应工

程、化工分离工程等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学期。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

成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一门专业

课，是化工系统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本课程目的是在学生

完成高等数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分离工

程等课程学习的基础上， 能够应用系统工程的观点和方法

来研究化工过程的开发、设计、最优操作和最优控制，应用

化工过程模拟和优化方法开发新型化工过程和改造现有工厂

技术。主要教学内容有：化工过程系统模拟与分析的基本概

念与原理；建立化工单元操作与过程系统数学模型的方法及

流程模拟的基本技能；过程系统综合与能量集成的基础知识

与策略。

本课程是在学完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

化学反应工程及传递过程原理的基础上讲授，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生物化工

《生物化工》是生物学、化学、工程学等多学科组成的交叉

学科，研究有生物体或生物活性物质参与的过程中的基本理

论和工程技术，在生物技术产业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生物化工》课程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选修课，先修课程

主要有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化工原理等，是一门以生物

学、化学和工程学等多学科为基础的交叉学科，它以生物化

学和微生物学为基础，课程从多角度向学生全方位介绍现代

生物技术的概念、原理、研究广泛和应用实例，内容涉及基

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和生化工程等，它的

内容体现原理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内容具有全、新的特

点。

《生物化工》是在学生学习各门先修课程的基础上开

设的专业选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洁净能源技术

《洁净能源技术》课程是集各种新能源技术、环境保护和能

源危机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课程。使学生了解新能源利用技

术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结合自己专业知识理解原

理、技术、工艺流程；在学习的同时，对学生进行环境保

护、能源危机的教育，传播科学的发展理念，增强学生的环

保、节能和利用新能源的意识；开阔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

学习的兴趣。

其先修课程有《物理化学》、《分析化学》等，这些

课程都是本课程学习的基础前提。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课程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教学计划

中设置的一门以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为基础的专业基础课，

本课程分为两大部分，分别为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根

据课程所设定的学时数，本课程主要讲解高分子化学的内

容。高分子化学主要讲述高分子的基本概念、高分子化合物

合成的基本原理及控制聚合物反应速率和分子量的方法、高

分子化学反应的特征以及聚合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具有高分子材料领域的基本知识，掌握基本的高分子材料

的基本概念、合成原理、聚合方法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

理论，为以后从事高分子材料领域的工作奠定专业理论基

础。

本课程与有机化学、物理化学联系较为密切，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

本课程以压力容器等类似设备为主线，介绍压力容器的基本

知识，安全工作的基本概念及安全附件，以及容器失效的概

念和形式。使学生掌握压力容器的在设计、制造、运行和检

验等各个环节所应采取的对策和具体措施，做好压力容器安

全技术工作。

化工过程安全、化工设备机械基础等是本课程的基

础，该课程是后续课程《工厂设计》、《化工过程安

全》、《安全管理学》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职业卫生与防护

本课程以保障职业劳动者健康，促进生产安全为目标，结合

高级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和高等学校教学的特点，讲述职业

卫生和职业病的基本概念、职业劳动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

毒物及毒作用机理和职业中毒、粉尘及其职业危害、物理因

素职业危害、职业性癌变和职业性传染病、职业性有害因素

的评价和检测、职业卫生应急处理、职业卫生个体防护和管

理技术以及主要生产行业的职业危害等内容。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风险分析与安全评

价

本课程是以实现系统安全为目的，应用安全系统工程原理和

方法，对系统中存在的危险因素、有害因素进行辨识与分

析，判断系统发生事故和职业危害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
从而为制定防范措施和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一门课程。通

过学习该课程，学生可以了解安全评价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安全系统工程、燃烧与爆炸理论

以及化工原理，本课程重在对前期安全分析方法的应

用，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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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安全管理意识，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掌握基本的危险性

评价与控制技术，建立本质化安全的思想理念，对其未来的

工作乃至职业生涯产生深远的影响。

化工安全与环保

《化工安全与环保》课程是根据现代化工生产的特点，结合

典型实例，系统而又简明地讲述化工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安

全生产技术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在化工环境保护部分，

重点论述化工污染的产生与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环境保

护和环境标准、化工三废（废水、废气、废渣）的治理、清

洁生产和化工可持续发展等。在化工安全部分，重点论述化

学物质的性质、化工工艺及装置的安全措施、化工防火防

爆、防职业中毒、压力容器和化工检修等安全技术。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化工原理、化工分离工程、化工

热力学、化学工艺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全世界化学工业飞速发展，化学品

的生产量和品种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危险化学品在人们的生

产生活中随处可见，关于危险化学品的安全事故频频发生，

这就要求从事化工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掌握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的基础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生活的安全运

行。本课程针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运输、经营中可

能遇到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安全措施和预防措施，介绍了有

关危险化学品的法规知识，危险化学品的基础知识，防火防

爆技术，重大危险源管理与评价，化工单元操作和化学反应

的安全技术，化工机械设备的安全运行与管理，危险化学品

包装、运输、储存、经营的安全管理知识以及职业危害与防

护知识，对危险化学品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提

供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基础理论与工程实践结合紧密。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熟悉我国危险化学品方面的相关法

律、法规及有效的安全管理方法。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分

析化学》、《化工原理》是本课程的基础，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学期。

典型化工设备设计
II

本课程为典型化工设备的设计。主要内容为化学工业常用的

典型设备搅拌器、换热器、塔设备的机械设计及结构设计，

设备中主要零部件的标准及选用，化工设备图的绘制。

《化工原理》、《化工制图》、《化工设备机械基

础》是本课程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
II

本课程包括化工设备常用材料、化工设备设计基础和典型化

工设备三大部分。主要内容为化学工业常用的典型设备的结

构及选型，中低压容器的机械设计，外压容器的稳定性设

计，容器主要零部件的标准及选用。通过课程学习为学生从

事化工设备的设计、使用、管理和维护奠定基础。

《化工原理》是本课程的基础，该课程是后续课程

《工厂设计》、《化学分离工程》、《化学工艺学》

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化工过程安全 II

化工生产潜在诸多不安全因素，现代化工具有的特点又对安

全生产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从事化工生产的专业技术人

员必须学习和掌握相应的化工安全技术的基础知识才能促进

化工行业的安全生产。本课程针对化工生产可能遇到的安全

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介绍了化工安全基础知识、化学品的

危险性、风险辨识、事故后果分析、风险分析与评价、化学

反应过程热危险分析与评价、风险控制、安全仪表系统与功

能安全和事故应急等内容，对化工过程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论述，提供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基础理论与工程实践

结合紧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化工生产中事故发生的

原因，学习防止事故所需的科学技术知识，在以后的工程设

计中、技术开发中、生产管理中，运用这些知识分析、评价

和控制危险，促进化学工业的发展和生产顺利进行。

《化工热力学》、《化工传递过程》、《化工分离工

程》和《化学反应工程》是本课程的基础，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学期。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

应用

随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与传统化学、化工学

科的不断交叉、渗透与整合，现代计算机技术正在化学、

化工专业的科研、生产、教学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计算

机在化学、化工专业的应用已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办公、图形

处理等范围。在化学品开发、反应机理研究、设备设计、过

程控制、工艺优化、辅助教学等领域，计算化学和计算化学

工程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对于化学、化工专业的学生和科

研人员，熟练应用计算机解决学习、科研、工作中面临的

各种问题己成为必备的基本技能。

本课程是在计算机文化基础、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

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化工制图

等课程基础上开设的一门实践提高课。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5学期。

材料化学基础 II

材料科学是本世纪最活跃、最富生命力、最有发展前途的学

科之一。材料化学主要研究材料的制备、组成、结构、表

征、性质和应用。虽然材料化学在国内研究时间较短，但是

它是一门正在蓬勃兴起的学科，发展空间很大。它是一门新

兴的交叉学科，属于现代材料科学、化学和化工领域的重要

分支，是发展众多高科技领域的基础和先导。在新材料的发

现和合成，纳米材料制备和修饰工艺的发展以及表征方法的

革新等领域，材料化学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本课程主要

本课程的学习必须以《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为基础，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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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材料化学的基本理论、材料的化学合成方法及原理、材

料的结构表征、新型结构材料、新型功能材料等。要求学生

掌握材料相关的基础理论，掌握现代材料合成与制备的基本

化学原理与方法，材料结构的表征方法，培养从基本理论出

发进行材料设计、运用理论知识进行材料制备及改性创新的

能力。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是一门关于化学加工过程的技术基础课，

它为过程工业（包括化工、轻工、医药、食品、环境、材

料、冶金等工业部门）提供科学基础，对化工及相近学科的

发展起支撑作用。化工原理课程主要研究化工生产中单元操

作的基本原理及其设备的设计、操作与调节，以传递过程原

理和研究方法论为主线，研究各个物理加工过程的基本规

律，典型设备的设计方法，过程的操作和调节原理。

本课程以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物理化学、化工原理

为先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或 8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1.对于由应用型转学术型学生，可选择专业任选课模块中的高级无机化学、高级分析化学、高级有机化学、高级物理化学课程补

足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模块中的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的学分，满足学术型培养方案的要求方能毕业。

2.对于应用型和学术型互转的学生，不同模块中的相同学时、学分的课程可以学分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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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 工学 专业代码：0813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化学工程与工艺方面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突出的工程实践能力；并接受化工/安全方向

基础知识的学习，接受相关基本技能训练，为能成为优秀的化学工程师奠定知识基础。学生毕业后能胜任化工及相关行业工程设计

和生产及生产技术管理等方面工作，专业对口就业率达 90%以上。

二、培养要求
学生经过本专业学习获得以下知识和能力： 1、综合素质培养要求：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包括正确的政治方向，遵纪守法、

诚信为人，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健全的人格。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掌握一定的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具有较好的人文修养。具有国

际化视野和健康的人际交往意识。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包括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生活习惯。2、综合能力培养要求：

具有良好的自学习惯、有较好的表达交流能力、有一定的计算机及信息技术检索应用能力。具有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

能，从事化工及其相关领域工程设计、生产技术管理和技术革新的能力。3、专业知识培养要求：（1）掌握化学工程、化学工艺专

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2）掌握一定的化工/安全方向专业知识，了解煤化工和石油化工等产业的相关工艺过程和发展动态；

（3）掌握化工装置与设备设计方法，掌握化工过程模拟优化方法，具有对现有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模拟优化、革新改造的基本能

力；（4）熟悉国家对于化工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知识、政策和法规；（5）具有突出的工程实践能力，通过 1年的企业

实训，具备常用化工设备的初级操作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

2.科学素

养

3.社会责

任感

4.现代工

具

5.沟通与

协作

6.化工专

业知识

7.环境与

发展

8.职业规

范

9.工程设

计与开发

10.创新

创业精神

11.终身

学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 √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 √ √ √

形势与政策 √ √ √ √
大学英语 √ √ √
大学体育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信息检索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
高等数学 √
大学物理 √
大学物理实验 √
无机化学 √ √
无机化学实验 √ √ √
分析化学 √ √
分析化学实验 √ √ √
有机化学 √ √
有机化学实验 √ √ √
物理化学 √ √
物理化学实验 √ √ √
线性代数 √
工程制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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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分析 √ √ √
化工原理 √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 √
化工热力学 √ √ √
化学反应工程 √ √ √
化工分离工程 √ √ √
化学工艺学 √ √ √
化工计算与流程模拟 √ √ √ √ √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 √ √ √ √
化工设计 √ √ √ √ √
化工专业实验 √ √ √
精细有机合成工艺 √ √ √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 √ √ √ √ √
燃烧与爆炸理论 √ √ √ √ √
安全系统工程 √ √ √ √ √ √ √
危险源辨识与控制 √ √ √ √ √
市场营销 √ √ √
电工学 √ √ √
化工专业英语 √ √ √
现代分离方法与技术 √ √ √ √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 √ √ √ √
生物化工 √ √ √
洁净能源技术 √ √ √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 √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 √ √ √
职业卫生与防护 √ √ √
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 √ √ √
化工安全与环保 √ √ √ √ √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 √ √ √
典型化工设备设计 √ √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 √ √
化工过程安全 √ √ √ √ √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

用
√ √ √

绿色化学 √ √ √
材料化学基础 II √ √
知识产权实务 √ √ √ √
环境化学 √ √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
公益劳动 √ √
安全教育 √ √
社会实践 √ √ √ √ √
工程训练 √ √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 √ √
化工综合实验 √ √ √ √
化工认识实习 √ √ √ √
化工顶岗实习及毕业

设计（论文）
√ √ √

四、专业特色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设立于 1998年，是我校建设较早的本科专业之一。2011年化学工程与技术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硕士学位

一级学科授予权，2012年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成为山东省首批应用型特色名校立项建设的专业群成员之一。根据我校的培养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定位，在坚持“夯实基础、拓宽口径、增强能力、提高素质”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本专业在注重夯实化学工

程与工艺的基础知识的前提下，结合我省化工行业特点，突出培养有机化工方向的创新、创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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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干学科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化学反应工程、化学工艺学、化工分离工程、化工计

算与流程模拟、化工设计、化工制图与 AutoCAD、精细有机合成工艺、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说明：含主要专业实验）无机化学实验（0.75学分/24学时）、分析化学实验（0.75学分/24学时）、有机

化学实验（1.0学分/32学时）、物理化学实验（1.0学分/32学时）、化工原理实验（0.75学分/24学时）、化工原理课程设计（1.0
学分/1周）、化工专业实验（2.5学分/80学时）、化工综合实验（3.0学分/3周）、化工认识实习（1.0学分/1周）、化工顶岗实习

及毕业设计（论文）（20学分/36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

业）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

业）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6.5 7.5 12 25 29 50.5
要求学时 2360+43周 840 128 664 120 208 400 43周 688+43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0% 5.000% 22.8125% 4.6875% 7.500% 15.625% 18.125% 31.563%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化学工程、化学工艺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化工装置与设备设计方法，掌握化工过程模拟优化方法，具有

对现有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模拟优化、革新改造的基本能力；熟悉国家对于化工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知识、政策和法

规；具有突出的工程实践能力；具有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从事化工及其相关领域工程设计、生产技术管理和技术革

新的能力，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说明：毕业要求应能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以及专业认

证相关要求。）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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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Multi-media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6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410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13 10.5 11 4.5 2 0.5 0.5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

修课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6.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大学物理Ⅱ

（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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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实验Ⅱ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Ⅱ）

1 32 1 考查 B117202

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3 48 3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Ⅲ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0.75 24 0.75 考查 B043017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75 24 0.75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Ⅱ

（Organic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3013

有机化学实验Ⅲ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8

物理化学Ⅱ

（Physical ChemistryⅡ）
3 64 4 考试 B043014

物理化学实验Ⅲ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9

化工原理 I（上）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Volume
1））

3.5 48 8 3.5 考试 B043030

化工原理 I（下）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Volume
2））

3 40 16 3 考查 B043031

小计 36.5 496 168 9.75 8.75 5 10 3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7.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线性代数Ⅱ

（Linear algebraⅡ）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仪器分析 II
（Instrumental Analysis
Ⅱ）

2 24 16 2 考试 B048009

电工学 II
（Electrical Engineering）

3 40 8 3 考试 B02840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Ⅱ）

2.5 40 2.5 考试 B118124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Chemical Meters and
Automation）

2.5 32 8 2.5 考试 B028102

小计 15.5 216 32 16 3 5.5 4.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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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化工热力学 I
（Chemical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I）

2.5 40 2.5 考试 B044201

化学反应工程 I
（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I）

2.5 40 2.5 考试 B044202

化工分离工程 I
（Chemical Separation
Engineering I）

2.5 40 2.5 考试 B044203

化学工艺学

（Chemical Technology）
2.5 40 2.5 考试 B044204

化工计算与流程模拟

（Chemical Engineering
Calculation and Process
Simulation）

2 16 32 2 考试 B044205

小计 12 176 32 5 7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7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一

（化学

工艺）

企业精英大讲堂(1)
（Enterprise Forum (Volume
1））

0.5 4 8 0.5 考查 B045001

企业精英大讲堂(2)
（Enterprise Forum (Volume
2））

0.5 4 8 0.5 考查 B045002

企业精英大讲堂(3)
（Enterprise Forum (Volume
3））

0.5 4 8 0.5 考查 B045003

企业精英大讲堂(4)
（Enterprise Forum (Volume
4））

0.5 4 8 0.5 考查 B045004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Chemical Engineering
Cartography and Auto
CADⅠ）

2.5 24 16 16 2.5 考查 B045201

化工设计

（Chemical Process Design）
2 24 8 2 考试 B045202

典型化工设备设计 I
（Design of Typical Chemical
Process Equipment I）

2 24 16 2 考查 B045203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 I
（Fundamental Chemical
Process Equipment I）

2 32 2 考试 B045204

化工专业实验

（Special Experiment for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2.5 80 2.5 考查 B045205

反应工程

12，化工

热力学

12，分离

工程 12；
化学工艺

学 12；化

工安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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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过程安全 I
（Chemical Process Safety I）

2 32 2 考试 B045206

精细有机合成工艺

（Fine Organic Synthesis
Processing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45207

小计 17 184 80 24 64 0.5 0.5 7 9

方向二

（化工

安全）

企业精英大讲堂(1)
（Enterprise Forum (Volume
1））

0.5 4 8 0.5 考查 B045001

企业精英大讲堂(2)
（Enterprise Forum (Volume
2））

0.5 4 8 0.5 考查 B045002

企业精英大讲堂(3)
（Enterprise Forum (Volume
3））

0.5 4 8 0.5 考查 B045003

企业精英大讲堂(4)
（Enterprise Forum (Volume
4））

0.5 4 8 0.5 考查 B045004

典型化工设备设计 I
（Design of Typical Chemical
Process Equipment I）

2 24 16 2 考查 B045203

化工过程安全 I
（Chemical Process Safety I）

2 32 2 考试 B045206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and Heat
Transfer Theory）

2 32 2 考试 B045208

燃烧与爆炸理论 （Theory
for Prevention of Combustion
and Explosion Disasters）

2 32 2 考试 B045209

安全系统工程

（Safety System Engineering）
2.5 40 2.5 考试 B045210

危险源辨识与控制

（Hazards on Discerniblile and
Control）

2 32 2 考试 B045211

化工专业实验

（Special Experiment for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2.5 80 2.5 考查 B045205

反应工程
12，化工热
力学 12，
分离工程
12；化学工
艺学 12；
化工安全

32
小计 17 208 80 48 0.5 0.5 9 7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市场营销

（Marketing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6231

化工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46201

现代分离方法与技术

（Modern Separation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4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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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

（Analysis and
Comprehensiv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cess）

2 32 2 考试 B046203

生物化工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2 32 2 考查 B046204

洁净能源技术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462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Polymer Chemistry and
Physics）

2 32 2 考试 B046206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

（Safe Technology of
Pressure Vessel）

2.5 32 16 2.5 考试 B046220

职业卫生与防护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Protection）

2 32 2 考试 B046208

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

（Risk Analysis and Safety
Assessment）

2 32 2 考查 B046217

化工安全与环保

（Chemical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 32 2 考试 B046210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Safety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2 32 2 考试 B046211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in
Chemistry）

2 24 16 2 考试 B046101

绿色化学

（Green 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46103

材料化学基础 II
（Base of Materials
Chemistry II）

2 32 2 考试 B046216

知识产权实务

（Practi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16 32 2 考试 B046102

环境化学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46404

小计 34.5 520 16 48 2 14 18.5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Practice）
2 2周 2 考查 B01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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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Design of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1 1周 1 考查 B047001

化工综合实验

（Chemical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3 3周 3 考查 B047201

化工认识实习Ⅱ

（Cognition PracticeⅡ）
1 1周 1 考查 B047202

化工顶岗实习及毕业设计（论

文）(1)
（Post Practice and Graduation
Project/Paper（Volume 1））

10 18周 5 考查 B047214

化工顶岗实习及毕业设计（论

文）(2)
（Post Practice and Graduation
Project/Paper（Volume 2））

10 18周 10 考查 B047215

小计 29 43周 2 2 1 1 3 10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化工原理 I

化工原理是一门关于化学加工过程的技术基础课，它为过程工业（包括化

工、轻工、医药、食品、环境、材料、冶金等工业部门）提供科学基础，

对化工及相近学科的发展起支撑作用。化工原理课程主要研究化工生产中

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及其设备的设计、操作与调节，以传递过程原理和研

究方法论为主线，研究各个物理加工过程的基本规律，典型设备的设计方

法，过程的操作和调节原理。化工原理课程教学包括理论课教学、实验课

教学和课程设计三个环节。

本课程以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物

理化学、工程制图为先修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

业概论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课程是为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大学一年级

新生设置的一门通识教育课，本课程分为两大部分，分别为“科技发展”和
“学科专业介绍”，其讲课形式为系列讲座，在“科技发展”部分主要介绍当

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点和发展趋势，同时选取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几个高新

技术领域，介绍他们的发展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对未来世界的影响，使大

学一年级的新生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学科专

业介绍”部分主要讲解化学工程专业的发展历史、介绍主要的专业基础课程

和专业课程、介绍现代化工技术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介绍化学工业对

国民经济和生活的重要性，通过本部分的学习使新入学的学生对化学工程

专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增强他们今后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为今后学习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化工热力学 I

本课程系统地讲授将热力学原理应用于化学工程技术领域的研究方法。它

以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为基础，研究化工过程中各种能量的相互转化及

有效利用，阐述各种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达到平衡的理论极限、条件和状

态；运用经典热力学的原理，结合反映系统特征的模型，对工业过程（特

别是化工过程）中涉及的物系的热力学性质和其它化工物性进行关联和推

算。

物理化学是化工热力学的基础，学

习本课程还需要高等数学、计算机

语言、化工原理等课程的有关知

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化学反应工程 I

《化学反应工程》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一门必修的专业课，本课程的

研究对象是化学反应过程和反应器，因此我们向学生强调本课程是“反应工

艺开发之斧，反应设备设计之模，反应过程放大之桥”，广泛地应用了化工

热力学、化学动力学、流体力学、传热、传质以及生产工艺、经济学等方

面的理论知识和经验，本课程根据化学工业的生产特点，以动力学为基

础，主要以四类主要的反应器及其设计过程进行讲解，使学生对化工生产

中常用的反应器有一个深层次的了解。该课程培养学生应用基础理论知识

和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反应器的设计。优化和工艺参数的选择，并能分

析和解决化工生产中的有关问题，适应科研、设计和生产实践等方面的需

要。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物理化学、化

工原理、化工热力学。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学期。

化工分离工程 I

主要讲授多组分复杂体系的分离和提纯技术，包括精馏、气体吸收、萃

取、吸附、结晶、膜分离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时，学生可以了解和掌

握各种分离过程的基本理论、特性、简捷和严格计算方法以及分离过程的

改进提高方法,了解新型分离技术和方法。

本课程是在学习化工原理、化工热

力学、化学反应工程等课程的基础

上开设的。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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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艺学

化学工艺学是一门研究综合利用各种原料生产化工产品的原理、方法、流

程和设备的学科。主要内容包括化学工业概况和化学工艺有关基本概念的

介绍；化工原料资源及其加工利用途径；按照化学反应过程分类讲述化工

基础原料和产品的典型生产过程。本课程讲述的主要反应过程有烃类热裂

解、芳烃转化、合成气的生产、加氢过程、脱氢过程和烃类选择性氧化

等。每一个反应过程均介绍典型产品的生产原理、催化剂的选择和使用、

选定工艺条件的依据、工艺流程的组织以及各类反应设备的结构特点等。

此外，还介绍了近年来化学工艺及相关领域的新成就和未来发展趋势。

化学工艺学以物理化学、化工热力

学和化工原理等课程的基本理论为

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化工计算与流程模

拟

化工计算是工厂或车间设计由定性规划转入定量计算的第一步;而且对现有

生产流程的经济性和存在问题进行评价也是必不可少的。本课程旨在使学

生掌握使用流程模拟软件 AspenOne软件进行流程模拟计算和设备的设计

计算，为以后毕业设计和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本课程将在学习化工原理、化工热

力学、化学反应工程、化工分离过

程等课程理论基础上，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化工制图部分：系统地阐述“化工设备图”和“化工工艺图”这两类典型的化

工工程图的图示知识及相关标准。在“化工设备图”部分重点介绍化工设备

的构成、结构特点及其表达特点，绘制化工设备图的基本规定，化工设备

图的绘制和阅读；在“化工工艺图”部分重点介绍化工工艺图、设备布置图

和管道布置图的特点、绘图和读图方法。Auto CAD部分：介绍 Auto CAD
基础知识、基本操作方法和应用（直线、多段线、多边形、圆、椭圆、椭

圆弧、选择图形、放弃和重做、删除和恢复、复制、镜像、移动、旋转、

比例缩放、拉伸、拉长、修剪和延伸、打断图形、倒角和圆角、线型选

择、线型宽度、线型颜色、分解对象、捕捉和格栅、对象捕捉、图案填

充、尺寸标注、文本标注、图形打印等）。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工程制图。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化工设计

本课程以车间(装置)工艺设计为重点，介绍了目前国内外通用的化工设计

的原则、方法、设计程序和技巧。课程主要内容有：化工厂设计的内容和

程序；工艺流程的设计；物料衡算和热量衡算；设备的工艺设计；车间布

置设计；管道布置设计；非工艺专业；工程设计概算及技术经济。此外，

本课程还介绍了化工设备图与各种化工工艺图的绘制与阅读方法，以及常

用计算机软件(Aspen Plus、Pd max等流程模拟和三维工厂设计软件)在化工

设计计算与绘图中的应用。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能够较全面地了解化工

生产车间 (装置)设计的内容、步骤和方法，并初步具备化工生产工艺设计

能力。

《化工设计》以《工程制图》、

《化工原理》、《化工设备机械基

础》及《化工仪表及自动化》等课

程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精细有机合成工艺

本课程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程，开课时间为第六学

期，总学时 32学时。本课程的目的是介绍精细化工行业的概况，讲解精细

有机合成的基本理论及工艺学基础；重点讲解精细有机合成单元反应的分

类、主要反应历程；详细解析各单元反应的合成工艺及基本精细有机物的

合成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精细化工合成在化工领域

的地位和作用；掌握精细有机合成单元反应的有关基础知识；通晓精细化

学品合成的过程及工艺条件。最终能够达到使学生具备针对化合物的结构

而设计相应合成路线的能力，为学生的后续课程学习和生产实习环节打下

基础。

学习该课程的学生需要具备必要的

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

有机化学和化工原理等专业基础知

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

学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课程包括工程热力学和传热学两部分内容。在工程热

力学中，主要向学生介绍热能和其他能量（尤其是机械能）之间的相互转

换规律、能量有效利用的原则，运用热力学的基本原理和定律分析和计算

热力过程和热力循环。在传热学中，向学生系统的介绍热量传递的基本规

律，使学生掌握解决工程传热问题的基本方法并具备相应的计算能力，同

时掌握主要热工参数的测量方法并具备初步的实验技能。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以高等数

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流体力

学等课程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燃烧与爆炸理论

《燃烧与爆炸理论》涉及了燃烧、爆炸的基本原理，着重论述燃烧爆炸危

险性物质及其特性、燃烧爆炸事故后果分析，对实际生产有一定的指导作

用。通过课程学习，系统深入地掌握燃烧与爆炸基础理论以及有关工程技

术，把握本专业领域的最新成果和研究动向，使学生获得必需的专业技能

锻炼，使有关的专业技术知识得以充实与提高。

本课程以普通化学、大学物理、物

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工工艺及过

程、化工热力学、高等数学等为预

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
期。

安全系统工程

安全系统工程，是指在系统思想指导下，运用先进的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

法，对安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评价，建立综合集成的安全防控系统

并使之持续有效运行．简言之，就是在系统思想指导下，自觉运用系统工

程的原理和方法进行的安全工作的总体。通过课程学习，从系统工程的角

度，深入地掌握各种系统危险分析方法及其在安全工程的应用，掌握过程

系统安全评价的方法。使学生获得必需的专业技能锻炼，有关的专业技术

知识得以充实与提高。

《高等数学》、《概率论》是本课

程的基础，同时本课程又是《风险

分析与安全评价》和《化工过程安

全》等化工安全课程的基础。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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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源辨识与控制

本课程通过课堂教学，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危险源定义、分类、危险评价的

目的、内容、类型、一般程序及原则、标准和方法。重点培养学生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对重大危险源生产，储存，使用现场实际

工程评价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安全系统工

程、燃烧与爆炸理论、化工原理、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等。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学期。

化工专业英语

本课程内容由化学过程工业概述、化学工艺简述和化学工程学科主要领域

三部分组成。化学工业概述包括化学工业概况、现代化工发展过程等内

容；化学工艺简述部分主要介绍基本化工工艺过程；化学工程学科主要领

域主要介绍传递过程、化工热力学基本概念、典型化工单元操作和化学反

应工程。课文皆选自英文原版教材、专业期刊、科技报告和专著。课程特

点是语言教学与专业知识密切结合。在课程教学中着重讲授化工专业英语

的表达、写作和翻译技巧。重点要求学生掌握常用专业词汇及专业术语，

熟悉和掌握专业英语表达方式。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进一步提高

英语水平，具备以英语为工具获取化工专业资料的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大学英语及化

工专业基础课。学生应在完成公共

英语的学习并掌握“化工原理”、“化
工热力学”等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学习

本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
期。

现代分离方法与技

术

本课程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及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课。本课程以工程应

用为背景，以分离科学与技术的基本原理为主导，在本科学习化工原理、

化工分离过程的基础上，主要讲述分离技术的最新发展内容：特殊萃取

（超临界流体萃取、反胶团萃取、双水相萃取、膜萃取）、膜分离（电渗

析、超滤、微滤和反渗透、纳滤、渗透汽化、气体膜分离）、特殊精馏

（共沸精馏、萃取精馏、反应精馏）、吸附与离子交换（吸附分离、离子

交换、色谱分离）等内容。

本课程是在学习化工原理、化工热

力学、化学反应工程、化工分离工

程等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

成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一门专业课，是化工系

统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本课程目的是在学生完成高等数学、物理化学、

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分离工程等课程学习的基础上， 能够应用系统工

程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化工过程的开发、设计、最优操作和最优控制，应

用化工过程模拟和优化方法开发新型化工过程和改造现有工厂技术。主要

教学内容有：化工过程系统模拟与分析的基本概念与原理；建立化工单元

操作与过程系统数学模型的方法及流程模拟的基本技能；过程系统综合与

能量集成的基础知识与策略。

本课程是在学完物理化学、化工原

理、化工热力学、化学反应工程及

传递过程原理的基础上讲授，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生物化工

《生物化工》是生物学、化学、工程学等多学科组成的交叉学科，研究有

生物体或生物活性物质参与的过程中的基本理论和工程技术，在生物技术

产业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生物化工》课程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选

修课，先修课程主要有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化工原理等，是一门以生物

学、化学和工程学等多学科为基础的交叉学科，它以生物化学和微生物学

为基础，课程从多角度向学生全方位介绍现代生物技术的概念、原理、研

究广泛和应用实例，内容涉及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和

生化工程等，它的内容体现原理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内容具有全、新的

特点。

《生物化工》是在学生学习各门先

修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专业选修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洁净能源技术

《洁净能源技术》课程是集各种新能源技术、环境保护和能源危机教育于

一体的综合性课程。使学生了解新能源利用技术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

势，结合自己专业知识理解原理、技术、工艺流程；在学习的同时，对学

生进行环境保护、能源危机的教育，传播科学的发展理念，增强学生的环

保、节能和利用新能源的意识；开阔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其先修课程有《物理化学》、《分

析化学》等，这些课程都是本课程

学习的基础前提。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4学期。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课程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教学计划中设置的一门

以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为基础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分为两大部分，分别

为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根据课程所设定的学时数，本课程主要讲解

高分子化学的内容。高分子化学主要讲述高分子的基本概念、高分子化合

物合成的基本原理及控制聚合物反应速率和分子量的方法、高分子化学反

应的特征以及聚合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高分子材料领域的

基本知识，掌握基本的高分子材料的基本概念、合成原理、聚合方法等方

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为以后从事高分子材料领域的工作奠定专业理

论基础。

本课程与有机化学、物理化学联系

较为密切，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

本课程以压力容器等类似设备为主线，介绍压力容器的基本知识，安全工

作的基本概念及安全附件，以及容器失效的概念和形式。使学生掌握压力

容器的在设计、制造、运行和检验等各个环节所应采取的对策和具体措

施，做好压力容器安全技术工作。

化工过程安全、化工设备机械基础

等是本课程的基础，该课程是后续

课程《工厂设计》、《化工过程安

全》、《安全管理学》的基础 。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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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与防护

本课程以保障职业劳动者健康，促进生产安全为目标，结合高级专业人才

培养的要求和高等学校教学的特点，讲述职业卫生和职业病的基本概念、

职业劳动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毒物及毒作用机理和职业中毒、粉尘及其

职业危害、物理因素职业危害、职业性癌变和职业性传染病、职业性有害

因素的评价和检测、职业卫生应急处理、职业卫生个体防护和管理技术以

及主要生产行业的职业危害等内容。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风险分析与安全评

价

本课程是以实现系统安全为目的，应用安全系统工程原理和方法，对系统

中存在的危险因素、有害因素进行辨识与分析，判断系统发生事故和职业

危害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从而为制定防范措施和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一门课程。通过学习该课程，学生可以了解安全评价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增强安全管理意识，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掌握基本的危险性评价与控制技

术，建立本质化安全的思想理念，对其未来的工作乃至职业生涯产生深远

的影响。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安全系统工

程、燃烧与爆炸理论以及化工原

理，本课程重在对前期安全分析方

法的应用，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化工安全与环保

《化工安全与环保》课程是根据现代化工生产的特点，结合典型实例，系

统而又简明地讲述化工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技术的基础理论和基

本方法。在化工环境保护部分，重点论述化工污染的产生与发展、我国的

环境污染、环境保护和环境标准、化工三废（废水、废气、废渣）的治

理、清洁生产和化工可持续发展等。在化工安全部分，重点论述化学物质

的性质、化工工艺及装置的安全措施、化工防火防爆、防职业中毒、压力

容器和化工检修等安全技术。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化工原理、化

工分离工程、化工热力学、化学工

艺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全世界化学工业飞速发展，化学品的生产量和品

种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危险化学品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随处可见，关于危

险化学品的安全事故频频发生，这就要求从事化工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必

须掌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基础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生活的安

全运行。本课程针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运输、经营中可能遇到的

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安全措施和预防措施，介绍了有关危险化学品的法规知

识，危险化学品的基础知识，防火防爆技术，重大危险源管理与评价，化

工单元操作和化学反应的安全技术，化工机械设备的安全运行与管理，危

险化学品包装、运输、储存、经营的安全管理知识以及职业危害与防护知

识，对危险化学品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提供了大量的实验数

据，基础理论与工程实践结合紧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熟悉我国

危险化学品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有效的安全管理方法。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物理化学》、《分析化学》、

《化工原理》是本课程的基础，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典型化工设备设计 I
本课程为典型化工设备的设计。主要内容为化学工业常用的典型设备搅拌

器、换热器、塔设备的机械设计及结构设计，设备中主要零部件的标准及

选用，化工设备图的绘制。

《化工原理》、《化工制图》、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是本课程的

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 I

本课程包括化工设备常用材料、化工设备设计基础和典型化工设备三大部

分。主要内容为化学工业常用的典型设备的结构及选型，中低压容器的机

械设计，外压容器的稳定性设计，容器主要零部件的标准及选用。通过课

程学习为学生从事化工设备的设计、使用、管理和维护奠定基础。

《化工原理》是本课程的基础，该

课程是后续课程《工厂设计》、

《化学分离工程》、《化学工艺

学》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化工过程安全 I

化工生产潜在诸多不安全因素，现代化工具有的特点又对安全生产提出了

更高更严的要求。从事化工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学习和掌握相应的化

工安全技术的基础知识才能促进化工行业的安全生产。本课程针对化工生

产可能遇到的安全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介绍了化工安全基础知识、化学

品的危险性、风险辨识、事故后果分析、风险分析与评价、化学反应过程

热危险分析与评价、风险控制、安全仪表系统与功能安全和事故应急等内

容，对化工过程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提供了大量的实验数

据，基础理论与工程实践结合紧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化工生产中

事故发生的原因，学习防止事故所需的科学技术知识，在以后的工程设计

中、技术开发中、生产管理中，运用这些知识分析、评价和控制危险，促

进化学工业的发展和生产顺利进行。

《化工热力学》、《化工传递过

程》、《化工分离工程》和《化学

反应工程》是本课程的基础，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

应用

随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与传统化学、化工学科的不断交

叉、渗透与整合，现代计算机技术正在化学、化工专业的科研、生产、教

学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计算机在化学、化工专业的应用已不仅局限于

传统的办公、图形处理等范围。在化学品开发、反应机理研究、设备设

计、过程控制、工艺优化、辅助教学等领域，计算化学和计算化学工程的

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对于化学、化工专业的学生和科研人员，熟练应用计

算机解决学习、科研、 工作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己成为必备的基本技能。

本课程是在计算机文化基础、无机

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

学、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化工

制图等课程基础上开设的一门实践

提高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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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化学基础 II

材料科学是本世纪最活跃、最富生命力、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之一。材料

化学主要研究材料的制备、组成、结构、表征、性质和应用。虽然材料化

学在国内研究时间较短，但是它是一门正在蓬勃兴起的学科，发展空间很

大。它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属于现代材料科学、化学和化工领域的重

要分支，是发展众多高科技领域的基础和先导。在新材料的发现和合成，

纳米材料制备和修饰工艺的发展以及表征方法的革新等领域，材料化学发

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本课程主要介绍材料化学的基本理论、材料的化学

合成方法及原理、材料的结构表征、新型结构材料、新型功能材料等。要

求学生掌握材料相关的基础理论，掌握现代材料合成与制备的基本化学原

理与方法，材料结构的表征方法，培养从基本理论出发进行材料设计、运

用理论知识进行材料制备及改性创新的能力。

本课程的学习必须以《无机化

学》、《分析化学》、《有机化

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为基

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1.对于由应用型转学术型学生，可选择专业任选课模块中的高级无机化学、高级分析化学、高级有机化学、高级物理化学课程补足

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模块中的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的学分，满足学术型培养方案的要求方能毕业。

2.对于应用型和学术型互转的学生，不同模块中的相同学时、学分的课程可以学分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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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与工艺（菏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13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化学工程与工艺方面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工程实践能力；并接受化学工艺方向基础知

识的学习，接受相关基本技能训练，为能成为优秀的化学工程师奠定知识基础。学生毕业后能胜任化工及相关行业工程设计和生

产及生产技术管理等方面工作。

二、培养要求

学生经过本专业学习获得以下知识和能力：

1、综合素质培养要求：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包括正确的政治方向，遵纪守法、诚信为人，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健全的人

格。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掌握一定的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具有较好的人文修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健康的人际交往意识。具备

良好的身心素质，包括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生活习惯。

2、综合能力培养要求：具有良好的自学习惯、有较好的表达交流能力、有一定的计算机及信息技术检索应用能力。具有综合运用

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从事化工及其相关领域工程设计、生产技术管理和技术革新的能力。

3、专业知识培养要求：（1）掌握化学工程、化学工艺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2）掌握一定的化学工艺方向专业知识，了解

煤化工和石油化工等产业的相关工艺过程和发展动态；（3）掌握化工装置与设备设计方法，掌握化工过程模拟优化方法，具有对

现有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模拟优化、革新改造的基本能力；（4）熟悉国家对于化工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知识、政策和

法规；（5）具有突出的工程实践能力，通过 1年的企业实训，具备常用化工设备的初级操作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

2.科学素

养

3.社会责

任感

4.现代工

具

5.沟通与

协作

6.化工

专业知

识

7.环境

与发展

8.职业

规范

9.工程设

计与开发

10.创新创

业精神

11.终身学

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 √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 √ √ √

形势与政策 √ √ √ √
大学英语 √ √ √
大学体育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信息检索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
高等数学 √
大学物理 √
大学物理实验 √
无机化学 √ √
无机化学实验 √ √ √
分析化学 √ √
分析化学实验 √ √ √
有机化学 √ √
有机化学实验 √ √ √
物理化学 √ √
物理化学实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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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代数 √
工程制图 √ √
化工原理 √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 √
化工热力学 √ √ √
化学反应工程 √ √ √
化工分离工程 √ √ √
化学工艺学 √ √ √
化工计算与流程模拟 √ √ √ √ √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 √ √ √ √

化工设计 √ √ √ √ √
化工专业实验 √ √ √
精细有机合成工艺 √ √ √
市场营销 √ √ √
电工学 √ √ √
化工专业英语 √ √ √
现代分离方法与技术 √ √ √ √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 √ √ √ √
生物化工 √ √ √
洁净能源技术 √ √ √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 √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 √ √ √
职业卫生与防护 √ √ √
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 √ √ √
化工安全与环保 √ √ √ √ √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 √ √ √
典型化工设备设计 √ √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 √ √
化工过程安全 √ √ √ √ √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

用
√ √ √

绿色化学 √ √ √
材料化学基础 √ √
知识产权实务 √ √ √ √
环境化学 √ √ √ √
高级无机化学 √ √
高级分析化学 √ √
高级有机化学 √ √
高级物理化学 √ √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
公益劳动 √ √
安全教育 √ √
社会实践 √ √ √ √ √
工程训练 √ √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 √ √
化工综合实验 √ √ √ √
化工认识实习 √ √ √ √
化工生产实习 √ √ √ √
化工毕业实习 √ √ √ √
化工毕业设计(论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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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特色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设立于 1998年，是我校建设较早的本科专业之一。2011年化学工程与技术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硕士学

位一级学科授予权，2012年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成为山东省首批应用型特色名校立项建设的专业群成员之一。根据我校的培养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定位，在坚持“夯实基础、拓宽口径、增强能力、提高素质”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本专业在注重夯实化

学工程与工艺的基础知识的前提下，结合我省化工行业特点，突出培养有机化工方向的创新、创业人才。

五、主干学科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化学反应工程、化学工艺学、化工分离工程、

化工计算与流程模拟、化工设计、化工制图与 AutoCAD、精细有机合成工艺、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说明：含主要专业实验）无机化学实验（0.75学分/24学时）、分析化学实验（0.75学分/24学时）、有

机化学实验（1.0学分/32学时）、物理化学实验（1.0学分/32学时）、化工原理实验（0.75学分/24学时）、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1.0学分/1周）、化工专业实验（2.5学分/80学时）、化工综合实验（3.0学分/3周）、化工认识实习（1.0学分/1周）、化工生

产实习（4.0学分/4周）、化工毕业实习（4.0学分/4周）、化工毕业设计(论文)（10学分/18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

业）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

业）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42.5 8.5 12 20 27 47.5
要求学时 2392+33周 840 128 760 136 208 320 33周 656+33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0% 5.000% 26.5625% 5.3125% 7.500% 12.500% 16.875% 29.6875%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化学工程、化学工艺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化工装置与设备设计方法，掌握化工过程模拟优化方法，具

有对现有企业的生产过程进行模拟优化、革新改造的基本能力；熟悉国家对于化工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知识、政策和

法规；具有突出的工程实践能力；具有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从事化工及其相关领域工程设计、生产技术管理和技

术革新的能力，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说明：毕业要求应能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以及

专业认证相关要求。）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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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Theory of Marxis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Multi-media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6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410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 632 48 160 13 10.5 11 4.5 2 0.5 0.5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一年

级开始选修。

197
197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42.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大学物理Ⅱ

（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Ⅱ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Ⅱ）

1 32 1 考查 B117202

无机化学

（Inorganic Chemistry）
4.5 72 4.5 考试 B043001

无机化学实验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0.75 24 0.75 考查 B043002

分析化学

（Analytical Chemistry）
3 48 3 考试 B043004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75 24 0.75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Ⅲ

（Organic ChemistryⅢ）
5.5 88 5.5 考试 B043023

有机化学实验Ⅲ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8

物理化学Ⅲ

（Physical Chemistry
Ⅲ）

5 80 5 考试 B043015

物理化学实验Ⅲ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9

化工原理 I（上）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Volume
1））

3.5 48 8 3.5 考试 B043030

化工原理 I（下）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Volume
2））

3 40 16 3 考试 B043031

小计 42.5 592 168 10.25 13.25 6 10 3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线性代数Ⅱ

（Linear algebraⅡ）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电工学 II
（Electrical EngineeringⅡ）

3 40 8 3 考试 B02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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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Ⅱ）

2.5 40 2.5 考试 B118124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Chemical Meters and
Automation）

2.5 32 8 2.5 考试 B028102

小计 13.5 192 16 16 3 5.5 2.5 2.5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化工热力学 I（Chemical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I）

2.5 40 2.5 考试 B044201

化学反应工程 I
（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I）

2.5 40 2.5 考试 B044202

化工分离工程 I
（Chemical Separation
Engineering I）

2.5 40 2.5 考试 B044203

化学工艺学

（Chemical Technology）
2.5 40 2.5 考试 B044204

化工计算与流程模拟

（Chemical Engineering
Calculation and Process
Simulation）

2 16 32 2 考试 B044205

小计 12 176 32 5 7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一

（化学

工艺）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Chemical Engineering
Cartography and Auto
CADⅠ）

2.5 24 16 16 2.5 考查 B045201

化工设计

（Chemical Process
Design）

2 24 8 2 考试 B045202

化工专业实验

（Special Experiment for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2.5 80 2.5 考查 B045205

反应工程 12，
化工热力学

12，分离工程

12；化学工艺

学 12；化工安

全 32
化工过程安全 I
（Chemical Process Safety
I）

2 32 2 考试 B045206

精细有机合成工艺

（Fine Organic Synthesis
Processing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45207

小计 11 112 80 24 16 4.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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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市场营销（Marketing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6231

化工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46201

现代分离方法与技术

（Modern Separation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46202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

（Analysis and
Comprehensiv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cess）

2 32 2 考试 B046203

生物化工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2 32 2 考查 B046204

洁净能源技术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462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Polymer Chemistry and
Physics）

2 32 2 考试 B046206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

（Safe Technology of
Pressure Vessel）

2.5 32 16 2.5 考试 B046220

职业卫生与防护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Protection）

2 32 2 考试 B046208

风险分析与安全评价

（Risk Analysis and Safety
Assessment）

2 32 2 考查 B046217

化工安全与环保

（Chemical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 32 2 考试 B046210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Safety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2 32 2 考试 B046211

典型化工设备设计 II
（Design of Typical
Chemical Process Equipment
II）

2 24 16 2 考查 B046212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 II
（Fundamental Chemical
Process Equipment II）

2.5 32 16 2.5 考试 B046213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in
Chemistry）

2 24 16 2 考试 B046101

绿色化学

（Green 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46103

材料化学基础 II
（Base of Materials
Chemistry II）

2 32 2 考试 B04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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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实务

（Practi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16 32 2 考试 B046102

环境化学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46404

高级无机化学

（Advanced Inorganic
Chemistry）

3 48 3 考查 B046002

高级分析化学

（Advanced Analytical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7

高级有机化学

（Advanced Organic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3

高级物理化学

（Advanced Physical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4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

（Principles of Unit
Operation）

2 32 2 考查 B046005

小计 50 704 16 80 4 10 10.5 14.5 11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Practice）
2 2周 2 考查 B017102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Design of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1 1周 1 考查 B047001

化工综合实验

（Chemical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3 3周 3 考查 B047201

化工认识实习Ⅱ

（Cognition PracticeⅡ）
1 1周 1 考查 B047202

化工生产实习

（Production Practice）
4 4周 4 考查 B047203

化工毕业实习

（Senior Exercitation）
4 4周 4 考查 B047204

化工毕业设计(论文)Ⅱ
（Graduation Project/PaperⅡ）

10 18周 10 考查 B047213

小计 27 33周 2 2 1 1 7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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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化工原理 I

化工原理是一门关于化学加工过程的技术基础课，它为过程工业（包括化

工、轻工、医药、食品、环境、材料、冶金等工业部门）提供科学基础，对

化工及相近学科的发展起支撑作用。化工原理课程主要研究化工生产中单元

操作的基本原理及其设备的设计、操作与调节，以传递过程原理和研究方法

论为主线，研究各个物理加工过程的基本规律，典型设备的设计方法，过程

的操作和调节原理。化工原理课程教学包括理论课教学、实验课教学和课程

设计三个环节。

本课程以高等数学、大学物

理、物理化学、工程制图为先

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
或 5学期。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

业概论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课程是为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大学一年级新

生设置的一门通识教育课，本课程分为两大部分，分别为“科技发展”和“学科

专业介绍”，其讲课形式为系列讲座，在“科技发展”部分主要介绍当代科学技

术的发展特点和发展趋势，同时选取当代最有代表性的几个高新技术领域，

介绍他们的发展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对未来世界的影响，使大学一年级的新

生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学科专业介绍”部分主

要讲解化学工程专业的发展历史、介绍主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介

绍现代化工技术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介绍化学工业对国民经济和生活的

重要性，通过本部分的学习使新入学的学生对化学工程专业有一个大致的了

解，增强他们今后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为今后学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化工热力学 I

本课程系统地讲授将热力学原理应用于化学工程技术领域的研究方法。它以

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为基础，研究化工过程中各种能量的相互转化及有效

利用，阐述各种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达到平衡的理论极限、条件和状态；运

用经典热力学的原理，结合反映系统特征的模型，对工业过程（特别是化工

过程）中涉及的物系的热力学性质和其它化工物性进行关联和推算。

物理化学是化工热力学的基

础，学习本课程还需要高等数

学、计算机语言、化工原理等

课程的有关知识。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学期。

化学反应工程 I

《化学反应工程》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一门必修的专业课，本课程的研

究对象是化学反应过程和反应器，因此我们向学生强调本课程是“反应工艺开

发之斧，反应设备设计之模，反应过程放大之桥”，广泛地应用了化工热力

学、化学动力学、流体力学、传热、传质以及生产工艺、经济学等方面的理

论知识和经验，本课程根据化学工业的生产特点，以动力学为基础，主要以

四类主要的反应器及其设计过程进行讲解，使学生对化工生产中常用的反应

器有一个深层次的了解。该课程培养学生应用基础理论知识和所学的专业知

识，进行反应器的设计。优化和工艺参数的选择，并能分析和解决化工生产

中的有关问题，适应科研、设计和生产实践等方面的需要。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物理化

学、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化工分离工程 I

主要讲授多组分复杂体系的分离和提纯技术，包括精馏、气体吸收、萃取、

吸附、结晶、膜分离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时，学生可以了解和掌握各种

分离过程的基本理论、特性、简捷和严格计算方法以及分离过程的改进提高

方法,了解新型分离技术和方法。

本课程是在学习化工原理、化

工热力学、化学反应工程等课

程的基础上开设的。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学期。

化学工艺学

化学工艺学是一门研究综合利用各种原料生产化工产品的原理、方法、流程

和设备的学科。主要内容包括化学工业概况和化学工艺有关基本概念的介

绍；化工原料资源及其加工利用途径；按照化学反应过程分类讲述化工基础

原料和产品的典型生产过程。本课程讲述的主要反应过程有烃类热裂解、芳

烃转化、合成气的生产、加氢过程、脱氢过程和烃类选择性氧化等。每一个

反应过程均介绍典型产品的生产原理、催化剂的选择和使用、选定工艺条件

的依据、工艺流程的组织以及各类反应设备的结构特点等。此外，还介绍了

近年来化学工艺及相关领域的新成就和未来发展趋势。

化学工艺学以物理化学、化工

热力学和化工原理等课程的基

本理论为基础，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化工计算与流程模

拟

化工计算是工厂或车间设计由定性规划转入定量计算的第一步;而且对现有生

产流程的经济性和存在问题进行评价也是必不可少的。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

握使用流程模拟软件 AspenOne软件进行流程模拟计算和设备的设计计算，

为以后毕业设计和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本课程将在学习化工原理、化

工热力学、化学反应工程、化

工分离过程等课程理论基础

上，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化工制图部分：系统地阐述“化工设备图”和“化工工艺图”这两类典型的化工

工程图的图示知识及相关标准。在“化工设备图”部分重点介绍化工设备的构

成、结构特点及其表达特点，绘制化工设备图的基本规定，化工设备图的绘

制和阅读；在“化工工艺图”部分重点介绍化工工艺图、设备布置图和管道布

置图的特点、绘图和读图方法。Auto CAD部分：介绍 Auto CAD基础知识、

基本操作方法和应用（直线、多段线、多边形、圆、椭圆、椭圆弧、选择图

形、放弃和重做、删除和恢复、复制、镜像、移动、旋转、比例缩放、拉

伸、拉长、修剪和延伸、打断图形、倒角和圆角、线型选择、线型宽度、线

型颜色、分解对象、捕捉和格栅、对象捕捉、图案填充、尺寸标注、文本标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工程制

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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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形打印等）。

化工设计

本课程以车间(装置)工艺设计为重点，介绍了目前国内外通用的化工设计的

原则、方法、设计程序和技巧。课程主要内容有：化工厂设计的内容和程

序；工艺流程的设计；物料衡算和热量衡算；设备的工艺设计；车间布置设

计；管道布置设计；非工艺专业；工程设计概算及技术经济。此外，本课程

还介绍了化工设备图与各种化工工艺图的绘制与阅读方法，以及常用计算机

软件(Aspen Plus、Pd max等流程模拟和三维工厂设计软件)在化工设计计算与

绘图中的应用。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能够较全面地了解化工生产车间 (装
置)设计的内容、步骤和方法，并初步具备化工生产工艺设计能力。

《化工设计》以《工程制

图》、《化工原理》、《化工

设备机械基础》及《化工仪表

及自动化》等课程的基本理论

为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精细有机合成工艺

本课程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程，开课时间为第六学

期，总学时 32学时。本课程的目的是介绍精细化工行业的概况，讲解精细有

机合成的基本理论及工艺学基础；重点讲解精细有机合成单元反应的分类、

主要反应历程；详细解析各单元反应的合成工艺及基本精细有机物的合成方

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精细化工合成在化工领域的地位和

作用；掌握精细有机合成单元反应的有关基础知识；通晓精细化学品合成的

过程及工艺条件。最终能够达到使学生具备针对化合物的结构而设计相应合

成路线的能力，为学生的后续课程学习和生产实习环节打下基础。

学习该课程的学生需要具备必

要的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

理化学、有机化学和化工原理

等专业基础知识。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化工专业英语

本课程内容由化学过程工业概述、化学工艺简述和化学工程学科主要领域三

部分组成。化学工业概述包括化学工业概况、现代化工发展过程等内容；化

学工艺简述部分主要介绍基本化工工艺过程；化学工程学科主要领域主要介

绍传递过程、化工热力学基本概念、典型化工单元操作和化学反应工程。课

文皆选自英文原版教材、专业期刊、科技报告和专著。课程特点是语言教学

与专业知识密切结合。在课程教学中着重讲授化工专业英语的表达、写作和

翻译技巧。重点要求学生掌握常用专业词汇及专业术语，熟悉和掌握专业英

语表达方式。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具备以英

语为工具获取化工专业资料的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大学英语

及化工专业基础课。学生应在

完成公共英语的学习并掌握“化
工原理”、“化工热力学”等专业

知识的基础上学习本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现代分离方法与技

术

本课程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及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课。本课程以工程应用

为背景，以分离科学与技术的基本原理为主导，在本科学习化工原理、化工

分离过程的基础上，主要讲述分离技术的最新发展内容：特殊萃取（超临界

流体萃取、反胶团萃取、双水相萃取、膜萃取）、膜分离（电渗析、超滤、

微滤和反渗透、纳滤、渗透汽化、气体膜分离）、特殊精馏（共沸精馏、萃

取精馏、反应精镏）、吸附与离子交换（吸附分离、离子交换、色谱分离）

等内容。

本课程是在学习化工原理、化

工热力学、化学反应工程、化

工分离工程等课程的基础上开

设的，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

成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一门专业课，是化工系统

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本课程目的是在学生完成高等数学、物理化学、化工

原理、化工热力学、分离工程等课程学习的基础上， 能够应用系统工程的观

点和方法来研究化工过程的开发、设计、最优操作和最优控制，应用化工过

程模拟和优化方法开发新型化工过程和改造现有工厂技术。主要教学内容

有：化工过程系统模拟与分析的基本概念与原理；建立化工单元操作与过程

系统数学模型的方法及流程模拟的基本技能；过程系统综合与能量集成的基

础知识与策略。

本课程是在学完物理化学、化

工原理、化工热力学、化学反

应工程及传递过程原理的基础

上讲授，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生物化工

《生物化工》是生物学、化学、工程学等多学科组成的交叉学科，研究有生

物体或生物活性物质参与的过程中的基本理论和工程技术，在生物技术产业

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生物化工》课程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选修课，

先修课程主要有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化工原理等，是一门以生物学、化学

和工程学等多学科为基础的交叉学科，它以生物化学和微生物学为基础，课

程从多角度向学生全方位介绍现代生物技术的概念、原理、研究广泛和应用

实例，内容涉及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和生化工程等，它

的内容体现原理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内容具有全、新的特点。

《生物化工》是在学生学习各

门先修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专

业选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洁净能源技术

《洁净能源技术》课程是集各种新能源技术、环境保护和能源危机教育于一

体的综合性课程。使学生了解新能源利用技术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结合自己专业知识理解原理、技术、工艺流程；在学习的同时，对学生进行

环境保护、能源危机的教育，传播科学的发展理念，增强学生的环保、节能

和利用新能源的意识；开阔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其先修课程有《物理化学》、

《分析化学》等，这些课程都

是本课程学习的基础前提。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课程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教学计划中设置的一门以

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为基础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分为两大部分，分别为高

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根据课程所设定的学时数，本课程主要讲解高分子

化学的内容。高分子化学主要讲述高分子的基本概念、高分子化合物合成的

基本原理及控制聚合物反应速率和分子量的方法、高分子化学反应的特征以

本课程与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联系较为密切，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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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聚合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高分子材料领域的基本知识，掌

握基本的高分子材料的基本概念、合成原理、聚合方法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理论，为以后从事高分子材料领域的工作奠定专业理论基础。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

本课程以压力容器等类似设备为主线，介绍压力容器的基本知识，安全工作

的基本概念及安全附件，以及容器失效的概念和形式。使学生掌握压力容器

的在设计、制造、运行和检验等各个环节所应采取的对策和具体措施，做好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工作。

化工过程安全、化工设备机械

基础等是本课程的基础，该课

程是后续课程《工厂设计》、

《化工过程安全》、《安全管

理学》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职业卫生与防护

本课程以保障职业劳动者健康，促进生产安全为目标，结合高级专业人才培

养的要求和高等学校教学的特点，讲述职业卫生和职业病的基本概念、职业

劳动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毒物及毒作用机理和职业中毒、粉尘及其职业危

害、物理因素职业危害、职业性癌变和职业性传染病、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评

价和检测、职业卫生应急处理、职业卫生个体防护和管理技术以及主要生产

行业的职业危害等内容。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风险分析与安全评

价

本课程是以实现系统安全为目的，应用安全系统工程原理和方法，对系统中

存在的危险因素、有害因素进行辨识与分析，判断系统发生事故和职业危害

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从而为制定防范措施和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一门课

程。通过学习该课程，学生可以了解安全评价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增强安全

管理意识，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掌握基本的危险性评价与控制技术，建立本

质化安全的思想理念，对其未来的工作乃至职业生涯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安全系统

工程、燃烧与爆炸理论以及化

工原理，本课程重在对前期安

全分析方法的应用，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学期。

化工安全与环保

《化工安全与环保》课程是根据现代化工生产的特点，结合典型实例，系统

而又简明地讲述化工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技术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

法。在化工环境保护部分，重点论述化工污染的产生与发展、我国的环境污

染、环境保护和环境标准、化工三废（废水、废气、废渣）的治理、清洁生

产和化工可持续发展等。在化工安全部分，重点论述化学物质的性质、化工

工艺及装置的安全措施、化工防火防爆、防职业中毒、压力容器和化工检修

等安全技术。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化工原

理、化工分离工程、化工热力

学、化学工艺学。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学期。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全世界化学工业飞速发展，化学品的生产量和品种

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危险化学品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随处可见，关于危险化

学品的安全事故频频发生，这就要求从事化工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掌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基础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生活的安全运行。

本课程针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运输、经营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给出了

相应的安全措施和预防措施，介绍了有关危险化学品的法规知识，危险化学

品的基础知识，防火防爆技术，重大危险源管理与评价，化工单元操作和化

学反应的安全技术，化工机械设备的安全运行与管理，危险化学品包装、运

输、储存、经营的安全管理知识以及职业危害与防护知识，对危险化学品安

全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提供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基础理论与工程实

践结合紧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熟悉我国危险化学品方面的相关法

律、法规及有效的安全管理方法。

《有机化学》、《无机化

学》、《物理化学》、《分析

化学》、《化工原理》是本课

程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典型化工设备设计

II

本课程为典型化工设备的设计。主要内容为化学工业常用的典型设备搅拌

器、换热器、塔设备的机械设计及结构设计，设备中主要零部件的标准及选

用，化工设备图的绘制。

《化工原理》、《化工制

图》、《化工设备机械基础》

是本课程的基础，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学期。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

II

本课程包括化工设备常用材料、化工设备设计基础和典型化工设备三大部

分。主要内容为化学工业常用的典型设备的结构及选型，中低压容器的机械

设计，外压容器的稳定性设计，容器主要零部件的标准及选用。通过课程学

习为学生从事化工设备的设计、使用、管理和维护奠定基础。

《化工原理》是本课程的基

础，该课程是后续课程《工厂

设计》、《化学分离工程》、

《化学工艺学》的基础。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化工过程安全 II

化工生产潜在诸多不安全因素，现代化工具有的特点又对安全生产提出了更

高更严的要求。从事化工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学习和掌握相应的化工安

全技术的基础知识才能促进化工行业的安全生产。本课程针对化工生产可能

遇到的安全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介绍了化工安全基础知识、化学品的危险

性、风险辨识、事故后果分析、风险分析与评价、化学反应过程热危险分析

与评价、风险控制、安全仪表系统与功能安全和事故应急等内容，对化工过

程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提供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基础理论与工

程实践结合紧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化工生产中事故发生的原因，学

习防止事故所需的科学技术知识，在以后的工程设计中、技术开发中、生产

管理中，运用这些知识分析、评价和控制危险，促进化学工业的发展和生产

顺利进行。

《化工热力学》、《化工传递

过程》、《化工分离工程》和

《化学反应工程》是本课程的

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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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在化学中的

应用

随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与传统化学、化工学科的不断交叉、

渗透与整合， 现代计算机技术正在化学、化工专业的科研、生产、教学中起

到日益重要的作用。计算机在化学、化工专业的应用已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办

公、图形处理等范围。在化学品开发、反应机理研究、设备设计、过程控

制、工艺优化、辅助教学等领域，计算化学和计算化学工程的重要作用日益

凸显。对于化学、化工专业的学生和科研人员，熟练应用计算机解决学习、

科研、工作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己成为必备的基本技能。

本课程是在计算机文化基础、

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工热

力学、化工制图等课程基础上

开设的一门实践提高课。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材料化学基础 II

材料科学是本世纪最活跃、最富生命力、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之一。材料化

学主要研究材料的制备、组成、结构、表征、性质和应用。虽然材料化学在

国内研究时间较短，但是它是一门正在蓬勃兴起的学科，发展空间很大。它

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属于现代材料科学、化学和化工领域的重要分支，

是发展众多高科技领域的基础和先导。在新材料的发现和合成，纳米材料制

备和修饰工艺的发展以及表征方法的革新等领域，材料化学发挥着无可替代

的作用。本课程主要介绍材料化学的基本理论、材料的化学合成方法及原

理、材料的结构表征、新型结构材料、新型功能材料等。要求学生掌握材料

相关的基础理论，掌握现代材料合成与制备的基本化学原理与方法，材料结

构的表征方法，培养从基本理论出发进行材料设计、运用理论知识进行材料

制备及改性创新的能力。

本课程的学习必须以《无机化

学》、《分析化学》、《有机

化学》、《物理化学》等课程

为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是一门关于化学加工过程的技术基础课，它为过程工业

（包括化工、轻工、医药、食品、环境、材料、冶金等工业部门）提供科学

基础，对化工及相近学科的发展起支撑作用。化工原理课程主要研究化工生

产中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及其设备的设计、操作与调节，以传递过程原理和

研究方法论为主线，研究各个物理加工过程的基本规律，典型设备的设计方

法，过程的操作和调节原理。

本课程以高等数学、大学物

理、物理化学、化工原理为先

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或 8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205
205



制药工程（学术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13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能够适应制药产业快速发展需要，掌握制药过程及设备的基本规律和原理，具备制药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实验技能

和工程实践能力，可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继续深造，也可在制药企业及相关科研院所等单位从事药品研发、生产、工艺过程与设备设

计、监督管理、流通经营等工作，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素养、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二、培养规格

本专业主要研究药物生产的基本原理、方法技术、生产工艺与设备的开发及设计，学生主要学习制药过程的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受

到制药过程实验技能、工程实践、工程设计与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具备药物的研制与开发、生产工艺设计、药品生产管理等方面的

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知识与能力：

1．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

2．掌握药品生产制造、工程设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及生产质量管理与控制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药品生产工艺流程制定与车间设

计的方法与原理，掌握化学、药学、制药工程领域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了解制药工程学科发展前沿，了解新工艺、新设备、新技

术的发展动态；

3．能综合运用所学制药工程领域的知识理论，分析提出和解决制药过程问题的方案，具有解决制药过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4．具有对药物新产品和新工艺进行研究开发和设计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5．熟悉国家关于药物生产、设计、研发、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与法规。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

与沟通

能力

2.创新创

业精神

3.化学及

物理基

础知识

4.药物质

量控制

与保障

5.药物研

发能力

6.药厂实

践知识

7.药物管

理的法

规及药

理知识

8.剂型设

计与评

价

9.药物合

成与分

离纯化

知识

10.药品

营销与

流通管

理能力

11.计算

机应用

及检索

能力

12.数学

知识、逻

辑思维

及数据

处理能

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 √ √

高等数学Ⅱ（上） √

高等数学Ⅱ（下） √

大学物理 II √
大学物理实验 II √

无机化学 I（1） √

无机化学 I（2） √
无机化学实验 I √

分析化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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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实验 √

有机化学 I（1） √
有机化学 I（2） √

有机化学实验 I √

物理化学 I（1） √
物理化学 I（2） √

物理化学实验 I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I √ √
线性代数 II √

工程制图 √

无机化学实验Ⅱ √
有机化学实验Ⅱ √

物理化学实验Ⅱ √

仪器分析 II √
化工原理Ⅳ √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药物化学 √ √ √
制药工程学 √ √

药物分离工程 I √ √

制药工艺学 I √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

药物合成反应 I √ √ √

药物分析Ⅱ √ √
GMP与药事管理法规 √

制药工程专业英语 √

制药专业实验 √ √ √
电工学 II √ √

学科前沿讲座 √

高级无机化学 √
高级分析化学 √

高级有机化学 √

高级物理化学 √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 √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用 √

知识产权实务 √
药学综合 √ √ √ √ √ √

简明生物化学 √

药剂学Ⅱ √
药理学Ⅱ √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 I √

物理药剂学Ⅱ √ √
中药制剂分析 √ √

微生物学 √

应用光谱解析 √ √
制药专利文献检索与分

析
√ √

药物设计学 √ √

中药与方剂学 √
毒理学 √ √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Ⅱ √

天然药物化学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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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工程训练 √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

制药综合实验 √ √ √ √
制药认识实习Ⅰ √

制药毕业设计（论文） I
（1）

√ √ √ √

制药毕业设计（论文） I
（2）

√ √ √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主要解决药品生产过程中的工程技术问题，涉及药品研发与生产、生产工艺设计与放大、质量控制、新工艺、新设备、GMP改

造等方面，侧重于化学制药。

五、支撑学科

化学、制药工程与技术、药学

六、专业主干课程

无机化学、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有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物理化学实验、工程制图、化工原理、

药物化学、制药工程学、药物分离工程、制药工艺学、药物合成反应、药物分析、GMP与药事管理法规、化工制图与 AutoCAD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9 13 11.5 21.5 25 46

要求学时 2448+35周 840 128 696 208 184 392 35周 672+35周

所占比例 100% 26.2500% 5.0000% 24.3750% 8.1250% 7.1875% 13.4375% 15.6250% 28.750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药品生产制造、工程设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及生产质量管理与控制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药品生产工艺流程制定

与车间设计的方法与原理，掌握化学、药学、制药工程领域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了解制药工程学科发展前沿，了解新工艺、新设

备、新技术的发展动态。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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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s of
Law）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大学体育（1）
（Physical education
1）

1 32 1 考试 x150001

大学体育（2）
（Physical education
II）

1 32 1 考试 x150002

大学体育（3）
（Physical education
III）

1 32 1 考试 x150003

大学体育（4）
（Physical education
IIII）

1 32 1 考试 x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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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multi media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2 24 16 2 考试 B031006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Major）

1 16 1 考查 B0410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48 160 13 10.5 11 4.5 2 0.5 0.5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

修课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

Higher Mathematics
Ⅰ(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

Higher Mathematics
Ⅰ(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大学物理 II(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

II(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Ⅱ)

1 32 1 考查 B117202

无机化学 I（1）
(Inorganic Chemistry
I (1) )

3 48 3 考试 B043021

无机化学 I（2）
(Inorganic Chemistry
I (2) )

3 48 3 考试 B043022

无机化学实验

I(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I)

0.7 24 0.7 考查 B043003

分析化学(Analytical
Chemistry) 3 48 3 考试 B043004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8 24 0.8 考查 B04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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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 I（1）
(Organic Chemistry I
(1) )

3 48 3 考试 B043006

有机化学 I（2）
(Organic Chemistry I
(2) )

3 48 3 考试 B043007

有机化学实验

I(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I)

1 32 1 考查 B043008

物理化学 I（1）
(Physical Chemistry I
(1)）

3 48 3 考试 B043009

物理化学 I（2）
(Physical Chemistry I
(2)）

3 48 3 考试 B043012

物理化学实验

I(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I)

1 32 1 考查 B043011

小计 39 552 144 8.7 10.8 8 11.5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3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I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4

线性代数 II（ Linear
Algebra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无机化学实验

Ⅱ(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II)

1 32 1 考查 B048001 必选

有机化学实验

Ⅱ(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Ⅱ)

1 32 1 考查 B048002 必选

物理化学实验

Ⅱ(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II)

1 32 1 考查 B048003 必选

仪器分析

II(Instrumental
Analysis II)

2 24 16 2 考试 B048009

化工原理Ⅳ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Ⅳ)

4.5 64 16 4.5 考试 B048008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Chemical Meters
and Automation）

2.5 32 8 2.5 考试 B028102

小计 20 240 136 16 1 2.5 1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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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药物化学 (Medicinal
Chemistry)

3.5 56 3.5 考试 B044301

制药工程学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

3 48 3 考试 B044302

药物分离工程

I(Pharmaceutical
Separation
Engineering I)

2.5 40 2.5 考试 B044303

制药工艺学 I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I）

2.5 40 2.5 考试 B044304

小计 11.5 184 6.5 5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课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Chemical
Engineering
Cartography and Auto
CAD I )

2.5 24 16 16 2.5 考查 B045201

药物合成反应 I
(Organic Reactions
for Drug Synthesis I)

2.5 40 2.5 考试 B045301

药物分析Ⅱ

（pharmaceutical
analysisⅡ）

2.5 40 2.5 考试 B045302

GMP与药事管理法

规(GMP and
Pharmaceutical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2.5 40 2.5 考试 B045303

制药工程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in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2 32 2 考试 B045304

制药专业实验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Speciality
Experiment)

2 64 2 考查 B045305

小计 14 176 64 16 16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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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7.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电工学 II (Electrical
Engineering)

3 40 8 3 考试 B026431

学科前沿讲座

（Lecture of Frontier
in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

2 32 2 考查 B046001

高级无机化学

(Advanced Inorganic
Chemistry)

3 48 3 考查 B046002

高级分析化学

(Advanced Analytical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7

高级有机化学

(Advanced Organic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3

高级物理化学

(Advanced Physical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4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

(Principles of
chemical unit
operation )

2 32 2 考查 B046005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

用(Computer
Application in
Chemistry)

2 24 16 2 考试 B046101

知识产权实务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actice)

2 16 32 2 考试 B046102

药学综合

(Comprehensive
Pharmacys)

2 32 2 考查 B046510

简明生物化学

(Concise
bio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46402

药剂学Ⅱ

（PharmaceuticsⅡ）
2.5 40 2.5 考试 B046301

药理学

Ⅱ(PharmacologyⅡ)
2.5 40 2.5 考试 B046302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

I（Pharmaceutical
Botany and
Pharmakognosie I）

2.5 40 2.5 考试 B046303

物理药剂学Ⅱ

（Physical
PharmacyⅡ）

2 32 2 考查 B046304

中药制剂分析

（Analysis of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

2.5 40 2.5 考试 B04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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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

(Microbiology)
2.5 32 16 2.5 考试 B046306

应用光谱解析

（Spectrum
Elucidation）

2.5 32 16 2.5 考试 B046307

制药专利文献检索与

分析(Pharmaceutical
patent literature
search and analysis)

1 16 1 考查 B046308

药物设计学(The
Principle of Drug
Design)

2 32 2 考查 B046309

中药与方剂学

(Chinese Medicine
and Preparations )

2 32 2 考试 B046311

服务营销学(Services
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8201

全球营销( Global
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8202

品牌管理(Brand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8203

毒理学（Toxicology) 2 32 2 考试 B046312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Ⅱ

（Polymer Science in
PharmaceuticsⅡ）

2.5 40 2.5 考试 B046313

天然药物化学Ⅱ

（Medicinal
Chemistry of Natural
Products II）

2 32 2 考试 B046315

市场营销(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6231

小计 60 824 24 16 32 3 2 20 22 13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eer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Securi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工程训练(Engineering Practice) 2 2周 2 考查 B017101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Design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Principle)

1 1周 1 考查 B047001

制药综合实验（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3 3周 3 考查 B047302

制药认识实习Ⅰ（Cognition
Practice in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I）

2 2周 2 考查 B04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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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毕业设计（论文） I （1）
(Graduation Design or Dissertation
I(1) in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

5 9周 5 考查 B047310

制药毕业设计（论文） I （2）
(Graduation Design or Dissertation
I(2) in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

10 18周 10 考查 B047311

小计 25 2 2 2 1 3 5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药物化学

《药物化学》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化学药物的化学结构、理化性质、制

备原理、体内代谢、构效关系、药物作用的化学机理以及寻找新药的途径

和方法的一门学科。药物化学是制药工程、药物制剂专业必修的核心专业

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为合理了解化学药物、开发新药提供理论依

据，为从事新药研究奠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和生物学等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生物化

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制药工程学

制药工程学是制药工程专业的主干专业课程，是在综合运用先修课程知识

的基础上，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工程实际衔接起来，使学

生能够从工程和经济的角度去考虑技术问题，并逐步实现由学生向制药工

程师的转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掌握制药工程项目的基本设计程序和方

法；掌握工艺流程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以及不同深度的工艺流程图；掌

握基本的制药工艺计算——物料衡算和能量衡算；掌握原料药生产的关键

设备——反应器的基本原理、设计计算及选型；掌握制药专用设备的工作

原理、特点及选用方法；掌握制药工程非工艺设计的基本知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等数学、物理化

学、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化工制图、制

药化工原理、制药工程自动控制、化学制

药工艺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药物分离工程 I

药物分离工程是制药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其主要任务是研究药

物提取、分离、纯化的理论与技术，主要利用待分离的物系中的有效成分

与共存杂质之间在物理、化学及生物学性质上的差异而进行分离。药物分

离工程涉及化学与生物交叉领域，集成了化学分离与生物分离原理与技术。

由于药物的纯度和杂质含量与其药效、毒副作用、价格等息息相关，使得

分离过程在制药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

为有效制备理想药物提供理论依据，也为从事新药研究奠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学、制药工程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药物化学、天然

药物化学、生药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化工原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制药工艺学 I

《制药工艺学 I》是制药工程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它是研究化学制药的工艺

路线的设计选择、药物合成工艺条件研究以及三废”防治的一门科学。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以及相应的实验的训练，使学生能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

掌握化学药物的有机合成、生产工艺和试验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技能。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多门化学的知识

基础，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分析化学、

化工原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药物合成反应 I

《药物合成反应 I》是制药工程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是在有机化学的基础上，

以有机合成药物作为研究对象，深入细致地研究药物合成的基本反应和方

法的一门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较系统地掌握常见的重要

有机药物合成反应、反应的影响因素、反应的选择性及反应的实际应用，

培养学生在药物合成中的实际工作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的基础知识，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

学、药物化学、化学制药工艺学等。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药物分析Ⅱ

药物分析是一门研究和发展药品全面质量控制的“方法学科”，研究运用化

学、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的方法和技术来研究和探索药物及其制剂质量控

制的一般规律，主要阐述化学合成药物或化学结构明确的天然药物及其制

剂的质量问题（不包括有关毒理学，生物学及微生物学等分析内容）的一

门课程。药物分析是药学专业的一门主要专业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多门化学的知识

基础，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天然药物化学、药理学，GMP与药事管

理法规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6学期。

GMP与药事管理

法规

GMP与药事管理法规是高等药学教育制药工程类专业的专业课程之一，是

研究有关药品管理活动的内容、方法、原理及其规律的学科，是药学与管

理科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互相交叉渗透而形成的边缘学科。通过

本课程，使学生了解现代药学实践中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原理；

熟悉我国和国外药事体制及组织机构；明确药品质量与管理的关系规律；

掌握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和药师职业道德与行为准则；并培养学生运用药事

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除了要求学生掌握必

要的药学专业课知识外，对管理学、法学、

社会学、经济学、卫生管理学等学科应有

所了解和掌握，以便更好地学习、掌握和

运用这门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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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工程专业英语

制药工程专业英语主要讲授制药工程专业词汇与短语、原文文献和阅读材

料。阅读材料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为学生开拓视野和训练阅读技能提供

合适的材料。通过学习本课程使学生掌握基本的专业词汇与短语，能够相

对独立地阅读英文原文文献及熟悉专业文献翻译的一些方法。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英语、药学和制药

工程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英语、药物

化学、药剂学、药理学、化工原理及制药

工程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制药专业实验

制药专业实验是制药工程专业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药物合成、药物

制剂和药物分析等专业实验的学习可以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熟悉

基本实验操作技能，提高动手能力、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药学等知识

基础，先修课程为化学、药物化学、药剂

学、药物分析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药学综合

药学综合是制药工程、药物制剂专业、药学专业的选修课之一，以药学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主线，以药物的发现与制备、药物的理化性质、药物

研究与开发、药物分子与机体细胞（生物大分子）之间相互作用、药品生

产、药品质量控制、药品流通、药品使用及药事管理等为线索，融会贯通

药学类专业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药理学、药事法规相关专业课

程的内容，使药学类专业学生能够系统掌握药学专业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深入理解药学学科以及药学职业的内涵。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药学专业基本

理论和知识进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合格药学专业人才。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学等知识基础，

先修课程为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

药理学、药事法规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7学期。

药剂学Ⅱ

药剂学是研究药物配制理论、生产技术以及质量控制合理利用等内容的综

合性应用技术学科。其基本任务是研究将药物制成适宜的剂型，保证以质

量优良的制剂满足医疗卫生工作的需要。由于方剂调配和制剂制备的原理

和技术操作大致相同，将两部分合在一起论述的学科，称药剂学。现代药

剂学有很大发展，还包括生物药剂学、物理药剂学、化学药剂学，工业药

剂学等。

本课程是以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为

必需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药理学Ⅱ

药理学是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研究药物与机体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其原理，

并为临床合理用药防治疾病与新药研究提供基本理论的一门药学基础学

科，在药学课程中它以生理生化及病原微生物学等为基础，也是联系基础

医学与临床医学、医学与药学的桥梁学科。

本门课程的任务是⑴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机体对药物的作用，包括药物

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过程，特别是血药浓度随时间变化的规

律；作为药物治疗学的基础理论，指导临床的合理用药； ⑵药物效应动力

学：研究药物对机体的作用，包括药物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等；对药效

学和药动学的深入研究又是开发新药的重要组成部分；⑶影响药效学和药

动学的各种因素。通过药理学的理论与实验教学为临床合理用药防治疾病

提供理论基础；同时在正确掌握药理学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

基础上，培养学生观察、分析、综合和独立解决问题的工作能力，为培养

基础与临床医学及药学专业人才奠定基础。

本课程是联系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医学

与药学的桥梁课程。⑴ 阐明药物与机体

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和规律，作为药物治

疗学的基础理论，指导临床的合理用药；

⑵对药效学和药动学的深入研究又是开

发新药的重要组成部分；⑶药理学研究的

不断进步又为生命科学的其它领域提供

重要的科学资料，是推动生命科学不断向

前发展的重要学科之一。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

学 I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 I是药物制剂、制药工程专业的重要专业课。药用植

物学是一门研究具有医疗保健作用的植物形态、组织、生理功能、分类鉴

定、细胞组织培养、资源开发和合理利用的科学。生药学是研究生药的名

称、来源、鉴定、活性成分、生产、采制、品质评价及开发利用的科学。

学习本课程是为了使学生熟悉和掌握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的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础技能，把祖国药学的宝贵遗产和现代药学较好的结合起来，

以期能更好的利用我国丰富的天然药物资源，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

本课程是以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

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等课程为必需基础

课开设的，同时又与天然药物化学、药剂

学、药物分析等专业课程相关。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或第 6学期。

物理药剂学Ⅱ

应用物理化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手段研究药剂学中有关药物剂型设计的

一门理论学科。在 20世纪 50年代该科学已基本形成相对独立的科学体系，

主要通过对物质的化学、物理变化规律与机理的认识，指导药物制剂、剂

型的实践。如：应用胶体化学及流变学的基本原理，指导混悬剂、乳剂、

软膏剂等药物制剂的处方、工艺的设计和优化；应用粉体学原理指导药物

固体制剂的处方、工艺设计和优化；应用化学动力学原理评价、提高药物

制剂稳定性；应用表面化学和络合原理阐述药物的增溶、助溶机理等。物

理药剂学设计的研究范围很广泛，并随着新科学的、新技术的发展而不断

扩展，物理药剂学是药物新剂型发展的理论基础，重大基础理论的建立和

突破必将致使药剂学学科的“飞跃”。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物理化学、药剂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物理化学、药剂

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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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制剂分析

《中药制剂分析》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应用现代分析理论和方法，研

究中药制剂质量的一门应用学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掌握中药

制剂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技能，熟悉常用中药制剂的定性鉴别、检查和

含量测定方法，为进一步研究、整理、制定重要制剂质量标准打下一定的

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学、制药工程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中药药剂学、中

药与方剂学、分析化学、仪器分析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微生物学

本课程是为制药工程、药物制剂专业本科生开设的选修课程。任务主要是

使学生们掌握微生物的形态结构、营养、生理、代谢、生长方式和生长规

律、遗传和变异、传染和免疫、分类和鉴定以及微生物生态学等基础知识，

了解微生物学的发展简史和微生物的重要应用，了解和掌握微生物菌种分

离和培养、观察、菌种保藏以及有害微生物控制等基本微生物学实验技术

原理和方法。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微生物在现代医药领域的

重要作用，为将来适应所在学科的发展作必要准备。

本课程应在学生学过基础化学课程的基

础上讲授。内容上与《生物化学》重复的

部分让学生在课下复习巩固。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学期。

应用光谱解析

本课程面向制药工程、药物制剂等专业讲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全面系

统地学习紫外光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谱及质谱的产生原理，各种谱图

与化合物结构间的关系，谱图的解析和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掌握有机化合物结构分析的一般程序：学会由相对分子量和元素分析数据

推测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分析；能熟练地运用波谱学知识，掌握有机物进行

表征和解析的手段；利用紫外吸收光谱对简单化合物进行鉴定，了解溶剂

性质对吸收光谱的影响；利用红外光谱对复杂化合物进行解析；利用核磁

共振波谱对未知物进行鉴定并对未知物进行定量分析；利用质谱技术对物

质的分子式、结构式进行确定。还应联系实际工作需要，得到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为学习专业课程打下良好基础。

本课程内容以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及仪器

分析等课程的知识点为基础进行展开，内

容紧密联系，并为后期的天然药物化学、

药物化学等专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4或第 5学期。

药物设计学

药物设计学是药学类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它以《有机化学》、《药

物化学》等有关课程为基础。随着化学、生物学、分子药理学、分子生物

学的发展，对于受体及其结构、各种内源性生理活性物质及其与受体作用

的作用模式认识的不断深入，同时生物学黄金时代开创的结构生物学、蛋

白质组学和基因组学等学科的发展大大地充实了药物发现所依赖的生命科

学基础，现代科学和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如组合化学、高通量筛选和计算机

辅助药物设计)改进了药物发现的技术和方法；信息学科的突飞猛进的发

展，出现了各种信息数据库(化合物信息库和生物信息库等)和信息技术(信
息处理和转换技术等)，可以更便捷地检索和搜寻所需要的文献资料数据，

使我们可以在药物研究和开发中更有效地利用一切传统的和现代的知识，

尽快地做出最佳决策，研究水平和效率大为提高，使药物的发现更快捷、

更经济有效。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学等知识基础，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药物化学、药剂学、

药物分析、药理学、药事法规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中药与方剂学

《中药与方剂学》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既能体现中药方剂学的传统理

论与特色，又能体现时代气息的将中药学与方剂的内容精选融合而成的一

门学科，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对中药与方剂的基本理论有进一步的理解，

培养学生掌握中药与方剂学的基本理论和配方组药的操作技能，从现代科

学的角度理解中药的功能主治，掌握中药与方剂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

技能、基本方法，熟悉中药现代化研究的初步方法，加深对中药与方剂学

基本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学风、具备中药与方剂研究

的独立分析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的能力。

在课程建设中既能体现中药方剂学的传

统理论与特色，又能体现时代气息，注重

现代研究与传统研究的结合，它在中药学

与方剂学的基础上，增加了现代科学研究

内容。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毒理学

毒理学是根据药物的理化特性, 运用毒理学的原理和方法, 对药物进行全

面系统的安全性评价并阐明其毒性作用机制, 以便降低药物对人类健康危

害程度的一门科学；其主要目的在于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降低药物不良反

应及减少因药物毒性导致的新药开发失败。在现代医学中许多药物的研究

与研发都是基于药物毒理学展开的。

本课程是以药理学、生物化学、药物化学、

药剂学等课程为必需基础课，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

Ⅱ

药用高分子是药物制剂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程。药用高分子材

料学是将药物制剂学与高分子化学、物理、材料学的有关内容相结合，为

适应药剂学发展需要而设置的一门课程。本课程的任务只着重于一般高分

子材料的理论知识和药用辅料的介绍，要求学生掌握高分子材料的基本理

论和药物制剂中常用高分子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性能及用途，能够将高分

子材料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在普通药物制剂、特别是在长效，控释及靶向

制剂中应用，从而为药物新剂型的研究与开发奠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剂学、高分子化

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药剂学等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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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药物化学Ⅱ

本课程面向药物制剂、制药工程专业讲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

明确天然药物化学在药物开发中的源头地位，建立天然药物的系统概念。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各类天然产物中具有生物活性物质的化学结构、

理化性质、提取分离、结构鉴定、生理活性、天然药物开发等方面的基本

原理和实验技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能熟练运用本课程的相关理论对

天然来源的药材进行提取、分离和对天然产物进行鉴定。本课程的目的是

让学生掌握天然化合物相关理论、性质以及天然活性成分的提取、分离、

纯化、结构鉴定和结构修饰的技能，具有从事天然药物的生产、开发、研

究和管理的能力，为从天然资源中寻找新药或新药先导化合物打下坚实基

础。

本课程内容以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

化学等课程的知识点为基础进行展开，内

容紧密联系，并对后期的生药学、药物化

学等课程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具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制药综合实验

制药专业综合实验是以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为基础，

所进行的关于药物合成、药物制剂和药物分析三方面知识的综合实验。通

过综合实验，进一步学习原料药制备的常用方法、药物剂型的选择原则和

片剂及软膏剂的制备方法，掌握原料药及制剂的质量检测内容和常规的检

测手段。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药学、制药

工程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化学、药物

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药理学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制药认识实习Ⅰ

认识实习是制药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课程，在学习理论课程的基础上，通

过将学生带到生产基地，使学生对化学原料药、生物技术药物、中药和药

用包装材料的生产设备、生产车间、生产工艺有较为全面而直观的了解，

一方面加深和巩固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也培养锻炼学生发现、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感性认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工程学等知

识基础，为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

药理学、药事法规、制药工程学等课程提

供感性认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制药毕业设计

（论文） I （1）

制药毕业设计（论文）是本科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在校学

习成绩的最后检验；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锻炼学生独立工作

能力的有效手段；是综合考核学生掌握和运用所学制药工程基本理论、基

本技能，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通过这一环节着重培养学

生：

1．综合运用所学制药工程专业知识和技能，独立分析和解决制药研究中的

问题能力。

2．熟练运用基本技能（如绘图、计算机应用、翻译、查阅文献等）的能力；

实验研究的能力；组织工作的能力；撰写科技论文和技术报告，正确运用

国家标准和技术语言阐述理论和技术问题的能力。

3．收集加工各种制药产品信息与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4．制药领域中研究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学、制药工程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药物化学、药剂

学、药物分析、药理学、药事法规、制药

工程学、制药工艺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7学期。

制药毕业设计（论

文） I （2）

制药毕业设计（论文）是本科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在校学

习成绩的最后检验；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锻炼学生独立工作

能力的有效手段；是综合考核学生掌握和运用所学制药工程基本理论、基

本技能，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通过这一环节着重培养学

生：

1．综合运用所学制药工程专业知识和技能，独立分析和解决制药研究中的

问题能力。

2．熟练运用基本技能（如绘图、计算机应用、翻译、查阅文献等）的能力；

实验研究的能力；组织工作的能力；撰写科技论文和技术报告，正确运用

国家标准和技术语言阐述理论和技术问题的能力。

3．收集加工各种制药产品信息与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4．制药领域中研究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学、制药工程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药物化学、药剂

学、药物分析、药理学、药事法规、制药

工程学、制药工艺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8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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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工程（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13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能够适应制药产业快速发展需要，掌握制药过程及设备的基本规律和原理，具备制药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实验技能

和工程实践能力，可在制药企业及相关科研院所等单位从事药品研发、生产、工艺过程与设备设计、监督管理、流通经营与科技服务

等工作，具有较强应用创新技能素养和创业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二、培养规格

本专业主要研究药物生产的基本原理、方法技术、生产工艺与设备的开发及设计，学生主要学习制药过程的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受

到制药过程实验技能、工程实践、工程设计与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具备药物的研制与开发、生产工艺设计、药品生产管理等方面的

能力以及较强的应用创新技能素养和创业能力。毕业生应获得以下知识与能力：1．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较好的人文社会科

学基础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2．掌握药品生产制造、工程设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及生产

质量管理与控制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药品生产工艺流程制定与车间设计的方法与原理，掌握药学、制药工程领域的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了解制药工程学科发展前沿，了解新工艺、新产品、新设备、新技术的发展动态； 3．能综合运用所学制药工程领域的知识

理论，分析提出和解决制药过程问题的方案，具有解决制药过程实际问题的能力；4．具有对药物新产品和新工艺进行研究开发和设

计的能力，具有较强应用创新技能素养和创业能力；5．熟悉国家关于药物生产、设计、研发、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与法规。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

与沟通能

力

2.计算机

应用及检

索能力

3.创新创

业精神

4.化学及

物理基础

知识

5.药物质

量控制与

保障

6.药物研

发能力

7.药厂实

践知识

8.药事管

理的法规

及管理规

范

9.剂型设

计与评价

10.药物生

产管理知

识

11.药厂设

计及画图

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信息检索 √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

导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

业概论
√

高等数学Ⅱ（上） √
高等数学Ⅱ（下） √
大学物理 II √
大学物理实验 II √

无机及分析化学 √

无机化学实验 III √
分析化学实验 √

有机化学 II √

有机化学实验 III √
物理化学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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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实验 III √

化工原理Ⅲ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I
√

线性代数 II
工程制图 √ √

仪器分析 II √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
药物化学 √ √ √

制药工程学 √ √

药物分离工程 I √ √
制药工艺学 I √

企业精英大讲堂 √ √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 √

药物合成反应 I √ √

药物分析Ⅱ √ √ √

GMP与药事管理

法规
√ √

制药工程专业英语

制药专业实验 √

市场营销 √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

应用
√

简明生物化学 √

药剂学Ⅱ √ √ √
药理学Ⅱ √ √ √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

学 I
√ √

物理药剂学Ⅱ √ √ √
中药制剂分析 √ √ √

微生物学 √ √

应用光谱解析 √ √
制药专利文献检索

与分析
√

中药与方剂学 √

天然药物化学Ⅱ √ √
毒理学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工程训练 √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 √

制药综合实验 √ √ √ √ √ √

制药认识实习Ⅱ √
制药顶岗实习及毕

业设计（论文）(1)
√ √

制药顶岗实习及毕

业设计（论文）(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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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主要解决药品生产过程中的工程技术问题，涉及药品研发与生产、生产工艺设计与放大、质量控制、新工艺、新设备、GMP改

造等方面，侧重于化学制药。

五、支撑学科

化学、制药工程与技术、药学

六、专业主干课程

无机及分析化学、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有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物理化学实验、工程制图、化工原理、药物化

学、制药工程学、药物分离工程、制药工艺学、药物合成反应、药物分析、GMP与药事管理法规、化工制图与 AutoCAD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4.5 9.5 11.5 25.5 29 48

要求学时 2344+43周 840 128 632 152 184 408 43周 608+43周

所占比例 100% 26.2500% 5.0000% 21.5625% 5.9375% 7.1875% 15.9375% 18.1250% 30.0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药品生产制造、工程设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及生产质量管理与控制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药品生产工艺流程制定与

车间设计的方法与原理，掌握化学、药学、制药工程领域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了解制药工程学科发展前沿，了解新工艺、新设备、

新技术的发展动态。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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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大学体育（1）（Physical
education 1） 1 32 1 考试 x150001

大学体育（2）（Physical
education II） 1 32 1 考试 x150002

大学体育（3）（Physical
education III） 1 32 1 考试 x150003

大学体育（4）（Physical
education IIII） 1 32 1 考试 x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multi media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2 24 16 2 考试 B031006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Major）

1 16 1 考查 B0410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The
Introduct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48 160 13 10.5 11 4.5 2 0.5 0.5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一年级

开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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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4.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Higher
MathematicsⅡ(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Higher
MathematicsⅡ
(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大学物理 II (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 II(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Ⅱ) 1 32 1 考查 B117202

无机及分析化学(Inorganic
andAnalytical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 III(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0.7 0.7 考查 B043017

分析化学实验(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8 24 0.8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 II (Organic
ChemistryII) 4 64 4 考查 B043013

有机化学实验 III(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试 B043018

物理化学 II (Physical
ChemistryⅡ）

4 64 4 考查 B043014

物理化学实验 III（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试 B043019

化工原理Ⅲ（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II) 4.5 64 16 4.5 B043016

小计 34.5 472 160 9.7 4.8 9 11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9.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4

仪器分析 II（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I)

2 24 16 2 考试 B048009

线性代数 II（ Linear Algebra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工程制图(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电工学 II（Electrical
Engineering II) 3 40 8 3 考试 B028405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Chemical Meters and
Automation）

2.5 32 8 2.5 考试 B028102

小计 15.5 216 32 16 8.5 4.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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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药物化学 (Medicinal
Chemistry) 3.5 56 3.5 考试 B044301

制药工程学(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 3 48 3 考试 B044302

药物分离工程

I(Pharmaceutical Separation
Engineering I)

2.5 40 2.5 考试 B044303

制药工艺学 I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I）

2.5 40 2.5 考试 B044304

小计 11.5 184 6.5 5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

向

课

企业精英大讲堂（1）
(Corporate Elite lecture I) 0.5 4 8 0.5 考查 B045001

企业精英大讲堂（2）
(Corporate Elite lecture II) 0.5 4 8 0.5 考查 B045002

企业精英大讲堂（3）
(Corporate Elite lecture III) 0.5 4 8 0.5 考查 B045003

企业精英大讲堂（4）
(Corporate Elite lecture IIII) 0.5 4 8 0.5 考查 B045004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Chemical Engineering
Cartography and Auto CAD
I )

2.5 24 16 16 2.5 考查 B045201

药物合成反应 I (Organic
Reactions for Drug Synthesis
I)

2.5 40 2.5 考试 B045301

药物分析Ⅱ（pharmaceutical
analysisⅡ）

2.5 40 2.5 考试 B045302

GMP与药事管理法规(GMP
and Pharmaceutical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2.5 40 2.5 考试 B045303

制药工程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in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2 16 32 2 考试 B045304

制药专业实验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Speciality
Experiment)

2 64 2 考查 B045305

小计 16 176 64 16 80 0.5 0.5 7.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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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9.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市场营销(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6231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用

(Computer Application in
Chemistry)

2 24 16 2 考试 B046101

简明生物化学(Concise
bio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46402

药剂学Ⅱ（Pharmaceutics
Ⅱ）

2.5 40 2.5 考试 B046301

药理学Ⅱ(PharmacologyⅡ) 2.5 40 2.5 考试 B046302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 I
（Pharmaceutical Botany
and Pharmakognosie I）

2.5 40 2.5 考试 B046303

物理药剂学Ⅱ（Physical
PharmacyⅡ）

2 32 2 考查 B046304

中药制剂分析（Analysis of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

2.5 40 2.5 考试 B046305

微生物学(Microbiology) 2.5 32 16 2.5 考试 B046306

应用光谱解析（Spectrum
Elucidation） 2.5 32 16 2.5 考试 B046307

制药专利文献检索与分析

(Pharmaceutical patent
literature search and
analysis)

1 16 1 考查 B046308

中药与方剂学(Chinese
Medicine and Preparations ) 2 32 2 考试 B046311

天然药物化学Ⅱ（Medicinal
Chemistry of Natural
Products II）

2 32 2 考试 B046315

毒理学(Toxicology) 2 32 2 考试 B046312

服务营销学(Services
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8201

全球营销( Global
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8202

品牌管理(Brand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8203

小计 35.5 552 16 16 2 15.5 18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9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Volunteer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Security
Education)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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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工程训练(Engineering
Practice) 2 2周 2 考查 B017102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Design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Principle)

1 1周 1 考查 B047001

制药综合实验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3 3周 3 考查 B047302

制药认识实习Ⅱ(Cognition
Practice in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Ⅱ)

1 1周 1 考查 B047303

制药顶岗实习及毕业设计

（论文）(1)(Graduation
Design or Dissertation (I) in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

10 18周 10 考查 B047307

制药顶岗实习及毕业设计

（论文）(2)(Graduation
Design or Dissertation (II) in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

10 18周 10 考查 B047308

小计 29 43周 2 1 2 1 3 10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药物化学

《药物化学》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化学药物的化学结构、理化性质、制备原理、

体内代谢、构效关系、药物作用的化学机理以及寻找新药的途径和方法的一门学科。

药物化学是制药工程、药物制剂专业必修的核心专业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

为合理了解化学药物、开发新药提供理论依据，为从事新药研究奠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和生物

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有机化

学、生物化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学期。

制药工程学

制药工程学是制药工程专业的主干专业课程，是在综合运用先修课程知识的基础

上，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工程实际衔接起来，使学生能够从工程和

经济的角度去考虑技术问题，并逐步实现由学生向制药工程师的转变。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掌握制药工程项目的基本设计程序和方法；掌握工艺流程设计的基本原则

和方法以及不同深度的工艺流程图；掌握基本的制药工艺计算——物料衡算和能量

衡算；掌握原料药生产的关键设备——反应器的基本原理、设计计算及选型；掌握

制药专用设备的工作原理、特点及选用方法；掌握制药工程非工艺设计的基本知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等数学、

物理化学、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化

工制图、制药化工原理、制药工程

自动控制、化学制药工艺学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药物分离工程 I

药物分离工程是制药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其主要任务是研究药物提取、

分离、纯化的理论与技术，主要利用待分离的物系中的有效成分与共存杂质之间在

物理、化学及生物学性质上的差异而进行分离。药物分离工程涉及化学与生物交叉

领域，集成了化学分离与生物分离原理与技术。由于药物的纯度和杂质含量与其药

效、毒副作用、价格等息息相关，使得分离过程在制药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

要，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为有效制备理想药物提供理论依据，也为从事新药研

究奠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学、制药

工程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药

物化学、天然药物化学、生药学、

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化工原理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
期。

制药工艺学 I

《制药工艺学 I》是制药工程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它是研究化学制药的工艺路线的

设计选择、药物合成工艺条件研究以及三废”防治的一门科学。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以及相应的实验的训练，使学生能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掌握化学药物的有机合

成、生产工艺和试验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技能。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多门化学的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化工原理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药物合成反应 I

《药物合成反应 I》是制药工程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是在有机化学的基础上，以有

机合成药物作为研究对象，深入细致地研究药物合成的基本反应和方法的一门课

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较系统地掌握常见的重要有机药物合成反应、

反应的影响因素、反应的选择性及反应的实际应用，培养学生在药物合成中的实际

工作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的基础

知识，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有机

化学、分析化学、药物化学、化学

制药工艺学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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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分析Ⅱ

药物分析是一门研究和发展药品全面质量控制的“方法学科”，研究运用化学、物理

化学或生物化学的方法和技术来研究和探索药物及其制剂质量控制的一般规律，主

要阐述化学合成药物或化学结构明确的天然药物及其制剂的质量问题（不包括有关

毒理学，生物学及微生物学等分析内容）的一门课程。药物分析是药学专业的一门

主要专业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多门化学的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天然药物化学、药理学，

GMP与药事管理法规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GMP与药事管理

法规

GMP与药事管理法规是高等药学教育制药工程类专业的专业课程之一，是研究有

关药品管理活动的内容、方法、原理及其规律的学科，是药学与管理科学、法学、

经济学、社会学等互相交叉渗透而形成的边缘学科。通过本课程，使学生了解现代

药学实践中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原理；熟悉我国和国外药事体制及组织机

构；明确药品质量与管理的关系规律；掌握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和药师职业道德与行

为准则；并培养学生运用药事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除了要求学生掌

握必要的药学专业课知识外，对管

理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卫

生管理学等学科应有所了解和掌

握，以便更好地学习、掌握和运用

这门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制药工程专业英语

制药工程专业英语主要讲授制药工程专业词汇与短语、原文文献和阅读材料。阅读

材料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为学生开拓视野和训练阅读技能提供合适的材料。通过

学习本课程使学生掌握基本的专业词汇与短语，能够相对独立地阅读英文原文文献

及熟悉专业文献翻译的一些方法。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英语、药学

和制药工程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

为英语、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理

学、化工原理及制药工程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制药专业实验

制药专业实验是制药工程专业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药物合成、药物制剂和药

物分析等专业实验的学习可以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熟悉基本实验操作技

能，提高动手能力、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药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化学、药

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药剂学Ⅱ

药剂学是研究药物配制理论、生产技术以及质量控制合理利用等内容的综合性应用

技术学科。其基本任务是研究将药物制成适宜的剂型，保证以质量优良的制剂满足

医疗卫生工作的需要。由于方剂调配和制剂制备的原理和技术操作大致相同，将两

部分合在一起论述的学科，称药剂学。现代药剂学有很大发展，还包括生物药剂学、

物理药剂学、化学药剂学，工业药剂学等。

本课程是以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

课程为必需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5学期。

药理学Ⅱ

药理学是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研究药物与机体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其原理，并为临床

合理用药防治疾病与新药研究提供基本理论的一门药学基础学科，在药学课程中它

以生理生化及病原微生物学等为基础，也是联系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医学与药学

的桥梁学科。

本门课程的任务是⑴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机体对药物的作用，包括药物在体内的

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过程，特别是血药浓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作为药物治疗

学的基础理论，指导临床的合理用药； ⑵药物效应动力学：研究药物对机体的作

用，包括药物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等；对药效学和药动学的深入研究又是开发新

药的重要组成部分；⑶影响药效学和药动学的各种因素。通过药理学的理论与实验

教学为临床合理用药防治疾病提供理论基础；同时在正确掌握药理学基础理论、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培养学生观察、分析、综合和独立解决问题的工作能

力，为培养基础与临床医学及药学专业人才奠定基础。

本课程是联系基础医学与临床医

学、医学与药学的桥梁课程。⑴ 阐

明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

和规律，作为药物治疗学的基础理

论，指导临床的合理用药；⑵对药

效学和药动学的深入研究又是开发

新药的重要组成部分；⑶药理学研

究的不断进步又为生命科学的其它

领域提供重要的科学资料，是推动

生命科学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学科

之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

学 I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 I是药物制剂、制药工程专业的重要专业课。药用植物学是一

门研究具有医疗保健作用的植物形态、组织、生理功能、分类鉴定、细胞组织培养、

资源开发和合理利用的科学。生药学是研究生药的名称、来源、鉴定、活性成分、

生产、采制、品质评价及开发利用的科学。学习本课程是为了使学生熟悉和掌握药

用植物学与生药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础技能，把祖国药学的宝贵遗产和现

代药学较好的结合起来，以期能更好的利用我国丰富的天然药物资源，为人民保健

事业服务。

本课程是以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等课

程为必需基础课开设的，同时又与

天然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

等专业课程相关。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或第 6学期。

物理药剂学Ⅱ

应用物理化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手段研究药剂学中有关药物剂型设计的一门理论

学科。在 20世纪 50年代该科学已基本形成相对独立的科学体系，主要通过对物质

的化学、物理变化规律与机理的认识，指导药物制剂、剂型的实践。如：应用胶体

化学及流变学的基本原理，指导混悬剂、乳剂、软膏剂等药物制剂的处方、工艺的

设计和优化；应用粉体学原理指导药物固体制剂的处方、工艺设计和优化；应用化

学动力学原理评价、提高药物制剂稳定性；应用表面化学和络合原理阐述药物的增

溶、助溶机理等。物理药剂学设计的研究范围很广泛，并随着新科学的、新技术的

发展而不断扩展，物理药剂学是药物新剂型发展的理论基础，重大基础理论的建立

和突破必将致使药剂学学科的“飞跃”。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物理化学、

药剂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物

理化学、药剂学等课程，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中药制剂分析

《中药制剂分析》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应用现代分析理论和方法，研究中药制

剂质量的一门应用学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掌握中药制剂分析的基本原

理和实验技能，熟悉常用中药制剂的定性鉴别、检查和含量测定方法，为进一步研

究、整理、制定重要制剂质量标准打下一定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学、制药

工程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中

药药剂学、中药与方剂学、分析化

学、仪器分析等课程，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227
227



微生物学

本课程是为制药工程、药物制剂专业本科生开设的选修课程。任务主要是使学生们

掌握微生物的形态结构、营养、生理、代谢、生长方式和生长规律、遗传和变异、

传染和免疫、分类和鉴定以及微生物生态学等基础知识，了解微生物学的发展简史

和微生物的重要应用，了解和掌握微生物菌种分离和培养、观察、菌种保藏以及有

害微生物控制等基本微生物学实验技术原理和方法。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了解微生物在现代医药领域的重要作用，为将来适应所在学科的发展作必要准备。

本课程应在学生学过基础化学课程

的基础上讲授。内容上与《生物化

学》重复的部分让学生在课下复习

巩固。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应用光谱解析

本课程面向制药工程、药物制剂等专业讲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全面系统地学习

紫外光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谱及质谱的产生原理，各种谱图与化合物结构间的

关系，谱图的解析和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有机化合物结构分析的

一般程序：学会由相对分子量和元素分析数据推测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分析；能熟练

地运用波谱学知识，掌握有机物进行表征和解析的手段；利用紫外吸收光谱对简单

化合物进行鉴定，了解溶剂性质对吸收光谱的影响；利用红外光谱对复杂化合物进

行解析；利用核磁共振波谱对未知物进行鉴定并对未知物进行定量分析；利用质谱

技术对物质的分子式、结构式进行确定。还应联系实际工作需要，得到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为学习专业课程打下良好基础。

本课程内容以有机化学、分析化学

及仪器分析等课程的知识点为基础

进行展开，内容紧密联系，并为后

期的天然药物化学、药物化学等专

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4或第 5学期。

中药与方剂学

《中药与方剂学》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既能体现中药方剂学的传统理论与特色，

又能体现时代气息的将中药学与方剂的内容精选融合而成的一门学科，通过教学活

动使学生对中药与方剂的基本理论有进一步的理解，培养学生掌握中药与方剂学的

基本理论和配方组药的操作技能，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理解中药的功能主治，掌握中

药与方剂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技能、基本方法，熟悉中药现代化研究的初步方

法，加深对中药与方剂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学风、具备

中药与方剂研究的独立分析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的能力。

在课程建设中既能体现中药方剂学

的传统理论与特色，又能体现时代

气息，注重现代研究与传统研究的

结合，它在中药学与方剂学的基础

上，增加了现代科学研究内容。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天然药物化学Ⅱ

本课程面向药物制剂、制药工程专业讲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明确天然

药物化学在药物开发中的源头地位，建立天然药物的系统概念。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掌握各类天然产物中具有生物活性物质的化学结构、理化性质、提取分离、结构鉴

定、生理活性、天然药物开发等方面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技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能熟练运用本课程的相关理论对天然来源的药材进行提取、分离和对天然产物进行

鉴定。本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天然化合物相关理论、性质以及天然活性成分的

提取、分离、纯化、结构鉴定和结构修饰的技能，具有从事天然药物的生产、开发、

研究和管理的能力，为从天然资源中寻找新药或新药先导化合物打下坚实基础。

本课程内容以有机化学、分析化学、

生物化学等课程的知识点为基础进

行展开，内容紧密联系，并对后期

的生药学、药物化学等课程奠定了

理论基础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毒理学

毒理学是根据药物的理化特性, 运用毒理学的原理和方法, 对药物进行全面系统的

安全性评价并阐明其毒性作用机制, 以便降低药物对人类健康危害程度的一门科

学；其主要目的在于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降低药物不良反应及减少因药物毒性导致

的新药开发失败。在现代医学中许多药物的研究与研发都是基于药物毒理学展开

的。

本课程是以药理学、生物化学、药

物化学、药剂学等课程为必需基础

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制药综合实验

制药专业综合实验是以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为基础，所进行

的关于药物合成、药物制剂和药物分析三方面知识的综合实验。通过综合实验，进

一步学习原料药制备的常用方法、药物剂型的选择原则和片剂及软膏剂的制备方

法，掌握原料药及制剂的质量检测内容和常规的检测手段。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药学、

制药工程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化学、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

析、药理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制药认识实习Ⅱ

认识实习是制药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课程，在学习理论课程的基础上，通过将学生

带到生产基地，使学生对化学原料药、生物技术药物、中药和药用包装材料的生产

设备、生产车间、生产工艺有较为全面而直观的了解，一方面加深和巩固学生对基

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也培养锻炼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今后工

作奠定良好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工程

学等知识基础，为药物化学、药剂

学、药物分析、药理学、药事法规、

制药工程学等课程提供感性认识，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制药顶岗实习及毕

业设计（论文）(1)

制药顶岗实习及毕业设计（论文）（1）是本科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

生在校学习成绩的最后检验；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锻炼学生独立工作

能力的有效手段；是综合考核学生掌握和运用所学制药工程基本理论、基本技能，

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通过这一环节着重培养学生：

1．综合运用所学制药工程专业知识和技能，独立分析和解决制药研究中的问题能

力。

2．熟练运用基本技能（如绘图、计算机应用、翻译、查阅文献等）的能力；实验

研究的能力；组织工作的能力；撰写科技论文和技术报告，正确运用国家标准和技

术语言阐述理论和技术问题的能力。

3．收集加工各种制药产品信息与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4．制药领域中研究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学、制药

工程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药

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药理

学、药事法规、制药工程学、制药

工艺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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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顶岗实习及毕

业设计（论文）(2)

制药顶岗实习及毕业设计（论文）（2）是本科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

生在校学习成绩的最后检验；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锻炼学生独立工作

能力的有效手段；是综合考核学生掌握和运用所学制药工程基本理论、基本技能，

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通过这一环节着重培养学生：

1．综合运用所学制药工程专业知识和技能，独立分析和解决制药研究中的问题能

力。

2．熟练运用基本技能（如绘图、计算机应用、翻译、查阅文献等）的能力；实验

研究的能力；组织工作的能力；撰写科技论文和技术报告，正确运用国家标准和技

术语言阐述理论和技术问题的能力。

3．收集加工各种制药产品信息与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4．制药领域中研究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学、制药

工程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药

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药理

学、药事法规、制药工程学、制药

工艺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8
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1.对于由应用型转学术型的学生，可选择专业任选课模块中的高级无机化学、高级分析化学、高级有机化学、高级物理化学课程补足学科

（专业）基础必修课模块中的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的学分，满足学术型培养方案的要求方能毕业。

2.对于应用型和学术型互转的学生，不同模块中的相同学时、学分的课程可以学分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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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工程(菏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13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能够适应制药产业快速发展需要，掌握制药过程及设备的基本规律和原理，具备制药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实验技能

和工程实践能力，可在制药企业及相关科研院所等单位从事药品研发、生产、工艺过程与设备设计、监督管理、流通经营等工作，具

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二、培养规格

本专业主要研究药物生产的基本原理、方法技术、生产工艺与设备的开发及设计，学生主要学习制药过程的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受

到制药过程实验技能、工程实践、工程设计与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具备药物的研制与开发、生产工艺设计、药品生产管理等方面的

能力以及创新能力。毕业生应获得以下知识与能力：

1．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

2．掌握药品生产制造、工程设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及生产质量管理与控制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药品生产工艺流程制定与车间设

计的方法与原理，掌握化学、药学、制药工程领域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了解制药工程学科发展前沿，了解新工艺、新设备、新技

术的发展动态；

3．能综合运用所学制药工程领域的知识理论，分析提出和解决制药过程问题的方案，具有解决制药过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4．具有对药物新产品和新工艺进行研究开发和设计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5．熟悉国家关于药物生产、设计、研发、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与法规。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

与沟通

能力

2.创新创

业精神

3.化学及

物理基

础知识

4.药物质

量控制

与分析

知识

5.药物研

发能力

6.药厂实

践知识

7.药事管

理的法

规及管

理规范

8.剂型设

计与评

价

9.药物生

产管理

知识

10.药品

营销与

流通管

理

11.计算

机应用

与计算

机检索

能力

12.逻辑

思维与

数学计

算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高等数学Ⅱ（上） √

高等数学Ⅱ（下） √

大学物理 II √
大学物理实验 II √

无机化学 √

无机化学实验 √
分析化学 √

分析化学实验 √

有机化学 III √
有机化学实验 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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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 III √

物理化学实验 III √
化工原理Ⅲ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I √
线性代数 II √ √

工程制图 √ √

仪器分析 II √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
药物化学 √ √

制药工程学 √ √
药物分离工程 I √

制药工艺学 I √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

药物合成反应 I √ √ √

药物分析Ⅱ √ √

GMP与药事管理法规 √ √ √
制药工程专业英语 √

制药专业实验 √ √

市场营销 √ √ √
电工学 II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

用
√

知识产权实务 √
药学综合 √

简明生物化学 √

药剂学Ⅱ √ √ √ √
药理学Ⅱ √ √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

I
√ √

物理药剂学Ⅱ √ √ √ √
中药制剂分析 √ √ √

微生物学 √
应用光谱解析 √
制药专利文献检索与

分析
√

中药与方剂学 √ √ √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Ⅱ √
药物设计学 √

高级无机化学 √

高级分析化学 √
高级有机化学 √

高级物理化学 √

天然药物化学Ⅱ √ √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工程训练 √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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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综合实验 √ √ √

制药认识实习Ⅱ √ √ √
制药生产实习 √ √ √

制药毕业实习 √ √ √

制药毕业设计（论文）

Ⅱ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主要解决药品生产过程中的工程技术问题，涉及药品研发与生产、生产工艺设计与放大、质量控制、新工艺、新设备、GMP改

造等方面，侧重于化学制药。

五、支撑学科

化学、制药工程与技术、药学

六、专业主干课程

无机化学、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有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物理化学实验、工程制图、化工原理、

药物化学、制药工程学、药物分离工程、制药工艺学、药物合成反应、药物分析、GMP与药事管理法规、化工制图与 AutoCAD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40.5 9.5 11.5 22.5 26 44

要求学时 2192+32周 672 128 648 152 184 408 32周 576+32周

所占比例 100% 26.2500% 5.0000% 25.3125% 5.9375% 7.1875% 14.0625% 16.2500% 27.50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药品生产制造、工程设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及生产质量管理与控制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药品生产工艺流程制定

与车间设计的方法与原理，掌握化学、药学、制药工程领域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了解制药工程学科发展前沿，了解新工艺、新设

备、新技术的发展动态。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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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大学体育（1）（Physical
education 1） 1 32 1 考试 x150001

大学体育（2）（Physical
education II） 1 32 1 考试 x150002

大学体育（3）（Physical
education III） 1 32 1 考试 x150003

大学体育（4）（Physical
education IIII） 1 32 1 考试 x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multi media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2 24 16 2 考试 B031006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Major）

1 16 1 考查 B0410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48 160 13 10.5 11 4.5 2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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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一年级

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40.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

Higher
MathematicsⅡ
(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大学物理 II
(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

II(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Ⅱ)

1 32 1 考查 B117202

无机化学

(Inorganic
Chemistry )

4.5 72 4.5 考试 B043001

无机化学实验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0.7 24 0.7 考查 B043002

分析化学

(Analytical
Chemistry)

3 48 3 考试 B043004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8 24 0.8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

III(Organic
Chemistry III)

5.5 88 5.5 考试 B043023

有机化学实验

III(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8

物理化学

III(Physical
Chemistry III）

5 80 5 考试 B043015

物理化学实验

III(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9

化工原理Ⅲ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III)

4.5 64 16 4.5 考试 B043016

小计 40.5 568 160 10.2 13.3 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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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9.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 II（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4

线性代数 II
（ Linear Algebra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仪器分析

II(Instrumental
Analysis II)

2 24 16 2 考试 B048009

化工仪表及自动

化（Chemical
Meters and
Automation）

2.5 32 8 2.5 考试 B028102

小计 12.5 176 24 16 5.5 4.5 2.5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药物化学

(Medicinal
Chemistry)

3.5 56 3.5 考试 B044301

制药工程学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

3 48 3 考试 B044302

药物分离工程

I(Pharmaceutical
Separation
Engineering I)

2.5 40 2.5 考试 B044303

制药工艺学 I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I）

2.5 40 2.5 考试 B044304

小计 11.5 184 6.5 5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课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Chemical
Engineering
Cartography and
Auto CAD I )

2.5 24 16 16 2.5 考查 B045201

药物合成反应 I
(Organic Reactions
for Drug Synthesis
I)

2.5 40 2.5 考试 B04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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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分析Ⅱ

（pharmaceutical
analysisⅡ）

2.5 40 2.5 考试 B045302

GMP与药事管理

法规(GMP and
Pharmaceutical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2.5 40 2.5 考试 B045303

制药工程专业英

语（Professional
English in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2 32 2 考试 B045304

制药专业实验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Speciality
Experiment)

2 64 2 考查 B045305

小计 14 176 64 16 16 7 7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8.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市场营销

(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6231

电工学

II(Electrical
Engineering)

3 40 8 3 考试 B026431

计算机在化学中

的应用(Computer
Application in
Chemistry)

2 24 16 2 考试 B046101

知识产权实务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actice)

2 16 32 2 考试 B046102

药学综合

(Comprehensive
Pharmacys)

2 32 2 考查 B046510

简明生物化学

(Concise
bio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46402

药剂学Ⅱ

（Pharmaceutics
Ⅱ）

2.5 40 2.5 考试 B046301

药理学

Ⅱ(Pharmacology
Ⅱ)

2.5 40 2.5 考试 B046302

药用植物学与生

药学 I
（Pharmaceutical
Botany and
Pharmakognosie I）

2.5 40 2.5 考试 B046303

物理药剂学Ⅱ

（Physical
PharmacyⅡ）

2 32 2 考查 B046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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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制剂分析

（Analysis of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

2.5 40 2.5 考试 B046305

微生物学

(Microbiology)
2.5 32 16 2.5 考试 B046306

应用光谱解析

（Spectrum
Elucidation）

2.5 32 16 2.5 考试 B046307

制药专利文献检

索与分析

(Pharmaceutical
patent literature
search and
analysis)

1 16 1 考查 B046308

中药与方剂学

(Chinese Medicine
and Preparations )

2 32 2 考试 B046311

药用高分子材料

学Ⅱ（Polymer
Science in
PharmaceuticsⅡ）

2.5 40 2.5 考试 B046313

药物设计学(The
Principle of Drug
Design)

2 32 2 考试 B046309

高级无机化学

(Advanced
Inorganic
Chemistry)

3 48 3 考查 B046002

高级分析化学

(Advanced
Analytical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7

高级有机化学

(Advanced
Organic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3

高级物理化学

(Advanced
Physical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4

天然药物化学Ⅱ

（Medicinal
Chemistry of
Natural Products
II）

2 32 2 考试 B046315

化工单元操作原

理(Principles of
chemical unit
operation )

2 32 2 考查 B046005

小计 50.5 768 24 16 32 3 20 14.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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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6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Volunteer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Securi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工程训练(Engineering
Practice)

2 2周 2 考查 B017102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Design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Principle)

1 1周 1 考查 B047001

制药综合实验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3 3周 3 考查 B047302

制药认识实习Ⅱ（Cognition
Practice in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Ⅱ）

1 1周 1 考查 B047303

制药生产实习 (Production
Practice in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3 3周 3 考查 B047304

制药毕业实习(Graduation
exercitation in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4 4周 4 考查 B047305

制药毕业设计（论文）

Ⅱ(Graduation Design or
DissertationⅡ in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

10 18周 10 考查 B047306

小计 26 32周 2 1 2 4 3 4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药物化学

《药物化学》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化学药物的化学结构、理化性质、制备原

理、体内代谢、构效关系、药物作用的化学机理以及寻找新药的途径和方法的

一门学科。药物化学是制药工程、药物制剂专业必修的核心专业课，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能够为合理了解化学药物、开发新药提供理论依据，为从事新药研

究奠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和生物

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有机化

学、生物化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学期。

制药工程学

制药工程学是制药工程专业的主干专业课程，是在综合运用先修课程知识的基

础上，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工程实际衔接起来，使学生能够从

工程和经济的角度去考虑技术问题，并逐步实现由学生向制药工程师的转变。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掌握制药工程项目的基本设计程序和方法；掌握工艺流程

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以及不同深度的工艺流程图；掌握基本的制药工艺计算

——物料衡算和能量衡算；掌握原料药生产的关键设备——反应器的基本原

理、设计计算及选型；掌握制药专用设备的工作原理、特点及选用方法；掌握

制药工程非工艺设计的基本知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等数学、

物理化学、化工设备机械基础、化

工制图、制药化工原理、制药工程

自动控制、化学制药工艺学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药物分离工程 I

药物分离工程是制药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其主要任务是研究药物提

取、分离、纯化的理论与技术，主要利用待分离的物系中的有效成分与共存杂

质之间在物理、化学及生物学性质上的差异而进行分离。药物分离工程涉及化

学与生物交叉领域，集成了化学分离与生物分离原理与技术。由于药物的纯度

和杂质含量与其药效、毒副作用、价格等息息相关，使得分离过程在制药过程

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为有效制备理想药物提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学、制药

工程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药

物化学、天然药物化学、生药学、

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化工原理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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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依据，也为从事新药研究奠定基础。

制药工艺学 I

《制药工艺学 I》是制药工程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它是研究化学制药的工艺路

线的设计选择、药物合成工艺条件研究以及三废”防治的一门科学。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以及相应的实验的训练，使学生能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掌握化学

药物的有机合成、生产工艺和试验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技能。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多门化学的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化工原理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药物合成反应 I

《药物合成反应 I》是制药工程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是在有机化学的基础上，

以有机合成药物作为研究对象，深入细致地研究药物合成的基本反应和方法的

一门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较系统地掌握常见的重要有机药物

合成反应、反应的影响因素、反应的选择性及反应的实际应用，培养学生在药

物合成中的实际工作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的基础

知识，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有机

化学、分析化学、药物化学、化学

制药工艺学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药物分析Ⅱ

药物分析是一门研究和发展药品全面质量控制的“方法学科”，研究运用化学、

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的方法和技术来研究和探索药物及其制剂质量控制的一

般规律，主要阐述化学合成药物或化学结构明确的天然药物及其制剂的质量问

题（不包括有关毒理学，生物学及微生物学等分析内容）的一门课程。药物分

析是药学专业的一门主要专业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多门化学的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天然药物化学、药理学，

GMP与药事管理法规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GMP与药事管理法规

GMP与药事管理法规是高等药学教育制药工程类专业的专业课程之一，是研

究有关药品管理活动的内容、方法、原理及其规律的学科，是药学与管理科学、

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互相交叉渗透而形成的边缘学科。通过本课程，使学

生了解现代药学实践中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原理；熟悉我国和国外药

事体制及组织机构；明确药品质量与管理的关系规律；掌握我国药品管理法规

和药师职业道德与行为准则；并培养学生运用药事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除了要求学生掌

握必要的药学专业课知识外，对管

理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卫

生管理学等学科应有所了解和掌

握，以便更好地学习、掌握和运用

这门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制药工程专业英语

制药工程专业英语主要讲授制药工程专业词汇与短语、原文文献和阅读材料。

阅读材料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为学生开拓视野和训练阅读技能提供合适的材

料。通过学习本课程使学生掌握基本的专业词汇与短语，能够相对独立地阅读

英文原文文献及熟悉专业文献翻译的一些方法。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英语、药学

和制药工程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

为英语、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理

学、化工原理及制药工程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制药专业实验

制药专业实验是制药工程专业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药物合成、药物制剂

和药物分析等专业实验的学习可以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熟悉基本实验

操作技能，提高动手能力、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药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化学、药

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药学综合

药学综合是制药工程、药物制剂专业、药学专业的选修课之一，以药学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为主线，以药物的发现与制备、药物的理化性质、药物研究与开

发、药物分子与机体细胞（生物大分子）之间相互作用、药品生产、药品质量

控制、药品流通、药品使用及药事管理等为线索，融会贯通药学类专业药物化

学、药剂学、药物分析、药理学、药事法规相关专业课程的内容，使药学类专

业学生能够系统掌握药学专业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深入理解药学学科以及药

学职业的内涵。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药学专业基本理论和知识进行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合格药学专业人才。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学等知识

基础，先修课程为药物化学、药剂

学、药物分析、药理学、药事法规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药剂学Ⅱ

药剂学是研究药物配制理论、生产技术以及质量控制合理利用等内容的综合性

应用技术学科。其基本任务是研究将药物制成适宜的剂型，保证以质量优良的

制剂满足医疗卫生工作的需要。由于方剂调配和制剂制备的原理和技术操作大

致相同，将两部分合在一起论述的学科，称药剂学。现代药剂学有很大发展，

还包括生物药剂学、物理药剂学、化学药剂学，工业药剂学等。

本课程是以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

课程为必需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5学期。

药理学Ⅱ

药理学是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研究药物与机体间相互作用规律及其原理，并为

临床合理用药防治疾病与新药研究提供基本理论的一门药学基础学科，在药学

课程中它以生理生化及病原微生物学等为基础，也是联系基础医学与临床医

学、医学与药学的桥梁学科。

本门课程的任务是⑴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机体对药物的作用，包括药物在体

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过程，特别是血药浓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作为

药物治疗学的基础理论，指导临床的合理用药； ⑵药物效应动力学：研究药

物对机体的作用，包括药物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等；对药效学和药动学的深

入研究又是开发新药的重要组成部分；⑶影响药效学和药动学的各种因素。通

过药理学的理论与实验教学为临床合理用药防治疾病提供理论基础；同时在正

确掌握药理学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培养学生观察、分析、

综合和独立解决问题的工作能力，为培养基础与临床医学及药学专业人才奠定

基础。

本课程是联系基础医学与临床医

学、医学与药学的桥梁课程。⑴ 阐

明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

和规律，作为药物治疗学的基础理

论，指导临床的合理用药；⑵对药

效学和药动学的深入研究又是开发

新药的重要组成部分；⑶药理学研

究的不断进步又为生命科学的其它

领域提供重要的科学资料，是推动

生命科学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学科

之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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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

I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 I是药物制剂、制药工程专业的重要专业课。药用植物学

是一门研究具有医疗保健作用的植物形态、组织、生理功能、分类鉴定、细胞

组织培养、资源开发和合理利用的科学。生药学是研究生药的名称、来源、鉴

定、活性成分、生产、采制、品质评价及开发利用的科学。学习本课程是为了

使学生熟悉和掌握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础技能，把

祖国药学的宝贵遗产和现代药学较好的结合起来，以期能更好的利用我国丰富

的天然药物资源，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

本课程是以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等课

程为必需基础课开设的，同时又与

天然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

等专业课程相关。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或第 6学期。

物理药剂学Ⅱ

应用物理化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手段研究药剂学中有关药物剂型设计的一门

理论学科。在 20世纪 50年代该科学已基本形成相对独立的科学体系，主要通

过对物质的化学、物理变化规律与机理的认识，指导药物制剂、剂型的实践。

如：应用胶体化学及流变学的基本原理，指导混悬剂、乳剂、软膏剂等药物制

剂的处方、工艺的设计和优化；应用粉体学原理指导药物固体制剂的处方、工

艺设计和优化；应用化学动力学原理评价、提高药物制剂稳定性；应用表面化

学和络合原理阐述药物的增溶、助溶机理等。物理药剂学设计的研究范围很广

泛，并随着新科学的、新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物理药剂学是药物新剂型发

展的理论基础，重大基础理论的建立和突破必将致使药剂学学科的“飞跃”。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物理化学、

药剂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物

理化学、药剂学等课程，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中药制剂分析

《中药制剂分析》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应用现代分析理论和方法，研究中

药制剂质量的一门应用学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掌握中药制剂分析

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技能，熟悉常用中药制剂的定性鉴别、检查和含量测定方法，

为进一步研究、整理、制定重要制剂质量标准打下一定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学、制药

工程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中

药药剂学、中药与方剂学、分析化

学、仪器分析等课程，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微生物学

本课程是为制药工程、药物制剂专业本科生开设的选修课程。任务主要是使学

生们掌握微生物的形态结构、营养、生理、代谢、生长方式和生长规律、遗传

和变异、传染和免疫、分类和鉴定以及微生物生态学等基础知识，了解微生物

学的发展简史和微生物的重要应用，了解和掌握微生物菌种分离和培养、观察、

菌种保藏以及有害微生物控制等基本微生物学实验技术原理和方法。通过这门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微生物在现代医药领域的重要作用，为将来适应所在

学科的发展作必要准备。

本课程应在学生学过基础化学课程

的基础上讲授。内容上与《生物化

学》重复的部分让学生在课下复习

巩固。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应用光谱解析

本课程面向制药工程、药物制剂等专业讲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全面系统地

学习紫外光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谱及质谱的产生原理，各种谱图与化合物

结构间的关系，谱图的解析和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有机化合

物结构分析的一般程序：学会由相对分子量和元素分析数据推测有机化合物的

结构分析；能熟练地运用波谱学知识，掌握有机物进行表征和解析的手段；利

用紫外吸收光谱对简单化合物进行鉴定，了解溶剂性质对吸收光谱的影响；利

用红外光谱对复杂化合物进行解析；利用核磁共振波谱对未知物进行鉴定并对

未知物进行定量分析；利用质谱技术对物质的分子式、结构式进行确定。还应

联系实际工作需要，得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为学习

专业课程打下良好基础。

本课程内容以有机化学、分析化学

及仪器分析等课程的知识点为基础

进行展开，内容紧密联系，并为后

期的天然药物化学、药物化学等专

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4或第 5学期。

制药专利文献检索与

分析

本课程分析了我国制药企业专利信息检索和分析的重要性,提出了制药企业的

专利信息检索和分析的策略,为制药企业进行有效的专利管理并提升企业的专

利竞争力提供参考。

本课程是以药理学、药物化学、药

剂学等课程为必需基础课，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6学期。

中药与方剂学

《中药与方剂学》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既能体现中药方剂学的传统理论与

特色，又能体现时代气息的将中药学与方剂的内容精选融合而成的一门学科，

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对中药与方剂的基本理论有进一步的理解，培养学生掌握

中药与方剂学的基本理论和配方组药的操作技能，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理解中药

的功能主治，掌握中药与方剂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技能、基本方法，熟悉

中药现代化研究的初步方法，加深对中药与方剂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

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学风、具备中药与方剂研究的独立分析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

的能力。

在课程建设中既能体现中药方剂学

的传统理论与特色，又能体现时代

气息，注重现代研究与传统研究的

结合，它在中药学与方剂学的基础

上，增加了现代科学研究内容。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Ⅱ

药用高分子是药物制剂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程。药用高分子材料学

是将药物制剂学与高分子化学、物理、材料学的有关内容相结合，为适应药剂

学发展需要而设置的一门课程。本课程的任务只着重于一般高分子材料的理论

知识和药用辅料的介绍，要求学生掌握高分子材料的基本理论和药物制剂中常

用高分子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性能及用途，能够将高分子材料学的基础理论知

识，在普通药物制剂、特别是在长效，控释及靶向制剂中应用，从而为药物新

剂型的研究与开发奠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剂学、高

分子化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药剂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或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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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设计学

药物设计学是药学类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它以《有机化学》、《药物化

学》等有关课程为基础。随着化学、生物学、分子药理学、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对于受体及其结构、各种内源性生理活性物质及其与受体作用的作用模式认识

的不断深入，同时生物学黄金时代开创的结构生物学、蛋白质组学和基因组学

等学科的发展大大地充实了药物发现所依赖的生命科学基础，现代科学和计算

机技术的运用(如组合化学、高通量筛选和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改进了药物发

现的技术和方法；信息学科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各种信息数据库(化合

物信息库和生物信息库等)和信息技术(信息处理和转换技术等)，可以更便捷地

检索和搜寻所需要的文献资料数据，使我们可以在药物研究和开发中更有效地

利用一切传统的和现代的知识，尽快地做出最佳决策，研究水平和效率大为提

高，使药物的发现更快捷、更经济有效。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学等知识

基础，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药物

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药理学、

药事法规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7学期。

天然药物化学Ⅱ

本课程面向药物制剂、制药工程专业讲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明确

天然药物化学在药物开发中的源头地位，建立天然药物的系统概念。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掌握各类天然产物中具有生物活性物质的化学结构、理化性质、提

取分离、结构鉴定、生理活性、天然药物开发等方面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技能，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能熟练运用本课程的相关理论对天然来源的药材进行提

取、分离和对天然产物进行鉴定。本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天然化合物相关

理论、性质以及天然活性成分的提取、分离、纯化、结构鉴定和结构修饰的技

能，具有从事天然药物的生产、开发、研究和管理的能力，为从天然资源中寻

找新药或新药先导化合物打下坚实基础。

本课程内容以有机化学、分析化学、

生物化学等课程的知识点为基础进

行展开，内容紧密联系，并对后期

的生药学、药物化学等课程奠定了

理论基础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制药综合实验

制药专业综合实验是以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为基础，所

进行的关于药物合成、药物制剂和药物分析三方面知识的综合实验。通过综合

实验，进一步学习原料药制备的常用方法、药物剂型的选择原则和片剂及软膏

剂的制备方法，掌握原料药及制剂的质量检测内容和常规的检测手段。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药学、

制药工程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化学、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

析、药理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制药认识实习 I

认识实习是制药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课程，在学习理论课程的基础上，通过将

学生带到生产基地，使学生对化学原料药、生物技术药物、中药和药用包装材

料的生产设备、生产车间、生产工艺有较为全面而直观的了解，一方面加深和

巩固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也培养锻炼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为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感性认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工程

学等知识基础，为药物化学、药剂

学、药物分析、药理学、药事法规、

制药工程学等课程提供感性认识，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制药生产实习

生产实习是一门实践性课程，是制药专业学生必修的课程。目的是在学生学完

了制药工艺学、制药工程学、药剂学等课程的基础上，去药厂进行实习。通过

对实际药物生产制备的认识，使理论知识融会贯通，掌握原料药、药物制剂的

生产工艺流程，通过在药厂车间的参观学习和跟班实习，使学生了解药厂的必

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生产环境，了解药厂生产概况。一方面加

深和巩固学生对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也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为

今后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学、制药

工程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药

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药理

学、药事法规等课程，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学期。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环节是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学生获得生产实践知识，学习

生产组织管理，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树立重视实践、参与实践的重要途径。

通过毕业实习，学生应进一步加强《制药工艺学》、《制药工程学》、《药物

分离工程》、《药剂学》、《药物合成反应》等专业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工

程技术知识与制药工业生产实践相结合，建立工程概念，进而对制药设备、制

药车间、厂房结构及生产工艺流程有初步了解，为实习后续的毕业设计（和论

文）奠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学、制药

工程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药

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药理

学、药事法规、制药工程学、制药

工艺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制药毕业设计（论文）

Ⅱ

毕业设计（论文）是本科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在校学习成绩的

最后检验；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锻炼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有效手

段；是综合考核学生掌握和运用所学制药工程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分析、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通过这一环节着重培养学生：

1．综合运用所学制药工程专业知识和技能，独立分析和解决制药研究中的问

题能力。

2．熟练运用基本技能（如绘图、计算机应用、翻译、查阅文献等）的能力；

实验研究的能力；组织工作的能力；撰写科技论文和技术报告，正确运用国家

标准和技术语言阐述理论和技术问题的能力。

3．收集加工各种制药产品信息与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4．制药领域中研究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学、制药

工程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药

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药理

学、药事法规、制药工程学、制药

工艺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8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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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017版）

学科门类: 工科   专业代码:　 0825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山东、面向全国，培养有良好职业道德和思想修养，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能够综合运用化学、轻工、环境工
程专业知识，具备环境工程设计、项目施工与运行、环境监测与评价、环境规划与管理、污染防治工艺和设备研发等能力，能
在轻工、环保等企业、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科研院所等从事污染防治与环境管理工作的工程技术人才 。 
具备的能力如下：

①具有创新精神，具备环境工程项目设计施工与运营管理、环境监测与评价、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能
力；
②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能力 ； 

③具备社会责任感和良好职业道德；
④具有良好的沟通、组织管理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⑤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经过大学阶段学习后，具备以下毕业能力：
    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环境工程问题 。

    2. 问题分析：能够综合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识别、表达复杂环境工程问题，并通过文献研
究分析、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针对复杂环境工程问题，设计满足污染防治要求的工艺流程与处理单元 ；能够在设计中体现
创新意识，并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环境及经济等因素。

    4. 研究：能够将科学原理及科学方法用于研究复杂环境工程问题 ，包括实验方案设计、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
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开发、选择、使用与复杂环境工程问题相关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预测
与模拟复杂环境工程问题，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能够利用环境工程领域的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 ，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环境工程问题的解决方
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环境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保护环境的使命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在环境

工程实践中理解并恪守工程职业道德规范和操守 。
    9. 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团队中团结互助,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 沟通：具备良好的文字及语言表达能力、辩论能力、倾听能力、外语应用能力，并能就复杂环境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
和社会公众有效沟通和交流；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背景下沟通和交流能力 。

    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2. 终身学习：能够与时俱进，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以适应社会发展要求。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工程知识

2.问题分

析

3.设计/

开发解决
方案

4.研究
5.使用现

代工具

6.工程

与社会

7.环境和

可持续发
展

8.职业

规范

9.个人

和团队

10.

沟
通

11.
项

目
管
理

12.终身

学习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 √

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
√ √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

√ √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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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 √ √ √

大学英语 √ √

体育 √ √

大学计算机基
础

√ √

信息检索 √ √

程序设计基础 √ √

大学生职业生

涯规划
√ √

创业教育与就

业指导
√ √

科技发展与学
科专业概论

√ √ √ √

文学修养 √

高等数学Ⅱ √ √

大学物理Ⅲ √ √ √

无机及分析化
学

√ √

无机化学实验

Ⅲ
√

分析化学实验 √

有机化学Ⅱ √ √

有机化学实验
Ⅲ

√

物理化学Ⅱ √ √

物理化学实验
Ⅲ

√

线性代数Ⅱ √ √

工程力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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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Ⅱ

√ √

电工学Ⅱ（含

电子技术）
√ √ √

大气污染控制
工程

√ √ √

城市给水排水

管网工程
√ √

环境工程原理 √ √ √

环境工程制图 √ √

环境工程微生
物

√ √ √

环境监测 √ √ √ √

水污染控制工
程

√ √ √

固体废物处理
与处置

√ √ √

应用流体力学 √ √

净水处理工艺

与工程
√ √

地下水污染与

防治
√ √

工业废物的资

源化
√ √

生物质资源利
用

√ √

危险废物管理
与处置

√ √

土木工程概论 √ √

物理性污染控
制工程

√ √ √

工程经济与项
目管理

√ √ √ √

环境影响评价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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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划与管
理

√ √ √ √

军事理论与技
能 √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

社会实践 √ √

工程训练 √ √ √

水污染控制工
程课程设计

√ √

固体废物处理
与处置课程设

计
√ √

大气污染工程
课程设计

√ √

水污染控制工
程实验

√ √ √

固体废物处理
与处置实验

√ √ √

大气污染工程
课程实验

√ √ √

专业方向课程
设计

√ √ √

认识实习 √ √

生产实习 √ √ √ √

综合实验 √ √ √ √

毕业实习 √ √ √ √ √ √

毕业设计
（论文）

√ √ √ √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设置水污染控制工程和固体废物资源化两个专业方向 。重点将专业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相结合 ，并与制浆造纸、生物工
程等专业实行多学科交叉，提高学生的应用、创新能力，突出在水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资源化方面的特色，并且具备环境
评价、管理综合的能力。

五、主干学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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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环境工程原理、环境工程微生物、环境监测、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物理性

污染控制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与管理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环境监测实验、环境工程微生物实验、水污染控制工程实验、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验、固体废物处理与
处置实验、水污染控制工程课程设计、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设计、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设计、专业方向课程设计、认识

实习、生产实习、综合实验、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修

课
通识教育
选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
业）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
选修

课

集中性
实践环

节

总实践
环节

要求学分 168 43 8 28.5 12 23.5 23 30 46

要求学时 2528+30周 840 128 520 200 440 400 30周
512+30

周

学分占比 100% 25.60% 5% 16.96% 7.14% 13.99% 13.69% 17.86% 27.38%

八、课程体系

课程类型 必修 选修 必修比例 选修比例 小计

数学及自然科学类 28.5 5（全部限选） 17.0% 2.9% 19.9%

工程及专业类

工程基础类

24.5
28（其中19学分限

选）
14.6%

16.7%（11.4%
限选）

31.3%专业基础类

专业课程

工程实践及毕业设计（论文） 32 2（全部限选） 19.0% 1.2% 20.2%

人文社会科学类 40 8 23.8% 4.8% 28.6%

九、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3至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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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3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3 32 32 3 考试 B8812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88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5 64 32 5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1
（Situation and Policy 1） 0.5 8 0.5 考试 B881605

形势与政策2
（Situation and Policy 2） 0.5 8 0.5 考试 B881606

形势与政策3
（Situation and Policy 3） 0.5 8 0.5 考试 B881607

形势与政策4
（Situation and Policy 4） 0.5 8 0.5 考试 B88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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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1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Basic of System Program 
Desig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 16 1 考查 B931101

文学修养
（Literature） 2 32 2 考试 B121609

小计 43 664 48 128 14 11.5 10 4.5 2 0.5 0.5

理工类：42或43； 文科类：39

 248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学分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且必须在除本专业类别以外的其余
四类课程中至少各修读1门。学生从一年级开始选修通识教育选修课 。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8.5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  
（Higher Mathematics Ⅱ 
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  
（Higher Mathematics Ⅱ 
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大学物理III 
（College Physics III） 4 56 16 4 考试 B113204

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Ⅲ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Ⅲ）

0.75 24 0.75 考查 B043017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75 24 0.75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Ⅱ 
（Organic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3013

有机化学实验Ⅲ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8

物理化学Ⅱ 
（Physical Chemistry Ⅱ）

4 64 4 考试 B043014

物理化学实验III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Ⅲ）

1 32 1 考查 B043019

小计 28.5 392 128 9.75 12.8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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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2学分

其中，带*课程为限选课（线性代数Ⅱ、工程力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电工学Ⅱ（含电子技术）、应用流体力学）。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线性代数Ⅱ *
（Linear Algebra Ⅱ ）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工程力学 *
（Engineering Mechanics） 2 32 2 考试 B01801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Ⅱ）

2.5 40 2.5 考试 B118124

电工学II*（含电子技术）

（Electrical
Engineering Ⅱ）

3 40 16 3 考试 B028405

应用流体力学*
（Applied Fluid Dynamics） 2 32 2 考试 B938120   

小计 12 184 16 4.5 7.5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3.5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环境工程原理      
（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3.5 48 16 3.5 考试 B934108

环境工程制图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rawing）

3.5 48 16 3.5 考试 B93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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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环境工程微生物
（Microbiology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5 32 16 2.5 考试 B934102

环境监测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3.5 40 32 3.5 考试 B934131

水污染控制工程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Engineering）

4 64 4 考试 B934132

水污染控制工程实验
（Experiment of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Engineering）

0.5 16 0.5 考查 B934133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
（Solid Waste Treatment and 
Disposal）

2 32 2 考试 B934106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实验
（Experiment of Solid Waste 
Treatment and Disposal）

0.5 16 0.5 考查 B934134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Air Pollution Control 
Engineering） 

3 48 3 考试 B934135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验   
（Experiment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Engineering） 

0.5 16 0.5 考查 B934136

小计 23.5 312 112 16 6 14 4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6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水
污染
控制

工程

城市给水排水管网工程              
（Urban Pipe System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

2 32 2 考试 B935110

                               251



方向
一水

污染
控制
工程

净水处理工艺与工程
（Water Purification Process 
and Engineering）

2 32 2 考查 B935102

地下水污染与防治
（Groundwater 
Contamination and 
Prevention）

2 32 2 考查 B935103

小计 6 96 2 2 2

方向

二固
体废
物资
源化

工业废物的资源化
（Resource Engineering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

2 32 2 考查 B935109

生物质资源利用
（Biomass Resource 
Utilization）

2 32 2 考查 B935105

危险废物管理与处置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and Disposal）

2 32 2 考查 B935106

小计 6 96 4 2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7学分

其中：带*课程为限选课（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与管理、土木工程概论、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
（Physical Pollution Control 
Engineering）

2 32 2 考试 B936130

环境影响评价*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3 32 32 3 考查 B936131

环境规划与管理*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2.5 32 16 2.5 考查 B936146

土木工程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Civil 
Engineering）

2 32 2 考查 B93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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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
（Engineering  Economics  
and Project Cost）

2.5 32 16 2.5 考查 B936140

仪器分析
（Instrument  Analysis） 2 28 8 2 考查 B936133

环境前沿与热点讲座
（The Hotspot and Frontier
of Environment）

1 16 1 考查 B936139

环境工程设计概论
（Intro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esign）

2 16 32 2 考查 B936134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2 32 2 考查 B936101

环境毒理学（双语）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2 32 2 考查 B936102

环境土壤污染
（Soi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 32 2 考查 B936103

环境数据分析与数学模型
（Environmental Data 
Analysis and Modelling）

2 24 16 2 考查 B936135

清洁生产
（Cleaner Production） 2 32 2 考查 B936109

环保设备
（Equipment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2 32 2 考查 B936111

城市典型固体废物资源化
（City Typical Solid Waste 
Resource）

2 32 2 考查 B936112

工业污染专项治理技术

（双语）
（Industrial Pollution Special 
Rectification Technology）

2 32 2 考查 B936113

环境功能材料
（Environment Functional 
Material）

2 32 2 考查 B936136

环境生态工程
（Environmental Ecology） 2 32 2 考查 B936137

环境化学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936138

小计 39 564 8 16 96 2 2 15.5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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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30学分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raining）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Practice） 2 2 考查 B017102

水污染工程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1 1 考查 B937125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1 1 考查 B937110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设计
（Design of Solid Waste Treatment 
and Disposal）

1 1 考查 B937126

专业方向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for Different 
Specific Majors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 1 考查 B937119

认识实习             
（Cogntion Practice） 1 1 考查 B937124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Exercitation） 2 2 考查 B937122

综合实验
（Synthetical  Experi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5 5 考查 B93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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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4 4 考查 B937105

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Design or Thesis） 10 10 考查 B937106

小计 30 2 2 3 3 6 14

附有关说明：方向一和方向二可以对方的专业方向课作为专业任选课 ，参与课外科技文化活动或代表学校参加各类竞赛活动
获得省级奖励可抵选修课2学分，获得国家级奖励可抵选修课4学分，若同一项目多次获奖，只按最高级别奖励计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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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 理学 专业代码: 083001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环境科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及行政部门等从事科研、教学、污染治

理、环境修复、环境管理、环境规划与评价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所培养的学生应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遵纪守法，身体健康，敬业爱岗，具有良好的思想

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等基本素质。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1)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方面的基本理

论和基本知识；(2)掌握环境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3)了解相近专业的一般原理和知识；(4)熟悉国家环境保护、自然

资源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等有关政策和法规；(5)了解环境科学的理论前沿、应用背景和最新发展动态，以及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状

况；(6)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以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实验设计，以及归纳、整理、分析实验

结果，撰写论文，参与学术交流的能力。（7）具有较好的科学素养及一定的教学、研究、开发和管理能力，掌握环境监测与环境质量

评价的方法以及进行环境规划与管理的基本技能。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与

沟通能力

2.基础科学

知识

3.扎实的专

业基础知识

4.系统的专

业知识

5.专业知识

运用能力

6.计算机及

外语应用能

力

7.设计及创

新能力

8.组织管理

能力

9.综合素质

培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形势与政策 √ √

大学英语 √ √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信息检索 √

程序设计基础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

文学修养 √ √

高等数学Ⅱ √

大学物理 √
无机及分析化学 √

无机化学实验 √

分析化学实验 √
有机化学Ⅱ √

有机化学实验Ⅱ √

物理化学Ⅱ √
物理化学实验 √

线性代数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
仪器分析 √

噪声控制工程 √

城市给水排水管网工程

及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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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设计概论 √

环境化学 √
环境工程原理 √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 √

环境微生物学 √
环境监测 √

水污染原理与工艺 √

环境前沿与热点讲座 √
环境专业英语 √

环境 CAD技术 √

大气污染控制 √
工业污染处理技术（双

语）
√

环保设备 √

生态学 √
土壤污染与修复 √

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 √

地下水污染与防治 √
工程经济与造价 √

环境法学 √

环境管理学 √
清洁生产概论（双语） √

环境影响评价 √

环境管理学 √
城市生态学 √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

环境工程土建概论 √
城市生态学生态学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

社会实践 √

工程训练 √ √
水污染工程课程设计 √ √

专业方向课程设计 √ √

生产实习 √ √
综合实验 √ √ √

毕业实习 √ √

毕业设计（论文）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设置污染预防与控制、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等两个专业方向。重点将专业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的应用、创新

能力，突出在水污染控制工程方面的特色，并且具备环境评价、管理综合的能力。

五、主干学科

环境化学、环境监测、环境微生物学、环境学概论、环境生态学、水污染原理与工艺、化工原理、环境毒理学、环境影响评价、环境

管理学、生态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环境化学、环境监测、环境微生物学、环境学概论、环境生态学、水污染原理与工艺、化工原理、环境毒理学、环境影响

评价、环境管理学、生态学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环境监测实验、环境微生物实验、水污染工程课程设计、专业方向课程设计、生产实习、综合实验、毕业实习、

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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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3 8 30 10 21 19 29 45

要求学时 2372+29周 852 128 552 160 376 304 29周 512+29周
学分占比 100% 26.90% 5% 18.75% 6.25% 13.12% 11.88% 18.12% 28.13%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具备城市和城镇水、气、声、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和给排水工程、污染控制规划和水资源保护等方面的知识；具有从事环

境质量监测与评价、环境污染治理、环保设备的研制开发与设计管理以及环境工程教学与科研等方面的工作能力。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3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大学体育（1）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258
258



大学体育（2）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大学体育（3）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大学体育（4）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Basic of System Program
Desig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 16 1 考查 B931001

文学修养

（literature）
2 32 2 考试 B121609

小计 43.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学分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

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0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
（Higher MathematicsⅡ
Volume 1)

5 80 5.0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
（Higher MathematicsⅡ
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大学物理 III
（College Physics III）

4 56 16 4 考试 B113204

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4 64 4.0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Ⅲ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0.7 24 0.7 考查 B043017

分析化学实验（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8 24 0.75 考查 B04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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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Ⅱ

（Organic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3013

有机化学实验Ⅲ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8

物理化学Ⅱ

（Physical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3014

物理化学实验 III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9

仪器分析

（Instrument Analysis）
1.5 16 16 1.5 考查 B933001

小计 3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0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线性代数 II
（Linear Algebra II ）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Ⅱ）

2.5 40 2.5 考试 B118124

噪声控制工程

（ Engineering of
Environmental Noise
Control）

2 32 2 考试 B938001

城市给水排水管网工程及

设计

（Urban Pipe System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and design）

3 32 32 3 考试 B938002

环境工程设计概论

（Intro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esign）

2 16 32 2 考查 B938003

小计 12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1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环境化学（Environmental
Chemistry）

3.5 48 16 3.5 考试 B934001

环境监测（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3 40 16 3 考试 B934002

环境微生物学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5 32 16 2.5 考试 B934003

环境专业英语

（Environmental Science
English）

2 32 2 考试 B934004

水污染控制原理与工艺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Principle and Process)

4.5 64 16 4.5 考试 B93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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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原理（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

4.5 64 16 3.5 考试 B934006

环境前沿与热点讲座

（The Hotspot and Frontier
of Environment）

1 16 1 考查 B934007

小计 21 2.5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9.5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污
染预

防与

控制）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Air Pollution Control
Engineering）

3 48 3 考试 B935001

工业污染处理技术（双语）

（Industrial pollution
special rectification
technology）

2 32 2 考查 B935002

环保设备

（Equipment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2 32 2 考查 B935003

环境 CAD技术（Basic of
CAD for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5 32 16 2.5 考查 B935004

小计 9.5

方向

二（资

源利

用与

生态

保护）

生态学(Ecology) 2.5 32 16 2.5 考查 B935005

土壤污染与修复(Soil
Pollution and Remediation)

3 48 3 考查 B935006

固体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化

(Solid Waste Treatment
and Resource Recovery)

2 32 2 考查 B935007

地下水污染防治

(Groundwater
Contamination and
Prevention)

2 32 2 考查 B935008

小计 9.5 1 1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不低于 9.5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环境法学(Environmental
Law)

2 32 2 考查 B935009

环境工程土建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Civil
Engineering)

2 32 2 考查 B935010

工程经济与造价

(Engineering Economics
and Project Cost)

2 32 2 考查 B935011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32 2 考查 B935012

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

2 32 2 考查 B93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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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学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2 32 2 考查 B935014

环境规划学

(Environmental Planing)
2 32 2 考查 B935015

环境管理学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935016

环境影响评价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2 24 16 2 考查 B935017

清洁生产概论（双语）

(Cleaner Production)
2 32 2 考查 B935018

环境毒理学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3 48 3 考查 B935019

小计 23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9学分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raining）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Practice）
2 2 考查 B937001

水污染工程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1 1 考查 B937002

专业方向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for Different
Specific Majors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 2 考查 B937003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Exercitation）
3 3 考查 B937004

综合实验

（Synthetical Experi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5 5 考查 B937005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4 4 考查 B937006

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Design or Thesis)
10 10 考查 B937106

小计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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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及学科专

业概论

《科技发展及学科专业概论》是针对环境科学专业大一新生所

设的一门专业衔接课程，属于高等学校环境类通识课范畴。主

要通过介绍科学技术发展、轻工基本知识以及环境学科的特点

及专业基础知识，使学生获得相关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学习

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同时了解环境学科的范畴以及环境

科学专业的相关基础理论和技术，理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掌

握科学、技术与社会有关问题和知识，提高学生对科技发展带

来的环境问题的理解和判断能力，树立科学、技术与社会协调

发展的新型的价值观，并激发学生学以致用的热情，通过学习

相关专业知识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出一份力。

本课程是一门高等学校环境类通识教育必修课，主要

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向学生介绍科学技术发展、轻工基

本知识以及环境工程的特点及专业基础知识，并结合

相关领域的重点和热点话题加以展开。

仪器分析

仪器分析是测定物质的化学组成、状态、结构和进行科学研究

与质量监控的重要手段。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让学生掌握仪器

分析与化学分析的区别、仪器分析的分类、特点与作用，了解

仪器分析的现状与发展趋势。通过相关实例的讲授，让学生了

解本课程在科研、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积极性。使学生基本掌握常用仪器分析方法，了解图谱解析的

一般步骤和方法，并初步具有应用仪器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为今后顺利地开展科研工作打下基础。

在环境科学专业中该课程是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在

环境监测、环境工程、环境化学等课程中都要涉及到

这方面知识，仪器分析方法是从事环境监测、环境工

程工作及环境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

环境化学

环境化学作为环境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随着不断加剧

的全球环境问题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科学；是在化学

科学的传统理论和方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化学物质在环境

中出现而引起的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以解决环境问题为目标

的一门学科。它研究有害化学物质在环境介质中的存在、化学

特性行为和效应及其控制的化学原理和方法。它在掌握污染

源、消除和控制污染，确定环境保护决策，以及提供科学依据

诸方面起着主要作用。

使学生了解环境化学在环境科学中和解决环境问题

上的作用，环境化学研究的内容、特点和发展动向。

要求学生掌握有害化学物质在环境介质中的存在、特

性、行为和效应的化学原理与方法，主要环境污染物

的类别和它们在环境各圈层中的迁移转化过程，具备

一定的处理实际环境问题的思路、方法和技术。掌握

研究环境化学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提高实验数据

科学分析能力和实验技能，使学生具备初步的独立科

研能力。

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是环境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目的是通过对影

响环境质量因素的代表值的测定，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环

境质量现状（或污染程度）及其变化趋势，为污染的控制与治

理、环境管理、环境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环境监测是环境保

护工作的重要基础和有效手段。

环境监测课程为环境科学专业类学生专业必修课之

一。环境监测是通过对影响环境质量因素的代表值的

测定，确定环境质量及其变化趋势的一门科学，它是

环境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后续专业课程的基

础课。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水体、大气、土壤、生

物、固体废物及噪声污染的监测方法和基本原理，以

及监测结果的计算和统计方法；对布点、采样、监测

技能等方面得到基本训练，为从事环境监测、污染调

查、环境质量评价、环境污染治理及效益评价和环境

管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环境工程原理

本课程是环境科学专业核心课程，其任务是阐述污染防治工程

中涉及的共性技术原理、工程设计计算的基本理论、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以及提高污染物去除效率的思路、手段和

方法。本课程教学资源丰富、教学团队实力雄厚、教学方式灵

活，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复杂实际环境问题

的能力。

该课程的主要任务是系统、深入阐述水污染控制、大

气污染控制、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以及环境修复工程中

涉及的共性技术原理、工程设计计算的基本理论、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提高污染物去除效率

的思路、手段和方法。

环境微生物学

《环境微生物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涉及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等广泛领域。微生物工作者运用微生物学

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来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催生了环境微

生物学这门交叉学科。至今，环境微生物学内容已渗透到环境

领域的众多方面，成为人们从事环境领域科技创新的重要手

段。《环境微生物学》是环境科学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不

仅为环境科学专业的后续专业课打好基础，而且也是实践技能

训练的一个重要教学环节，在环境科学专业课程体系中起到承

前启后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它培养学生用微生物学的原理分析

和解决环境科学和工程研究中的机理问题，为学生后续学习和

科研工作打下良好、扎实的基础。

《环境微生物学》是环境工程、环境科学专业的必修

课。它既有微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又具有

微生物在环境工程中的应用及对有害微生物的检测

与控制等知识。《环境工程微生物学》不仅为环境工

程、环境科学专业的后续专业课打好基础，而且也是

实践技能训练的一个重要教学环节。

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课程为环境工程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集理论性与实

验性为一体的课程。环境监测是通过对影响环境质量因素的代

表值的测定，确定环境质量及其变化趋势的一门科学，它是环

本课程是在先修过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

化学、仪器分析、高等数学等的基础上，结合本专业

的特点将学过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应用中，并为后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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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后续专业课程的基础课。本课

程主要讲述水和废水监测、大气和废气监测、固体废物监测、

土壤污染监测、生物污染监测、噪声监测、环境放射性监测等

内容。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水体、大气、土壤、生物、固体

废物及噪声污染等的方案设计，优化布点、样品的采集、运输

及保存，合理使用化学分析、仪器分析以及生物方法等进行样

品的预处理及测定，数据的处理及信息化，监测过程的质量保

证等内容。

业课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

处理与资源化及噪声污染控制工程等的学习奠定基

础。

环境前沿与热点讲

座

基于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专业培养目标，主要介绍环境科学和

环境工程领域主要学科前沿领域动态，使学生熟悉相关研究领

域的国际前沿及其发展历程，了解现代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

科的热点问题，掌握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及其应用情况，加深

对专业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培养学生学习与科学研究兴趣。

本课程是在学习环境专业课程之前开设的环境类专

业必修课，该门课程与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有着紧密

的联系，是后续专业课程学习的前提与基础。

水污染原理与工艺

本课程讲授水的污染特征及处理工艺。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可以了解水质污染的途径与主要污染物情况，掌握常见的

水处理工艺特征与设计方法。完成本课程后，学生可以掌握水

处理的工艺流程方案设计与各工艺单元的基本设计要点。

本课程是环境科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也是环境科学

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为后续的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

提供理论基础。通过对本科程的学习以及相应的生产

实习，使学生掌握水处理的基本理论和废水处理方

法，能够针对废水的水质、水量的特点，选择合适的

处理工艺。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目前对大气污染已由局地的和区域的污染扩展到全球大气环

境问题，由关注单一的常规一次性污染物到复杂的二次污染物

和一些有毒有害的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大气污染控制技

术也有末端治理为主发展到以清洁生产为中心的全过程控制；

由燃煤为主的大气污染到机动车尾气的控制也越来越受到重

视。

本课程主要讨论大气污染控制的基本理论，燃烧形成的污

染物计算，各种控制方法的过程分析和计算以及典型控制设备

的设计计算和选型。主要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大气污染控制

工程的能力。

《大气污染控制》是环境科学专业污染预防与控制方

向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本课程系统地讨论大气污染控

制工程的基本理论、大气污染气象学的基本知识、大

气污染物扩散浓度计算方法、主要污染物的控制技术

与工艺等。本课程系统简明的阐述了大气污染的基本

原理和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还讨论了大气污染气象

学，大气扩散模式，颗粒污染物和 SO2、NOX等气

态污染物的各种控制技术的基本理论知识、工作原

理、设计计算，使学生掌握大气污染的概念、大气扩

散、常用的较为成熟的大气污染控制技术理论与设

计，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工业污染专项治理

技术

本课程是环境科学本科专业污染预防与控制方向的专业课，是

双语教学课程。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工业废水的不同特点，介绍

各废水的主要污染物及其物理、化学性质、用途和毒性以及主

要的工业废水的治理方法和措施。使学生了解各种工业污水处

理方法的原理，工业污水处理方法的优、缺点，工业污水处理

方法实施的主要影响因素等。重点介绍工业废水处理的特性评

价、工艺优选方法和水质安全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并介绍

我国废水污染治理的新思路和技术发展的新方向。

本课程属于工程类课程，是环境科学本科专业的污染

预防与控制方向专业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理科

的环境科学专业学生了解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主要

污染物以及控制与治理技术，掌握基本的污染控制工

程知识。

环保设备

本课程主要讲授常见环保设备的原理、特征、使用注意事项等。

通过学习使学生建立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的宏观概念，掌

握废水处理、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噪声防

治等方面环保设备的原理与设计、运行与管理等基本知识。

与水污染控制、大气污染控制、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

化等教学中的设备内容有较密切联系，其主要侧重于

设备性能特点及选用原则等。

环境 CAD技术

工程图是生产中必不可少的技术文件，是在世界范围通用的

“工程技术的语言”。工程制图以画法几何的投影理论为基础，

解决空间几何问题，在平面上表达空间物体。该课程是研究工

程图样的绘制和阅读的一门学科。

环境工程制图是环境科学专业学生选修的工程制图课，突出了

非机类制图的特点，保证了基本理论的掌握和制图基本功的训

练；又根据环境科学专业的特点，增加了建筑施工图、管道工

程图等章节，可为后继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通过学习

AutoCAD绘图软件，学生可以掌握一定的计算机绘图能力。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从始至终在形的概念之中,从小的立体、组合

体、到建筑形体,再到建筑物、管道系统、给排水系统、施工环

境 ,使学生对环境工程所需工程图样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了基本理论的掌握和制图基本功的训练。根据环境工

程专业的特点，增加了建筑施工图、管道工程图等章

节，可为后继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通过学习

AutoCAD 绘图软件，学生可以掌握一定的计算机绘

图能力，使学生对环境工程所需工程图样有了一个初

步了解。

生态学

《生态学》是生物科学类、环境科学类专业课程之一。生态学

是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是协调和统筹人与自然关

系的指导性学科，是引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理论基础。本

课程主要从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不同层次上分析生

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方式，通过背景知识、理论架构、研究进

生态学是环境科学本科专业的专业出口（资源利用与

生态保护）方向课，是在学习大学数学、有机化学等

基础课程后，重点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

门宏观生物学课程， 为进一步学习有关专业课奠定

良好的生态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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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教学，使学生掌握生态学的基本知识体系和思想方法，形

成宏观的生态思维，提高对当前资源和环境问题的认识能力和

分析水平；通过对生态学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实践教学，使学生

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提高实验技能，从而培养学生观察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土壤污染与修复

污染土壤的修复是当今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大气、水

体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潜在性、隐蔽性和滞后性。这使得

土壤污染的问题在过去很少被关注，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近

年来，土壤污染逐步受到国家重视，土壤污染的治理已被列入

“十三五”规划中，土壤修复产业将迎来快速发展。 本门课程

主要介绍土壤污染发生的机理及危害、污染土壤的修复及场地

污染的治理等内容。通过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

土壤污染的基本类型和治理污染土壤的基本方法等基础知识，

了解土壤污染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影响，认识土壤环境污染的

严峻性及治理的必要性，明确保护土壤环境对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意义。本门课程的主要宗旨是满足社会需求，为土壤修

复领域培养后继人才。

《土壤污染与修复》是高等学校环境科学专业的一门

专业方向课。本门课程主要介绍土壤污染的类型、如

何判断土壤受到污染、土壤污染发生的机理及危害、

污染土壤的修复及场地污染的治理等内容。本课程的

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土壤污染的基本理论和修复污染

土壤的基本方法，认识土壤环境污染的严峻性及治理

的必要性，明确保护土壤环境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意义。培养学生挖掘问题的实质并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环境科学专业英语

当前，我国对环境保护工作日益重视，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投资

力度不断加大，带动了环保产业和相关空间发展。随着国内与

国外的沟通交流，需要系统地了解国外环境方面的发展与前

景，为后期的毕业论文选题、开展、撰写论文打下基础。本课

程可以让学生了解到目前最新的环境保护知识；较全面地了解

环境学科的内容、发展趋势；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让学生

了解目前最新的环境保护知识；掌握专业英语词汇、熟悉科技

英语的表达方式，流利阅读英文环境科技读物，切实提高环境

科学专业英语能力，丰富环境科学专业知识。

本课程是在学习基础英语/环境专业课程的基础上开

设的一门高等学校环境类专业选修课。学习该课程之

前，应具有相关的环境专业知识与技能。因此该课程

是以环境科学学科中的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

制工程、噪声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等专业课程中的相关知识为基础。

固体废物处理与资

源化

《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是环境科学专业方向课程之一，本

课程介绍了固体废物管理的基本概念与方法、固体废物物理操

作单元、固体废物物化处理的基本原理、热化学处理的基本原

理和焚烧与热解的关键技术、生物处理的基本原理和工艺、钙

硅基废物材料化利用原理与工艺、聚合物基废物材料化利用原

理与工艺、生物基废物处理与资源化技术、垃圾填埋处置的基

本原理、渗滤液处理和填埋气净化回收利用技术。

本课程是环境科学专业的一门核心专业方向课，主要

阐述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的基本原理、装备和技术

及一些常用的资源化利用方式。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初步掌握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的基本方法、原

理以及资源化技术，为今后从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和资源化利用方面的工程技术、理论研究及管理等工

作奠定基础。

地下水污染与防治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环境科学专业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方向的

专业方向课之一。课程从污染水文地质学基础、地下水污染场

地调查、地下水污染评价、地下水环境修复技术四个方面较全

面、系统地介绍了地下水污染与防治相关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和技术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地下水在地球

系统及环境中的作用和地位，我国资源型缺水和水质型缺水的

严峻形势以及地下水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重要地位，激发学

生保护地下水资源的热情和责任感；补充环境科学专业在地下

水方面的知识的不足，完善环境科学专业的知识结构体系，使

学生具备从事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保护与修复等方面的科

学研究与实践的基本能力。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环境科学专业资源利用与生态保

护方向的专业方向课之一。课程从污染水文地质学基

础、地下水污染场地调查、地下水污染评价、地下水

环境修复技术四个方面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地下水

污染与防治相关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技术方法。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地下水污染与防治的理

论基础，熟悉地下水污染修复的主要方法和技术，具

备从事地下水污染调查、监测和评价的基本能力。

环境法学

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和环境科学均具有很密切的联系，但是，

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它具有自身特有的研究内容和系统化的

知识体系。本课程重点讲授与环境问题相关的基本理论、环境

法的概念与特点、环境法基本原则、环境法基本制度、环境标

准、环境法律责任、环境纠纷的解决等环境法的基础知识，同

时，还向同学们分别讲解环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保护法、

国际环境法等环境法的基本内容。本课采用理论分析、中外比

较、案例研究的授课方法，旨在帮助学生提高环境保护和依法

维护环境权益的意识。同时，可以为有志于从事专门的环境法

学研究和从事环境立法、环境行政执法、环境司法、环境律师

工作的学生，打下一定的研究和工作基础。

学生学习该课程的目的是了解和掌握环境法的基本

理论，熟悉环境法的相关法规，并提高运用相关法律

知识进行环境行政诉讼和处理环境污染与资源纠纷

的能力。同时，可以为有志于从事专门的环境法学研

究和从事环境立法、环境行政执法、环境司法、环境

律师工作的学生，打下一定的研究和工作基础。

环境工程土建概论

环境工程土建概论是环境科学专业选修课程之一。本课程的任

务是培养学生认识土木工程的专业范畴；初步建立解决问题的

工程方法；从工科结合管理、经济、法律法规个角度掌握各类

土木建筑工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学习相关

本课程是环境工程与土建工程的有机结合，是环境科

学专业的选修课之一；它的任务是使学生了解环境工

程土建是一门与环境整治密不可分的新兴学科，并能

够运用土建工程原理和工程措施，实现环境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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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继课程打好必要的基础；能应用土木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对

一些简单的工程实际问题进行定性分析。本课程主要实现两个

目标：一是使学生入学开始就较全面地了解土木工程所涉领域

的内容、方法、成就和发展情况，从学科概论的视角了解土木

工程的综合性、社会性及其在技术、经济与管理方面的统一性，

初步构建专业基础；二是为学生提供一个清晰和逻辑的工程学

科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初步树立专业思想和工程方法。

的土建任务，为环境工程治理达标提供构筑物和装置

保证。

工程经济与造价

工程经济与造价是环境科学专业的一门重要选修课，它是由技

术科学、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相互渗透融合而成的一门综合性的

边缘学科。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可预测性、实践性等特点。

工程经济学的任务不是创造和发明新技术，而是对成熟的技术

和新技术进行经济性分析、比较和评价，从经济的角度为技术

的采用和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学生通过系统地学习本门课程，

掌握对于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价、建筑

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的技术经济评价和建设项目技术经济预

测与决策等方面的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是环境科学专业的一门兴趣特长选修课。本课

程的目的是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工程技术与经济效

果之间的关系，熟悉工程技术方案选优的基本过程，

全面掌握工程经济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具备进行工程

经济分析的基本能力。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环境科学类专业任选课之一。本

课程通过对地球生态环境与生态系统，当代资源与环境问题，

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和环境伦理观，保护环境的行政、法规、

经济和技术手段，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的介绍，较全面地阐述

了地球生态系统的特点及工业革命以来面临的环境问题，介绍

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由来和实质，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

基础—环境伦理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人类行为方式的重大影

响；在提出问题和介绍战略思想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实施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各种手段和措施，特别重点介绍了清洁生产和

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内容基本涵盖了当今国内外保护环境

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热点问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使学

生理解和建立可持续发展观念，并应用于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实

践中，为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贡献。

该课程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生物、物理、化学、气象

等学科知识，可作为环境规划、工程实践类课程的先

修课程。

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是环境科学专业任选课，本课程系统地介绍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类型、程序、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环境标

准、技术导则、产业政策和技术方法。详细论述了工程分析、

污染源强计算、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地表水、地下水、大气、

声、固体废物、土壤、生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环境社会影

响评价、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环保措施及其技术经济论证、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环境影响经济损

益分析、公众参与、方案比选与评价结论、案例分析,体现了鲜

明的时代特征、同时注重科学性和实践性，为同学们以后参与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打下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本课程是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无机及分析化

学、环境监测、高等数学、数学模型等课程的学习基

础上，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进行介

绍，重点在于讲解环境影响评价的程序和方法，尤其

对大气、地表水、土壤、噪声等环境要素的评价，为

学生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奠定良好的基础。

城市生态学

《城市生态学》是城市科学体系的一门学科，也是人类学、生

态学的学科分支，它以生态学为基础，和多学科的综合与融会，

以人为主体，应用生态学和工程学的方法，研究城市居民与城

市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以人为核心的城市生态系统的结

构、功能、动态，以及系统组成成分间和系统与周围生态系统

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优化系统结构，调节系统

关系，提高物质转化和能量利用效率以及改善环境质量，实现

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和关系协调。

本课程是环境专业的选修课程，要求学生在了解生态

学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学习并掌握城市生态系统的组

成形态与功能、城市人口、生态环境、城市灾害及防

范、城市景观生态、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生

态学原理的社会应用等方面。

环境经济学

环境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由经济学和环境科学等多学科相互

交叉、有机结合形成的边缘性学科，它试图从经济学的视角、

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来探讨环境问题。因而，本

课程鲜明的特色在于体现了文理渗透、交叉的性质。本课程是

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环

境保护对策演变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本课程是环境科学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通过对

《环境经济学》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环境经济学基本

的理论知识和分析评价方法及其应用，了解当今主要

的环境经济政策。初步学会从经济的视觉审视环境问

题，不仅为后续相关课程打下必备的基础，同时为将

来从事环境经济学及相关的研究或从事环境管理工

作打下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

环境规划学

环境规划学课程是环境科学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环境规划是

环境管理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手段，在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

保护的关系中有着重要作用。环境规划学是环境科学与系统

学、规划学、预测学、社会学、经济学及计算机技术等相结合

的产物，它侧重于研究环境规划的理论与方法等问题，具有很

本课程是在《环境监测》等课程的学习基础上，对环

境规划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进行介绍，重点在于讲

解环境规划的技术措施，尤其对大气环境、水环境、

土地资源保护和固体废物管理规划，所涉及到的预测

方法在《环境监测》中有所讲解的，本课程将不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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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 细讲解。

环境管理学

环境管理是指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教育等手段，限

制人类损害环境质量的活动，通过全面规划使经济发展与环境

相协调，达到既要发展经济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又不超出环

境的容许极限。本课程主要是系统地介绍环境管理学基本理

论、环境管理的思想、原则和方法，使学生树立大系统观念—
大环境管理思想；介绍环境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不同领域环

境管理实践中的应用，使学生真正体会环境管理在解决环境问

题和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掌握不同领域环境管

理的具体内容、原则和方法；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环境管理的行

政、法律、技术、经济和宣传教育等手段正确地解决环境问题

的能力。

《环境管理学》是一门与环境科学密切联系的学科。

在先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科技发展与

学科专业概论》等课程基础上进行的；它与《环境规

划》、《环境法学》、《环境经济学》以及《环境影

响评价》等构成了环境科学专业的课程体系。

清洁生产概论

本课程在转变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生产模式的层面上，立足于

全球清洁生产的整体发展动态，阐述了清洁生产产生的背景、

清洁生产的内涵与理论基础；从生产过程、产品、产业系统，

以及促进清洁生产的政策工具等方面论述了清洁生产的基本

内容和技术方法；重点介绍生产过程污染预防与清洁生产审

核、产品生态设计与环境影响的生命周期评价及工业生态系统

和物流分析；最后以循环经济介绍了清洁生产的发展态势。要

求学生掌握清洁生产在环境科学专业的应用以及清洁生产审

核的相关要素及清洁生产审核报告书的内容等。

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清洁生产被联合国认为是人类

未来发展的希望。本课程采用联合国环保署培训材

料，向学生介绍最新的环境理念。本课程与其它专业

课是相对平行的关系，是环境科学研究的新方向。

环境毒理学

本课程主要介绍环境污染物及其在环境中的降解和转化产物

对机体互相作用的一般规律，包括毒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和

排泄等生物转运过程和代谢转化等生物转化过程，剂量与作用

的关系，毒物化学结构和毒性以及影响毒作用的各种有关因

素。环境污染物毒性评定方法，即环境毒理学研究方法，包括

动物的一般毒性试验、繁殖试验、代谢试验、蓄积试验、致突

变试验、致畸试验、致癌试验等。各种重要的环境污染物和有

害物理因素对机体的危害及其作用机理，主要环境毒物可包括

各种有害金属、各种有害气体、农药、常见的致癌性化学物及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还包括噪音、射频电磁辐射及电离辐射等

物理因素。

学该课程之前，应具有一定的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数学基础，同时与环境工程学中大气污染及控制、水

污染及控制、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环境微生物和

环境化学等课程中的相关知识有较多的联系。

城市给水排水管网

工程及设计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给水排水管网系统的设计

计算理论和方法，工程设计的步骤与方法；了解管网系统的运

行管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使学生初步具备给水排水管网系

统的规划、设计和从事科研的能力。

由于该课程需要学生完成课程设计，因此学生应先学

完环境工程 CAD和工程制图等基础课程。

环境工程设计概论

本课程涉及水、气、固、噪声等不同专业课程综合性技术基础

课程，系统介绍环境工程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内容涉及设

计步骤、原则以及图纸绘制、平面布置、管线等。

与水污染控制、大气污染控制、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

化等教学中的设备内容有较密切联系，其主要侧重于

环境工程的整体设计、技术经济比较等。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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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203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具备宽厚的基础理论和先进合理的专业知识，良好的分析、表达和解决工程技术问

题的能力，较强的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具备吸收新兴科学技术、跨领域整合分析能力，具有开阔视野和

团队合作精神，爱国敬业、诚信务实、身心健康的高级专业人才，能够在现代材料加工和焊接技术与工程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

发、工艺设计、生产及经营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主要学习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及各类加工工艺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材料成型工艺、材料成型设备、焊接工艺及

其设备、材料检测及质量评定等基础知识，接受材料性能及检测、工程计算和绘图、外文资料阅读与翻译、文献检索等现代工程师的

基本训练。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工程知识：具有系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解决材料成型中复杂工程问题能力；

2、问题分析：具备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及知识对材料成型中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系统分析、表达与论证的能力；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具备综合运用材料成型专业知识进行材料、特别是金属材料制备、成型的工艺分析及其热处理的能力及创新

意识；

4、研究：针对机械产品成型制造中复杂工程问题，具备实验设计、实验方案、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使用现代材料成型设计软件和仿真分析软件工具，解决机械产品设计及其成型制造复杂工程问题；

6、工程与社会：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人文素养；在解决材料成型复杂工程问题时能够考虑对社会、建康、安全等因

素的影响；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在解决材料成型工程问题时具有环境保护意识，并考虑可持续发展因素；

8、职业规范：熟悉法律法规、相关行业标准和职业规范，理解工程对社会的影响，具备工程职业道德，履行社会责任；

9、个人和团队：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协调能力，能够在合作过程中根据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0、沟通：能够结合机械产品设计及其成型中的问题，进行书面语口头的表达与交流，并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11、项目管理：掌握一定的经济与管理知识，并能将经济管理方法用于解决材料成型中复杂工程问题；

12、终身学习：具有信息获取、知识更新和终身学习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工程知

识

2.问题分

析

3.设计/
开发解

决方案

4.研究
5.使用现

代工具

6.工程与

社会

7.环境和

可持续

发展

8.职业规

范

9.个人和

团队
10.沟通

11.项目

管理

12.终身

学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

大学英语 √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

程序设计基础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机械工程）
√ √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 √

通识教育选修课 √ √

高等数学Ⅰ √ √

大学物理 II √ √

大学物理实验 I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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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 √ √ √

机械设计基础 √ √ √ √ √

工程力学Ⅰ √ √

电工与电子技术 √

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 √ √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 √ √ √

材料力学性能 √ √ √

材料成型原理 √ √ √ √ √ √

焊接冶金学基本原理 √ √ √ √ √

模具 CAD/CAM √ √ √ √

有限元软件 √ √ √ √

线性代数（I） √ √

材料科学基础 √ √ √ √ √ √

物理化学 √ √

金属学及热处理 √ √ √ √ √ √

材料分析方法 √ √

铸造合金及其熔炼 √ √ √ √ √ √ √

铸造工艺 √ √ √ √ √ √ √

铸造工艺课程设计 √ √ √ √ √ √ √

金属塑性成形工艺及

模具
√ √ √ √ √ √ √

金属塑性成形工艺及

模具课程设计
√ √ √ √ √ √ √

模具制造工艺 √ √ √ √ √ √ √ √

专业英语 √

熔焊方法及设备 √ √ √ √ √ √ √

压焊方法及设备 √ √ √ √ √ √ √

焊接结构学 √ √ √ √ √ √

材料焊接性 √ √ √ √ √ √

焊接质量管理与检验 √ √ √ √ √ √ √ √ √

焊接创新实验 √ √ √ √ √ √ √ √

先进铸造技术 √ √ √ √ √ √

先进塑性成形技术 √ √ √ √ √ √

模具材料及热处理 √ √ √ √ √ √

塑料成型工艺及模具 √ √ √ √ √ √

材料成型设备 √ √ √ √ √ √

钎焊 √ √ √ √ √ √

先进焊接方法与技术 √ √ √ √ √ √

弧焊电源 √ √ √ √ √ √

焊接生产及管理 √ √ √ √ √ √ √

3D打印技术 √ √ √ √ √ √

失效分析 √ √ √ √ √ √

表面工程学 √ √ √ √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 √

数值分析 √ √

传热学 √ √ √

轻工装备及成套技术 √ √ √ √

工业机器人技术 √ √ √ √ √ √

食品与包装机械 √ √ √

机械安全工程 √ √ √ √ √

企业管理 √ √ √ √ √ √ √

项目管理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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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训练 √ √ √

材料成型与制备综合

实验
√ √ √ √ √

材料改性综合实验 √ √ √ √ √

生产实习 √ √ √ √

工程素养训练 √ √

毕业实习 √ √ √

毕业设计 √ √ √ √ √ √ √ √

四、专业特色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主要研究通过冷/热加工改变和控制材料的微观结构、宏观性能、尺寸形状；研究材料成型工艺的设计与开

发、成型设备的设计与选用；研究加工过程中的各工艺因素对材料的影响等问题，并在轻工机械方面有所侧重。本专业实践性强，基

础要求高，所涉及的知识面广。本专业注重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良好的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工程能力。

五、主干学科

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机械制图、 机械设计基础、工程力学、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电工与电子技术、材料力学性能、模具 CAD/CAM、有限元软件、物理

化学、材料科学基础、金属学及热处理、材料分析方法、材料成型原理、焊接冶金学基本原理、铸造工艺、金属塑性成形工艺及模具、

模具制造工艺、熔焊方法及设备、压焊方法及设备、焊接结构学、材料焊接性、焊接质量管理与检验、材料成型与制备综合实验、材

料改性综合实验、铸造工艺课程设计、金属塑性成形工艺及模具课程设计、焊接创新实验、工程训练、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26 17.5 16 21.5 29 48

要求学时
2148+36周
/2212+34周

672 128 440 328/336 284
296+4周
/352+2周

32周
464+36周
/528+34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 16.25% 10.94% 10.00% 13.44% 18.12% 3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 学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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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专业自定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World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1 16 1 考试 B121611

小计 42.0 632 0 48 160 11 12.5 8 7.5 0 2.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一年级

开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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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Ⅰ(上)
（Advanced Mathematics I）

5 80 5 考试 B113101

高等数学Ⅰ(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II）

6 96 6 考试 B113102

大学物理 II（Collg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 II
（Experiment of College
PhysicsII）

1 32 1 考试 B117202

工程制图 I（Engneering
Drawing）

4 56 16 2.5 1.5 考试 B013013

机械设计基础

（Fundament of
Mechanical Design）

3 40 8 3 考试 B013005

工程力学 II（Engineering
Mechanics）

2.5 32 8 2.5 考试 B013014

小计 26 376 48 16 0 7.5 13 2.5 3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7.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电工与电子技术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

3 48 3 考试 B028401

必选

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

（Experiment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1 32 1 考查 B028404

线性代数（I）
（Linear Algebra）

3 48 3 考试 B11312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Probability & Statistics I）

3 48 3 考查 B118123

数值分析

（Numerical Analysis ）
2 24 16 2 考查 B016133

材料成型原理（Theory of
Materials Form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301 铸锻成

型方向

必选
模具 CAD/CAM
（CAD/CAM of Die）

2.5 24 32 2.5 考查 B018302

焊接冶金学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 of
Welding Metallurgy）

3 40 16 3 考试 B018303
焊接方

向必选
有限元软件（Finite
Element Software）

2.5 16 48 2.5 考查 B018304

小计 23 288 64 80 16 0 0 9 3 6 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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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材料科学基础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3.5 56 3.5 考试 B014305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3 40 16 3 考试 B014306

物理化学（Physical
Chemistry）

2.5 32 16 2.5 考试 B014307

金属学及热处理

（Metallography and Heat
Treatment）

2.5 32 16 2.5 考试 B014308

材料力学性能（Mechanical
Performance of Materials）

2.5 32 16 2.5 考试 B014309

材料分析方法（Material
Analysis Method）

2 32 2 考试 B014310

小计 16 224 64 0 0 0 0 0 6.5 7.5 2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4.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一（铸

锻成型）

金属熔炼及其铸造工艺

（ Alloy Smelting and
Casting Process）

4 56 16 4 考试 B015311

铸造工艺课程设计（Cast
Processing Technology
Curriculum Design）

2 2周 2 考查 B015312

金属塑性成形工艺及模具

（Metal Plastic Forming
Process and Die）

2.5 32 16 2.5 考试 B015313

金属塑性成形工艺及模具

课程设计（The Course
Exercise of the Metal
Plastic Forming Process
and Die）

2 2周 2 考查 B015314

模具制造工艺

（Manufacturing Craft of
Die）

2 32 2 考试 B015315

专业英语（Professional
English）

2 32 2 考试 B015316

小计 14.5 152 32 0 0 0 0 0 0 6 8.5 0 0

方向二（焊

接）

焊接方法及设备（Welding
Method and Equipment）

4 56 16 4 考试 B015317

焊接结构学（Mechanics of
Welding Structure）

2.5 32 16 2.5 考试 B01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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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焊接性（Material
Weldability）

2.5 24 32 2.5 考试 B015319

焊接质量管理与检验

（Welding Quality
Management and
Inspection）

1.5 16 16 1.5 考试 B015320

焊接创新实验（Welding
Innovation Experiment）

2 2周 2 考查 B015321

专业英语（Professional
English）

2 32 2 考试 B015316

小计 14.5 160 80 0 0 0 0 0 0 6.5 8 0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7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先进铸造技术（Advanced
Casting Technology）

1 16 1 考查 B016322

铸锻成

型方向

至少选

一门

先进塑性成形技术

（Advanced Plastic
Forming Technology）

1 16 1 考查 B016323

模具材料及热处理（Die
Material and Heat
Treatment）

1 16 1 考查 B016324

塑料成型工艺及模具

（Plastic Molding and Die
Design Process）

2 32 2 考查 B016325

材料成型设备（Forming
EquiPment for materials）

1 16 1 考查 B016326

钎焊（ Braze Welding） 1 16 1 考查 B016327

焊接方

向至少

选一门

先进焊接方法与技术

（Advanced Welding
Processing and
Technology）

1 16 1 考查 B016328

弧焊电源（Arc Welding
Power Source）

1 16 1 考查 B016329

焊接生产及管理（Welding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1 16 1 考查 B016330

3D打印技术（Technology
of 3D Printing）

1 16 1 考查 B016331

至少选

一门

失效分析

（InvalidationAnalysis
Technology）

1 16 1 考查 B016332

表面工程学（Surface
Engineering）

2 32 2 考查 B016333

传热学（Heat Transfer
Theory ）

2 32 2 考查 B016419

轻工装备及成套技术

（Complete Technology of
Process Equipment）

1 16 1 考查 B016425
至少选

一门
工业机器人技术（Industry
Robot Technology）

1 16 1 考查 B0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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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与包装机械

（Machinery of Food and
Packaging）

1 16 1 考查 B016116

机械安全工程（Machine
Safety Engineering）

1 16 1 考查 B016117

至少选

一门

企业管理（Business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6007

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1 16 1 考查 B086008

小计 23 368 0 0 0 0 0 0 0 2 3 18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9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工程训练（Engineering Practice） 4 4 3 1 考查 B017101

材料成型与制备综合实验

（Integrated Experiment of
Material Forming and Preparing）

2 2 2 考查 B017301

材料改性综合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Material Modification）

2 2 2 考查 B017302

生产实习（Production
Exercitation）

3 3 3 考查 B017303

工程素养训练（Engineering
accomplishment training）

2 2 2 考查 B017003

毕业实习（Graduation
Exercitation）

4 4 4 考查 B017304

毕业设计（Graduation Project） 10 13 10 考查 B017305

小计 29 32 2 0 3 1 2 2 3 16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机械工程）

（ Introduction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disciplin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本课程是一门“导论类”课程，也是一门专业基础课，是机械类专

业学生认识机械工程学科、 培养工程素质的必修课。本课程以高

等学校机械工程类学生的专业素质教育需要为目的，面向新生，

系统介绍机械工程的相关基础知识、应用及最新前沿进展，引导

学生正确认识专业， 提高专业兴趣，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本课

程主要内容包括机械工程概述、现代设计技术、先进制造工艺技

术、先进制造自动化技术、机械工程技术的新发展、学科专业概

述与培养体系等六大部分。

本课程作为一门面向新生开设的“导论类”专
业基础课，主要是为后续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

课方向课打基础，安排在第一学期进行。 本

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以机械类学生的专业素质

教育需要为目的，面向新生，系统介绍机械工

程的相关基础知识、应用及最新前沿进展，引

导学生正确认识专业，明确专业定位与培养目

标，提高专业兴趣，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机械制图（Mechanical
Drawing )）

本课程是一门既有系统理论又有较强实践性的技术基础课。本课

程主要研究绘制和阅读 工程图样的原理和方法，其内容结构分为

四部分：画法几何、制图基础、专业制图与计算机 绘图，授课主

要是以课堂教学为主，可采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来提高教学

效果。投影理 论部分主要讲基本体的投影及立体表面的交线，制

图基础部分主要讲组合体画法标注读图， 专业制图部分主要讲零

件图视图选择工艺及技术要求，计算机绘图主要讲 AutoCAD 基

本绘图方法及 PRO/E三维造型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掌握用正投影法图示空间几何形体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培养和发

学生绘图及读图能力在本课程中会打下一定

的基础，但是还需要在后继课的生产实习、课

程设计及毕业设计等环节中继续培养和提高，

并使所绘制的图样逐步达到生产要求。在学习

本课程的机械制图部分之前，应组织学生参观

机械加工厂，使学生对机械加工工 艺，图样

内容与要求有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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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和空间构思能力；学会用正投影法绘制和阅

读一般零件图和中等复杂程度的装配图；掌握用计算机软件将工

程图样电子化的能力。 本课程理论严谨，实践性强，与工程实践

有密切的联系，对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思维方法，增强工程意识和

锻炼独立工作能力有重要作用，是普通高等院校工科机械类相关

专业必修的技术基础课程。

数值分析

（Numerical
Analysis ）

数值分析主要研究计算机解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介绍数值分析

研究中的一些较新的成 果。数值分析一直以来都是计算科学很重

要的课程。包含解线性代数方程组的直接法、解线 性代数方程组

的迭代法、解非线性方程的迭代法、矩阵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计

算、代数插值、 函数逼近、数值积分与数值微分、常微分方程初

值问题的数值解法等基本内容。通过教学使 学生掌握各种常用数

值算法的构造原理，提高算法设计能力，为能在计算机上解决科

学计算 问题打好基础。数值分析课程已经成为计算机应用、应用

数学、工科各专业的基础课程。

本课程先修课程有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机械

原理等。 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

用数 值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算法原理及

理论分析，提高学生应用数学知识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 题的能力。

工程力学 II
（Engineering
Mechanics II）

工程力学 II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是后续其它各门力学

相关课程的基础，同时在许多工程技术领域中有着广泛的直接应

用。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能够掌握基础的力系知识，并对物体

及简单的物体系统进行正确的受力分析、画受力图并进行相关计

算；掌握

多种构件变形及其变形过程中构件内力、应力的分析和计算方法；

掌握构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分析理论在工程设计、事故分析

等方面的应用，为经济合理地设计构件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计

算方法，并为有关的后续课程打下必要的基础。通过学习《工程

力学Ⅰ》可以有效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

全面提高。

工程力学 II 以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机械制

图为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具有

初步对工程问题的简化能力，一定的分析与计

算能力，是学习有关后继课程和从事专业技术

工作的基础。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是机械专业的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它包括了机械制造技 术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适

应新世纪科技、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日趋激烈的竞争，以及

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形势和宽口径机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及建立新

的课程体系 的需求，在重基础、少学时、低重心、新知识、宽面

向的改革思路指导下，以工艺为主线， 通过对金属切削原理与刀

具、金属切削机床、机床夹具设计和机械制造工艺学等课程的基

本 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整合，形成了现在的《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课程。其主要内容包括：切削过程及控制，机床、刀具、夹具等

工艺装备，机械加工质量分析与控制，工艺规程设计，以及电子

束与离子束加工、电火花加工、电解加工、激光加工、超声波加

工等特种加工方法和以快速成形、微细制造、超精密加工、柔性

制造、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技术。

本课程需要先通过金工实习使学生获得一定

的感性认识、了解一些加工方法和相关加工设

备，并通过学习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使学生

具备一定的看图能力，机械设计使学生掌握一

定的传动理论知识。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机械加工中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

并通过相关实践环节（实验和课程设计等）的

训练， 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机械制造中实际

问题的基本能力，为学生在制造技术方面奠定

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基础，同时为后续课程学习

和毕业设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材料成型原理

（Theory of Materials
Forming）

《材料成型原理》是材料成形及控制工程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之

一，本课程的任务是阐明液态成形（铸造）、塑性成形（锻造）、

焊接成形（焊接）等近代材料成形技术中共同的基本规律及物理

现象；阐述各种成形技术的成形基本原理和理论基础；揭示材料

成形过程中影响材质和制品性能的因素及缺陷形成的机理。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材料成形过程及成形原理有深入的实质性

的理解；能从本质上认识和分析材料成形过程中产生的实际问题

和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为今后学习成形技术的具体工艺方法、

设备控制等课程，为开发新材料、新的成形技术奠定坚实的理论

基础。

本课程要求学生对材料成形过程及成形原理

有深入的实质性的理解；从本质上认识和分析

材料成形过程中产生的实际问题和提出解决

问题的途径。因此，化学、材料力学、材料科

学基础是其先修课程；而材料成型工艺、材料

成型设备等课程，则为本课程向实践方向更深

入一层，本课程为开发新材料、新的成形技术

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后续课程为实现应用

这些理论基础提供技术手段和方法工艺。

模具 CAD/CAM
（CAD/CAM of Die）

本课程主要讲授模具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技术（CAD/CAM）的

理论与方法，论述了其中的基本知识，CAD/CAM 系统的硬件构

成，常用的 CAD 软件在模具领域的应用，对冲压和塑料模具的

CAD 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本课程应在修完介绍 Pro/E 软件的计算机绘

图以及模具计算机应用、塑料模设计和冲压工

艺学等有关专业课程后开设。

焊接冶金学基本原理

（Basic Principle of
Welding Metallurgy）

本课程为焊接方向的主干课程，是培养从事焊接研究人员及技术

人员的主要课程，本课程主要讲解焊接的物理本质、焊接接头的

形成、焊接温度场的基本概念；焊接化学冶金；焊接材料；焊接

熔池凝固和焊缝固态相变；焊接热影响区的组织和性能；焊接裂

纹等。

本课程与《焊接方法及设备》同为焊接方向的

主干课程，以《机械设计基础》、《材料科学

基础》为基础，为后续的《材料焊接性》、《焊

接结构学》等课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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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软件（Finite
Element Software）

有限元软件融结构分析、力学、流体动力学、电磁学、声学于一

体，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航空航天、交通、铁道、石化、能源、

水利等领域，并被一些部门指定为工程分析软件。本课程为有限

元软件的入门课程，融有限元分析的基础知识和应用实例为一体，

在基础理论和工程实践应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课程以三维实体

为例，介绍一般分析过程的预处理、求解和后处理三大部分内容。

其中包括：几何模型的建立方法，有限元模型的建立方法，材料

的定义，单元选择，边界条件及加载，求解器的选取，计算结果

的各种后处理方法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初步掌握

一般工程问题分析的基本方法和过程。

学习本课程过程中，需用到《高等数学》、《大

学物理》、《物理化学》等课程的相关知识，

并需注意与焊接相关专业课程（《焊接结构学》

等）的结合。

材料科学基础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材料科学基础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一级学科公共主干专业课。

本课程将系统、全面地介绍材料基础理论知识，诸如材料的结合

键、材料的晶体结构、晶体结构缺陷、材料的相结构与相图、材

料的凝固、材料中的扩散，材料的塑性变形与强化、材料的亚稳

态。本课程着眼于材料基本问题、从金属材料的基本理论出发，

将高分子聚合物材料、陶瓷材料、复合材料等结合在一起，使学

生能把握材料的共性，熟悉材料的个性。通过理论教学与实验教

学，使学生不仅能掌握基本理论，善于分析和解决问题，同时也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验证理论、探索新知识的能力。本课程也

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技术基础课，它为该专业学生的后续课

程，如材料加工成型、材料热处理、材料的性能、工程材料学、

材料测试、材料的近代研究方法、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等

提供基础。

材料科学基础课程为后续的材料成型基本原

理、材料成型工艺基础、热处理原理等课程的

学习进行理论基础准备，同时又对物理、化学

知识的深化，以及它们在实践生产中的应用。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是机械专业的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它包括了机械制造技术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适

应新世纪科技、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日趋激烈的竞争，以及

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形势和宽口径机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及建立新

的课程体系的需求，在重基础、少学时、低重心、新知识、宽面

向的改革思路指导下，以工艺为主线，通过对金属切削原理与刀

具、金属切削机床、机床夹具设计和机械制造工艺学等课程的基

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整合，形成了现在的《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课程。其主要内容包括：切削过程及控制，机床、刀具、夹具等

工艺装备，机械加工质量分析与控制，工艺规程设计，以及电子

束与离子束加工、电火花加工、电解加工、激光加工、超声波加

工等特种加工方法和以快速成形、微细制造、超精密加工、柔性

制造、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技术。

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学生应先修画法几何与机

械制图、材料科学基础、材料成型技术基础等

课程，先修课程为本课程的学习提供机械识图

与制图、选择材料、制造毛坯等方面有关理论

与工艺的基础知识。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是

培养复合型人才和构建多学科知识结构的重

要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学习为后续课程奠定

机械制造技术方面的基础理论基础。

物理化学（Physical
Chemistry）

本课程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基础课程，主要讲解内容包

括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化学平衡，液态混合物和

溶液，相平衡，电解质溶液，电池电动势及极化现象，界面现象，

化学动力学基础和复合反应动力学及反应速率理论

本课程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是后续《传热学》的基础。

金属学及热处理

（Metallography and
Heat Treatment）

《金属学及热处理》是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业核心课程，着重

阐述了金属材料的性能与其化学成分、内部组织结构之间的内在

关系及变化规律，系统地介绍了有关金属学热处理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该课程主要包括的内容有奥氏体、珠光体、

马氏体、贝氏体及回火转变的基本过程、主要特征及转变的晶体

学、热力学和动力学，以及组织与性能方面的基本知识；过冷奥

氏体转变的等温及连续冷却动力学图及其应用；有色金属时效过

程、转变机制及组织性能；钢的加热、退火、正火、淬火、回火

工艺，并且还涉及到一些新发展的相变与热处理技术。

本课程是“材料科学基础”的后续课程，通过钢

的加热和冷却的组织转变原理，延伸到加工工

艺对材料组织性能的影响，建立对材料的成分

－组织－性能和成分－工艺－性能之间的关

系的认识，加深对材料的组织决定性能的理

解。

材料力学性能

（Mechanical
Performance of
Materials）

本课程主要讲授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与测试方法，主要内容有金

属材料在静载荷（单向拉伸、压缩、扭转、弯曲）和冲击载荷下

的力学性能、金属材料的断裂韧度、金属材料的疲劳、金属材料

的应力腐蚀和氢脆断裂、金属材料的磨损和接触疲劳、金属材料

的高温力学性能。

学生学习本课程之前应先修材料科学基础、材

料力学等课程，先修课程为本课程的学习提供

材料学和力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同时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为后续其他课程的学习奠定材料

力学性能分析和表征等方面的基础。

材料分析方法

（Material Analysis
Method）

材料分析方法是针对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主要介绍 X 射线晶体结构分析方法、物相定性和定量分析

的方法、内应力的测定方法；电子衍射花样的分析及透射电镜、

扫描电镜、背散射电子分析技术、电子探针的分析原理及分析方

法。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材料主要分析技术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应用，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大学物理与材料科学基础。

联系较多的是大学物理中的光、波、电部分以

及材料科学基础中晶体结构、晶体缺陷等部

分。材料科学基础中的有关内容，在本课程中

均属应用，未有重复。本课程应着重讲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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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较先进的材料分析方法和应用。培养学生的材料微观组织结

构分析测试及研究的能力。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 X 射线衍射和电

子显微技术的基础理论；掌握 X 射线衍射仪、透射电镜、扫描电

镜和电子探针等现代测试设备的结构及其在材料分析测试技术中

的原理及应用。应用 X 射线衍射方法进行晶体结构的测定、物相

分析、宏观应力测定；掌握透射电镜的薄膜制备技术及电子衍射

的原理，应用电子衍射对材料进行微观组织结构的分析，应用扫

描电镜和电子探针对材料进行表面形貌和微观结构及成分进行分

析。

各种仪器研究分析材料结构成分等有关内容。

金属熔炼及其铸造工

艺（ Alloy Smelting
and Casting Process）

本课程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铸锻成型方向的骨干课程之

一。本课程主要讲述常用铸造合金材料的化学成分、金相组织与

使用性能之间的关系、各种铸造合金的熔炼原理及工艺、授铸造

工艺设计的基本概念、铸造工艺方案和参数、浇注系统设计、冒

口设计、工装设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各种常见的合

金熔炼及其铸造工艺的共性和个性有所了解，初步具备正确选择

合金铸造和熔炼方法的能力。

学生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应先修大学物理、材料

科学基础、材料成型技术基础等课程，先修课

程为本课程的学习提供材料科学的基础理论

知识和材料加工的工艺知识，同时为是铸造工

艺课程设计后修实践性课程的指导性的课程。

金属塑性成形工艺及

模具（Metal Plastic
Forming Process and

Die）

金属塑性成型工艺及模具课程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主干

专业课，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 该课程主要教授

金属板料冲压加工的相关原理与工艺、冲压模具的结构设计以及

锻造加工相关原理与工艺、锻模的结构设计等专业内容。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金属塑性变形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

础理论；掌握冲压与锻造工艺理论与模具设计的基本方法；同时

培养学生的冲压与锻造工艺和模具设计创造的能力。通过学习学

生要掌握各种冲压与锻造工序的主要应用、变形和受力特点、工

艺技术路线的制定、模具设计的基本方法和具体应用，训练学生

设计与制造模具的创新能力。本课程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实

验和科技活动等实践性环节，从而开拓学生的创造力。

学生在学习本课程前，应通过工程图学、工程

训练、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力学等课程的学

习具备机械识图与制图能力以及材料科学与

加工、力学的基础知识。

模具制造工艺

（Manufacturing Craft
of Die）

本课程为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模具设计与制造方向的专业方

向课，培养学生全面掌握模具加工工艺所具备的工艺理论知识和

技能：具备处理模具制造中的一般工艺技术问题的能力；掌握冷

冲压模具与塑料模具零件的加工工艺过程的编制及模具装配的工

艺方法；解决一般技术难题；掌握模具制造的新技术、新工艺；

了解模具制造工艺的发展方向。本课程主要讲授模具加工的基础

理论和加工方法，模具零件的机械加工工艺和特种加工工艺，以

及模具装配工艺。

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学生应先修机械制造基

础、机械制图、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冲压工艺

与模具设计、塑料模具工艺与设计，先修课程

为本课程的学习提供机械识图与制图、 选择

材料、制造毛坯等方面有关理论与工艺的基础

知识；可以帮助更好的掌握模具制造各种方向

的应用。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本书以提高材料成型与控制专业英语应用水平为目标，具有很强

的实用性、参与性与趣味性。本书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

念，让学生在精心设计的活动中循序渐进提高专业英语应用能力。

内容上不但覆盖各种材料成型方式，还特别针对该专业设计了实

用性很强的内容，帮助学生掌握用英文写工作邮件、求职简历、

打商业电话等方法。本书的另一个亮点在于几乎每个单元都配有

精彩的英文视频，这些原汁原味的视频资料能极大地提高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材料成型与控制专业

的专业英语教材，也可以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自学参考用书。

与材料科学基础、工程材料等基础专业课，以

及锻造、焊接、成型等专业课相结合。第一部

分为工科学生都应该了解的背景知识，比如工

程的分类、制造工艺、工程制图、图表、工程

材料、材料属性及热处理等；第二部分专业性

很强，包括金属轧制、铸造、锻造、板料成形、

粉末成型、注塑成型、快速成型、焊接等；第

三部分是实用性内容，加强学生的学习动机，

而且这些内容在学生工作之后仍然会对他们

大有裨益。

焊接方法及设备

（Welding Method
and Equipment）

本课程是焊接方向的一门必修课，包括熔化焊及压力焊方法及设

备的相关知识，主要讲解熔化焊及压力焊的分类及各种焊接方法

的原理、特点、工艺、材料、缺陷、适用场合等。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学生需要掌握各种焊接方法，能够在具体的生产实际中选

择合适的焊接方法并进行焊接过程设计。

本课程与《焊接冶金学基本原理》同为焊接方

向的主干课程，以《机械设计基础》、《材料

科学基础》为基础，为后续的《材料焊接性》、

《焊接结构学》等课程的基础。

焊接结构学

（Mechanics of
Welding Structure）

焊接结构学是焊接工程师设计焊接结构所必须的一门课程，主要

讲焊接热循环、焊接残余应力和变形以及焊接接头的应力集中对

焊接结构的影响，并详细讲述了焊接结构的脆性断裂和疲劳强度，

最后针对不同的焊接结构的受力条件确定各自的设计方案。

本课程是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

基础课，内容涉及到焊接传热学和焊接结构两

大方面。目的是通过焊接热过程、焊接接头和

构件的应力与变形过程的分析，使学生了解焊

接结构的特点、应用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原

因，从而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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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焊接性（Material
Weldability）

《材料焊接性》是材料成型与控制类专业的专业课。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具有特殊性能的新型结构材料不断涌现，对焊接性能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课程主要讲述各种材料的焊接特性，包括

合金结构钢、不锈钢及耐热钢、有色金属、铸铁、先进材料以及

异种材料。

本课程是以《焊接冶金学基本原理》《焊接方

法及设备》等为专业前导课，教学中要求学生

对这几门专业课程知识点的衔接，注意融会贯

通。

焊接质量管理与检验

（Welding Quality
Management and
Inspection）

本课程的主要介绍焊接质量管理与检验的基本原理，主要设备构

成。分析在材料评价和材料加工中，不同检测方法在的适用性及

局限性。在典型应用的讲授方面，侧重材料评价焊接接头无损检

测方法和特点。适当介绍无损检测新技术。

本课程是以《大学物理》、《电工学》、《材

料成型基本原理》、《焊接冶金学基本原理》、

《焊接方法及设备》、《材料焊接性》等课程

为基础，教学中要求学生对这几门专业课程知

识点的衔接，注意融会贯通。

焊接创新实验

（Welding Innovation
Experiment）

焊接创新实验是材料成型及控制专业焊接方向教学计划中的一个

重要的实践性环节，要求学生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掌握分

析问题的方法和能力，根据选题开展相关实验，并熟悉和掌握典

型焊接设备的性能和使用方法，了解焊接参数的监测分析技术，

能够分析焊接接头的组织及性力学能，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培

养学生观察、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以《焊接冶金学基本原理》、《焊接方

法及设备》、《材料焊接性》、《焊接结构》、

《焊接质量管理与检验》等焊接课程为基础，

实验过程中要注意实验的创新性、连续性。

先进铸造技术

（Advanced Casting
Technology）

先进铸造技术是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业铸造方向的主要专业课

之一。该课程主要讲述除传统砂型铸造之外的先进铸造技术，也

即特种铸造技术，包括：金属型铸造、陶瓷型铸造、低压铸造、

压铸、消失模铸造、熔模铸造、石膏模铸造、离心铸造、挤压铸

造、连续铸造。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是铸造工艺课程的补充，能够

使学生更全面认识铸造生产方法，拓展知识面，增强从事铸造生

产的适应能力。

该课程为铸造工艺课程的补充性课程，旨在拓

展学生对多种铸造工艺方法的认识，加深对铸

造基本原理的应用的理解。

模具材料及热处理

（Die Material and
Heat Treatment）

该课程是材料成型及控制专业模具设计与制造方向的选修课，是

模具方向的基础课程，对模具专业技术课有支撑作用。通过改课

程，学生能够了解模具材料种类与对应热处理方法和原则，掌握

常用的模具表面处理技术。具备合理选用材料和热处理方法的能

力，以提高模具使用寿命，改善生产效益，也可以通过实践运用，

对模具材料和热处理方法做改进。合理选用材料和热处理工艺能

力是本专业学生在未来岗位群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因此，本课程

是培养能力的一门基础课程。

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学生应先修材料科学基

础、工程材料、钢的热处理等课程，先修课程

为本课程的学习提供材料组织与性能、铁碳合

金相图、钢的分类及钢的热处理等方面有关理

论与工艺的基础知识。从而掌握常用模具钢的

热处理一般原理及其工艺，了解热处理工艺在

实际生产中的应用。

塑料成型工艺及模具

（Plastic Molding and
Die Design Process）

本课程主要讲授塑料的基本知识；塑料制品成型加工的工艺；注

塑模、压塑模、压注模、挤塑模等塑料模具的基本结构和模具设

计方法等。

在此课程前学生应具备机械制图、工程力学、

机械设计基础、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工程材料

与应用、机械制造技术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并

与模具制造工艺、冲压与塑压成形设备课程知

识紧密结合。

材料成型设备

（Forming EquiPment
for materials）

材料成型设备是机械类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方向的一门专业

选修课，主要介绍曲柄压力机、液压机、压铸机等成形设备的工

作原理、结构特点及其应用场合。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

成形加工在现代工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成形设备的发展趋

势，掌握曲柄压力机的工作原理、结构组成、主要技术参数与选

用，熟悉液压机的工作原理、特点及分类、液压体的本体结构和

液压系统，掌握压铸机的工作原理、本体结构、主要技术参数与

选用，了解其他成形设备的原理、特性、分类和参数。培养学生

分析解决材料成形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的能力、一定设计能力

和创新能力。

学生在学习本课程前，应通过《材料力学》、

《材料科学基础》、《材料成型技术基础》等

课程的学习，具备必要的力学、材料学、成型

技术的基础知识。

钎焊（ Braze
Welding）

本课程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焊接方向的专业任选课，课程

介绍钎焊的基本原理，钎料，钎焊的基本工艺方法，主要工业材

料的钎焊工艺特点及钎焊生产过程，重点介绍钎焊过程的基本原

理及钎焊的基本过程，特别对钎焊接头的形成过程及影响因素进

行详细阐述。为培养工程技术型人才奠定基础。

本课程以《焊接冶金学基本原理》、《焊接方

法及设备》等焊接课程为基础，学习过程中注

意与《材料焊接性》课程的相关性。

先进焊接方法与技术

（Advanced Welding
Processing and
Technology）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任选课，授课过程中不仅要介绍现代工业生产

中各种先进的焊接方法，而且要针对现代生产中焊接的共性技术

问题进行全面的介绍。

本课程是以《焊接冶金学基本原理》、《焊接

方法及设备》、《材料焊接性》等课程为基础，

教学中要求学生对这几门专业课程知识点的

衔接，注意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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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焊电源（Arc
Welding Power

Source）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任选课，理论性和实践性强。本课程的任务是

使学生掌握各种常用弧焊电源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实验技能，

并能根据不同的弧焊工艺方法正确地选择和使用弧焊电源。课程

的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学习，在掌握弧焊电源的基本理论及基本知

识的基础上，熟悉各种弧焊电源的性能特点，正确使用选择与合

理使用各类弧焊电源和具备排除常见故障的能力。

本课程是以《大学物理》、《电工与电子技术》、

《焊接方法及设备》专业课程为基础，教学中

要求学生掌握弧焊电源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

识，并注意与实践相结合。

焊接生产及管理

（Welding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焊接生产及管理》是为了培养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焊接方

向学生具有焊接生产和施工的组织管理能力而开设的。《焊接生

产及管理》围绕焊接生产管理的主要内容，重点介绍了焊接生产

施工项目组织结构、成本管理的内容和方法、焊接生产组织实施、

焊接生产的工艺技术和人力资源准备、焊接生产的现场管理、焊

接生产的质量管理及控制、焊接安全生产管理等内容。

本课程是以《焊接冶金学基本原理》、《焊接

方法及设备》、《材料焊接性》、《焊接结构

学》《焊接质量与检验》等课程为基础，将所

学焊接专业知识与焊接生产相结合。

3D打印技术

（ Technology of 3D
Printing

3D打印（3D Printing)作为快速成型技术的一种，它是一种以三维

数字模型（STL 格式 文件）为基础，应用粉末状金属、非金属等

可粘合材料，通过分层打印、逐层累加的方式来 实现物体制造的

技术。本课程从 3D打印技术的起源与发展、3D打印技术的工艺

过程（以选择性激光烧结工艺为例）、3D打印在发动机研发过程

中的应用以及 3D打印技术的总结与发展方向等四个方面开展教

学。自 2013 年我校发动机材料工程实验室成立以来，我们不断

推进这方面的教师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培育教学科研并重的创

新型教学团队，同时加强企业与科研院校结合，努力做到科研成

果的实用性转化，为课程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需要先通过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技术等

课程学习使学生获得一定的感性认识、理论知

识；通过课程讲授、讨论和课后作业等环节，

使学生全面了解 3D打印技术的现状、类型和

基本原理，特别是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的基本

知识和工艺过程，培养学生对先进科学技术的

兴趣和爱好，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同时也为 3D打印技术

在专业中的应用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失效分析

（InvalidationAnalysis
Technology）

本课程主要讲授金属材料及其结构应用中出现失效进行分析的思

路和方法，系统地介绍了金属构件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断裂、磨损、

腐蚀失效的形貌特征、影响因素、预防措施及具体的分析方法，

对于金属构件加工缺陷对失效的影响作了简要而系统的分析。

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应具有材料力学、材料科学

基础、材料成型技术基础的基本知识。

表面工程学（Surface
Engineering）

本课程阐述了现代表面技术的含义、分类、应用和发展，介绍了

表面科学的某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分析了各类表面技术的特点、

适用范围、技术路线、典型设备、工艺措施和应用实例。在兼顾

基础知识与学科前沿中，涉及多学科领域，专业知识面广，内容

丰富。主要内容有：表面热处理、表面形变强化、电镀与化学镀、

热扩渗、热喷涂与喷焊、涂装技术、转化膜与着色技术、气相沉

积、微细加工技术、高能束技术以及其它表面工程技术。表面工

程学课程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学科间的交叉和学科的整合，表面

工程不仅是一门广博精深和具有极高实用价值的基础技术，还是

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在学术上 丰富了材料科学、冶金学、机

械学、电子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开辟了一系列的研究领域。

本课程以材料科学基础、热处理原理与工艺、

机械制造基础等为先导，不仅与材料基础有

关，而且还延伸到材料热加工的最新技术及发

展的前沿。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既能系

统的掌握专业基础与共性知识，又有利于开扩

眼界，为学生提供一个创新的平台。

传热学（Heat Transfer
Theory ）

传热学是研究热量传递过程规律的一门科学，通过学习传热学，

学生将掌握传热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计算方法，培养

和建立学生的工程观点和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初步

能力，并为学习后续的专业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支撑。

本课程先修课程有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和《流

体力学；通过学习传热学，学生将掌握传热学

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计算方法，培养

和建 立学生的工程观点和理论联系实际解决

工程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并为学习后续的专

业课程 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支撑。

轻工装备及成套技术

（Complete
Technology of Process

Equipment ）

轻工装备成套技术涉及新产品生产工艺开发和项目可行性研究、

工艺设计、经济性评价 和环境评价、机器和设备的选型、重要工

艺参数的自动控制方案选择与设计、管道设计、绝 热与防腐蚀设

计、装置的安装及检验、装置的试车等与过程装置设计、建设全

过程有关的各 种工程知识。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工程材料、机械设计、控

制理论等课程的基础知识。通过本课程的 学

习，学生掌握过程生产的装备成套技术基础知

识，为今后学生在学习、工作中更好地理解 生

产过程和参与生产管理奠定基础。

工业机器人技术

（Industry Robot
Technology）

《工业机器人技术》是一门培养学生具有机器人设计和使用方面

基础知识的专业选修课， 它涉及计算机、传感器、人工智能、电

子技术和机械工程等多学科的内容。机器人是典型的机电一体化

装置，它不是机械、电子的简单组合，而是机械、电子、控制、

检测、通信和计算机的有机融合，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可使学生

掌握工业机器人基本概念、机器人运动学理论、工业机器人机械

系统设计、工业机器人控制等方面的知识，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

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进行创新设计的能力。

本课程以线性代数、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电

工与电子技术等为基础课程，在学完大部分技

术基础课后开课，可与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微机原理、机械工程测试技术等并行进行。通

过课程学习，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

能力，使得学生 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生

产过程需要的工业机器人实际应用技术，为今

后从事工业机器人 使用和相关研究工作打好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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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与包装机械

（Machinery of Food
and Packaging ）

食品与包装机械是能完成全部或部分产品的食品加工或包装过程

的机械，使用机械生产 食品和包装产品可提高生产率,减轻劳动强

度,适应大规模生产的需要。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食品输送机械与

设备、清洗和原料预处理机械与设备、分选机械与设备、研磨和

粉碎机械与设备等，通过该课程，学生能够掌握在现代食品加工

过程中所使用的机械设备的功能、原理和操作。

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在已掌握机械原

理、机械设计等相关课程基础上，了解和掌握

未来食品与包装机械的发展趋势及典型轻工

机械的工作原理、特点等方面的内容。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为学生今后从事轻工机械的科研

和技术开发等工作打好基础。

机械安全工程

（Machine Safety
Engineering）

《机械安全工程》是一门培养学生具有各类机械在安全方面的基

本知识和共性问题的专业选修课，它涉及机械设计、机械制造、

安全工程等多学科的内容。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机

械安全防护的基本原理，机械安全安全系统的认识方法，管理方

法。分析识别典型机械危险有害因素及作用机理，机械事故发生

原因、条件、过程及规律，培养学生的设计机械和使用机械设备

必要的安全知识和安全工程问题的评价能力。

本课程以工程力学、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基础

等为基础课程，在学完大部分技术基础课后开

课，通过学习机械制造基础、工程力学课程，

结合工程训练实践使学生掌握由机械产生的

危险因素和机械危险的主要伤害形式和机理，

具备对机械安全工程问题进行定性和定量分

析的知识和能力。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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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205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具有一定工程知识和设计应用能力、具有一定的产品设计决策能力、具有设计鉴赏和表达能力、

掌握工业设计专业知识和较强创新能力以及通用管理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在工业产品制造企业、专业设计部门、科研院所等从事

工业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管理等工作。

二、培养要求

工业设计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工业设计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接受工业设计创新思维和工业设计能力的基本训练，具备初步分析和解决在产

品全生命周期中工业设计问题的基本能力。

1.工程知识：具备系统的工程技术和工业制造理论，熟知工程设计中的基本原则、规律，具有较强的工程绘图能力，掌握产品设计中的

材料与工艺等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工业设计问题，

以获得有效结论。

3.工业设计知识与能力：具备较好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掌握工业设计创新设计基本方法；了解产品设计流程，掌握产品设计方法，

具备产品系统设计和创新开发能力；具备解决工业设计过程中复杂问题的能力；具备将语言评价转换为设计要素的能力。掌握企业形象

设计及品牌策划相关知识，具有产品包装及产品推广的能力；

4.设计欣赏与造型能力：了解工业设计史，熟悉设计发展的前沿动态和趋势，具备良好的设计审美能力，具备良好的色彩运用和产品造

型设计能力；

5.设计表现能力：具有熟练运用设计语言(形象、符号)和现代设计手段表达设计意图的能力；具备较强的设计快速表达（sketch）、效果

图绘制（手绘、计算机）、计算机三维模型制作、样机模型制作等能力；

6.工业设计与社会 ：能够基于工业设计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工业设计实务对于社会、文化、健康、安全、法律的影响，

并理解工业设计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在产品开发与设计时具有环境保护意识，并考虑可持续发展因素。

8.职业规范：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并能在设计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9.个人和团队：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协调能力；具有良好的时间统筹能力；

10.沟通：能够结合工业设计中的问题，通过交流沟通准确定位设计需求和表达设计概念的能力；

11.项目管理：了解设计管理基本知识，了解新产品设计中决策分析方法，具备从事设计管理的基本能力；

12.终身学习：具有信息获取、知识更新和终身学习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工程

知识

2.问题分

析

3.工业设

计知识与

能力

4.设计欣

赏与造型

能力

5.设计表

现能力

6.工业设

计与社会

7.环境和

可持续发

展

8.职业规

范

9.个人和

团队
10.沟通

11.项目

管理

12.终身

学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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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

大学英语

（College English ）
√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 √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

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

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
Major）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

高等数学Ⅲ

（Advanced
mathematicsⅢ）

√

机械制图

（Mechanical
Drawing）

√ √ √

工业设计基础

（Industrial Design
Foundation ）

√ √

工业设计基础专题

训练

（Industrial Design
Basic Training)

√ √ √

CAID二维设计

（CAID two
dimensional design）

√ √

CAID专题训练

（CAID train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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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创意表达

（Creative
expression of
product design）

√ √

手绘表达专题训练

（Creative
expression training）

√ √

工程力学

（Engineering
mechanics）

√ √

机械设计基础

（Fundament of
Mechanical Design）

√ √

CAID三维设计

（CAID 3D design）
√ √ √

工业设计史及概论

（History and
outline of industrial
design）

√ √ √ √ √

产品摄影

（Product
Photography）

√ √

创意思维与技法

（Creative thinking
and techniques）

√ √ √

样机模型制作

（Prototype model）
√ √ √

样机模型制作专题

训练

（Prototype model
training）

√ √ √

感性设计

（Kansei
Engineering）

√ √ √ √ √ √ √

设计美学

（Design
aesthetics）

√ √ √ √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

法

（Product design
process and
methods）

√ √ √ √ √

专题设计（1）
（Special topics in
product design（1））

√ √ √ √ √ √ √ √

CAID进阶设计

（CAID advanced
design）

√ √

工业设计材料与工

艺

（Industrial Design
Material and
Technics）

√ √ √ √ √

人机工程学及创新

设计

（Ergonomics and
innovative desig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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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统开发设计

（Product system
design）

√ √ √ √ √ √ √

专题设计（2）
（Special topics in
product design（2））

√ √ √ √ √ √ √

人机界面交互设计

（Human-computer
interface design）

√ √ √ √ √ √ √

产品概念设计

（Product
conceptual design）

√ √ √ √ √ √ √

视觉传达

（Visual
Communication）

√ √ √ √ √ √ √

产品设计专题（1）
（Product Senior
Design(1)）

√ √ √ √ √ √ √

产品设计专题（2）
（Product Senior
Design(2)）

√ √ √ √ √ √ √

第二课堂

（workshop）
√ √ √ √ √ √ √

包装设计

（Packaging
design）

√ √ √ √ √ √ √

网页设计

（Web design）
√ √ √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 √

动画设计

（Animation
Design）

√ √

设计鉴赏

（Design
appreciation）

√ √ √

非线性编辑

（non-linear
editing）

√

工业机器人技术

（Industry robot
technology)

√

3D打印技术

（Technology of 3D
Printing）

√

食品与包装机械

（Machinery of
Food and
Packaging）

√

轻工装备及成套技

术

（Complete
Technology of
Process Equi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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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安全工程

（Machine Safety
Engineering）

√

企业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Practice）

√

设计基础实习

（Design basis
exercitation）

√

专业认知实习

（Professional
cognition
exercitation）

√ √ √ √ √

传统造型艺术考察

实习

（Traditional plastic
arts exercitation）

√ √ √ √ √

工业设计材料与工

艺实习

（Industrial design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exercitation）

√ √ √ √ √ √

设计形态调研实习

（Research design
form exercitation）

√ √ √ √ √

工程素养训练

(Engineering
accomplishment
training)

√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 √ √ √ √ √ √ √ √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project）

√ √ √ √ √ √ √ √

四、专业特色

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集技术、艺术、人文、社会于一体的新兴交叉学科，旨在协调与综合其它学科并以产品设计的形式创造崭新的生产

与生活方式。以现代化生产方式为标志，倡导先进的设计理念。以提高产品使用功能，使用价值，外观质量为宗旨，创造开发适合社会

发展需求的产品系统。

五、主干学科

机械工程、设计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基础 、工业设计基础、工业设计史及概论、CAID二维设计、工程力学、CAID三维设计、手绘创意表达、创意思

维与技法、样机模型制作、CAID进阶设计、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工业设计材料与工艺、人机工程学及创新设计、产品系统开发设计、

人机界面交互设计、产品概念设计、视觉传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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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0 15 15 24 26 54

要求学时 2480+26周 680 128 592 288 296 496 26周 888+26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00% 18.75% 9.38% 9.38% 15.00% 16.25% 33.75%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工业设计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和专业技能，具备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工业设计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从

事工业设计、设计管理、视觉传达设计等工作，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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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 Major）

1 16 1 考查 专业自定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48 16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

课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Ⅲ(上）

（Advanced
mathematicsⅢ）

3 48 3 考试 B113105

机械制图（1）
（Mechanical Drawing I）

3.5 56 3.5 考试 B013001

高等数学Ⅲ(下）

（Advanced
mathematicsⅢ）

3 48 3 考试 B113106

机械制图（2）
（Mechanical Drawing II）

2.5 24 32 2.5 考试 B013002

工业设计基础（1）
（Industrial Design
Foundation (1)）

2 32 2 考查 B013201

工业设计基础专题训练

（Industrial Design Basic
Training)

2 64 2 考查 B01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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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D二维设计

（CAID two dimensional
design）

2 32 2 考查 B013203

CAID专题训练

（CAID training）
2 64 2 考查 B013204

手绘创意表达

（Creative expression of
product design）

3 48 3 考查 B013205

手绘表达专题训练

（Creative expression
training）

2 64 2 考查 B013206

工程力学

（Engineering mechanics）
2 32 2 考试 B013010

机械设计基础

（Fundament of
Mechanical Design）

3 40 8 3 考试 B013005

小计 30 360 200 32 6.5 9.5 4 7 3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CAID三维设计

（CAID 3D design）
3 48 3 考查 B018207

工业设计基础（2）
（Industrial design basis
（2））

3 48 3 考查 B018208

工业设计史及概论

（History and outline of
industrial design）

2 32 2 考查 B018209

产品摄影

（Product Photography）
2 16 32 2 考查 B018210

创意思维与技法

（Creative thinking and
techniques）

2 32 2 考查 B018211

样机模型制作

（Prototype model）
1 16 1 考查 B018212

样机模型制作专题训练

（Prototype model
training）

2 64 2 考查 B018213

感性设计

（Kansei Engineering）
2 32 2 考查 B018214

设计美学

（Design aesthetics）
2 32 2 考查 B018215

小计 19 256 96 6 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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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

（Product design process
and methods）

2 32 2 考查 B014216

专题设计（1）
（Special topics in product
design（1））

1.5 48 1.5 考查 B014217

CAID进阶设计

（CAID advanced design）
2 32 2 考查 B014218

工业设计材料与工艺

（Industrial Design
Material and Technics）

3 48 3 考查 B014219

人机工程学及创新设计

（Ergonomics and
innovative design）

2 24 16 2 考查 B014220

产品系统开发设计

（Product system design）
3 48 3 考查 B014221

专题设计（2）
（Special topics in product
design（2））

1.5 48 1.5 考查 B014222

小计 15 184 112 10.5 4.5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人机界面交互设计

（Human-computer
interface design）

2 32 2 考查 B015223

产品概念设计

（Product conceptual
design）

3 48 3 考查 B015224

视觉传达

（Visual Communication）
2 32 2 考查 B015225

产品设计专题（1）
（Product Senior
Design(1)）

1.5 48 2 考查 B015226

产品设计专题（2）
（Product Senior
Design(2)）

1.5 48 2 考查 B015227

小计 10 112 9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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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第二课堂

（workshop-1）
2 64 2 考查 B016228

第二课堂

（workshop-2）
2 64 2 考查 B016229

包装设计

（Packaging design）
1.5 16 16 1.5 考查 B016230

网页设计

（Web design）
2 32 2 考查 B016231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2 32 2 考查 B016232

动画设计

（Animation Design）
2 32 2 考查 B016233

设计鉴赏

（Design appreciation）
2 32 2 考查 B016234

非线性编辑

（non-linear editing）
2 32 2 考查 B016235

工业机器人技术

（Industry robot
technology)

2 32 2 考查 B016115

3D打印技术

（Technology of 3D
Printing）

1 16 1 考查 B016332

食品与包装机械

（Machinery of Food and
Packaging）

1 16 1 考查 B016116

轻工装备及成套技术

（Complete Technology
of Process Equipment）

1 16 1 考查 B016425

机械安全工程

（Machine Safety
Engineering）

1 16 1 考查 B016117

企业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6007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1 16 1 考查 B086008

小计 24.5 320 144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Practice）
2 2 考查 B01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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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基础实习

（Design basis exercitation）
1 1 考查 B017201

专业认知实习

（Professional cognition
exercitation）

1 1 考查 B017203

传统造型艺术考察实习

（Traditional plastic arts
exercitation）

1 1 考查 B017202

工业设计材料与工艺实习

（Industrial design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exercitation）

1 1 考查 B017204

设计形态调研实习

（Research design form
exercitation）

2 2 考查 B017205

工程素养训练

(Engineering accomplishment
training)

2 2 考查 B017003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4 4 考查 B017206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project）
10 10 考查 B017207

小计 26 2 1 3 1 1 2 2 14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机械制图（1）
（Mechanical
Drawing I）

本课程是一门既有系统理论又有较强实践性的技术基础课。本课

程主要研究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的原理和方法，其内容结构分为

四部分：画法几何、制图基础、专业制图与计算机绘图，授课主

要是以课堂教学为主，可采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来提高教学

效果。投影理论部分主要讲基本体的投影及立体表面的交线，制

图基础部分主要讲组合体画法标注读图，专业制图部分主要讲零

件图视图选择工艺及技术要求，计算机绘图主要讲 AutoCAD基

本绘图方法及 PRO/E三维造型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掌握用正投影法图示空间几何形体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培养和发

展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和空间构思能力；学会用正投影法绘制和阅

读一般零件图和中等复杂程度的装配图；掌握用计算机软件将工

程图样电子化的能力。本课程理论严谨，实践性强，与工程实践

有密切的联系，对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思维方法，增强工程意识和

锻炼独立工作能力有重要作用，是普通高等院校工科机械类相关

专业必修的技术基础课程。

修读该课程学生绘图及读图能力在本课程中会打下

一定的基础，但是还需要在后继课的生产实习、课

程设计及毕业设计等环节中继续培养和提高，并使

所绘制的图样逐步达到生产要求。

对于标准间与常用件、公差与配合、工艺结构能等

内容，本课程只介绍其一般知识及表达方法，有关

这些项目的其它内容应在“机械设计”、“公差配合与

技术测量”及“制造工艺等课程中继续学习。

在学习本课程的机械制图部分之前，应组织学生参

观机械加工厂，使学生对机械加工工艺，图样内容

与要求有初步认识。

机械制图（2）
（Mechanical
Drawing II）

本课程是一门既有系统理论又有较强实践性的技术基础课。本课

程主要研究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的原理和方法，其内容结构分为

四部分：画法几何、制图基础、专业制图与计算机绘图，授课主

要是以课堂教学为主，可采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来提高教学

效果。投影理论部分主要讲基本体的投影及立体表面的交线，制

图基础部分主要讲组合体画法标注读图，专业制图部分主要讲零

件图视图选择工艺及技术要求，计算机绘图主要讲 AutoCAD基

本绘图方法及 PRO/E三维造型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掌握用正投影法图示空间几何形体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培养和发

展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和空间构思能力；学会用正投影法绘制和阅

读一般零件图和中等复杂程度的装配图；掌握用计算机软件将工

程图样电子化的能力。本课程理论严谨，实践性强，与工程实践

有密切的联系，对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思维方法，增强工程意识和

锻炼独立工作能力有重要作用，是普通高等院校工科机械类相关

专业必修的技术基础课程。

修读该课程学生绘图及读图能力在本课程中会打下

一定的基础，但是还需要在后继课的生产实习、课

程设计及毕业设计等环节中继续培养和提高，并使

所绘制的图样逐步达到生产要求。

在学习本课程的机械制图部分之前，应组织学生参

观机械加工厂，使学生对机械加工工艺，图样内容

与要求有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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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基础（1）
（Industrial Design
Foundation (1)）

工业设计基础（1）是工业设计专业基础课，主要训练学生的基

础造型能力，训练手段为设计素描。设计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

基础，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学会对自然物象的正确观察

与表现方法，训练眼手的协调性与整体表达事物的能力，培养学

生的审美观。

工业设计基础（1）是培养学生具备设计师的三维造型及平

面构成的组织能力，重视线和结构的造型方法，主要任务是以徒

手的方式精确而细致地把设计方案及事物的内部构造、结构、形

态、等可视要素表达出来。

修读该门课程 工业设计基础（1）主要训练学生的

基础造型能力，训练手段为设计素描。设计素描是

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学会对自然物象的正确观察与表现方法，训练眼

手的协调性与整体表达事物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审

美观。

工业设计基础（1）是培养学生具备设计师的三

维造型及平面构成的组织能力，重视线和结构的造

型方法，主要任务是以徒手的方式精确而细致地把

设计方案及事物的内部构造、结构、形态、等可视

要素表达出来业设计基础（1）先修课程为机械制图

（1）、机械制图（2），后续课程为工业设计基础

（2）.授课时对学生讲授基本的理论知识，做到理论

联系实际，注重培养学生三维空间的思维能力，训

练学生用线的造型能力，并理解明暗对造型的特殊

意义。

工业设计基础专题

训练

（Industrial Design
Basic Training)

工业设计专题训练是专业基础课，通过提高学生观察大自然、表

现大自然，以及把握对象形体、结构及动态的能力。着重培养与

训练学生用科学的、严密的方法来观察、分析、理解和表达物体

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为学生将来从事专业设计课的学习和

以后其他课程的学习打下一个坚实的造型能力基

础。

CAID二维设计

（CAID two
dimensional
design）

《CAID二维设计》是工业设计专业必修的专业课，是关于平面

设计的图形图像处理技术问题的技能研究学科；其主要任务是运

用 PHOTOSHOP或 Corel DRAW等图形图像软件对平面设计的

制图或图像处理等问题进行研究掌握。诸如数字图像的色彩模

式、位图图像和矢量图形的编辑修改等问题做出深入的分析以及

对数字图像软件熟练掌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电脑

辅助设计的基本原理，懂得数字图像处理的基本规律，并能够运

用这些知识和原理独立进行平面艺术设计和电脑辅助设计操作。

修读该门课程的先修课为计算机文化基础。通过学

习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使学生掌握计算机基础知

识和基本操作技能，为本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本

课程所讲授的 photoshop软件，是后面多门专业课程

必须使用的主要设计工具。

CAID专题训练

（CAID training）

CAID专题训练是一门独立设课的专业基础实验课程。

1.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和理解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

的技巧和方法。

2.进行常用设计软件的使用，进行软件的基本操作和设计应用。

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提高学生的软件表现能力，并通

过实验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

修读该课程 1.通过实验使学生了解掌握现代计算机

辅助设计的技巧方法。

2.通过实验使学生能通过计算机表达出设计意念。

手绘创意表达

（Creative
expression of

product design）

手绘创意表达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学生通

过这门基础课及有关课程的学习，在掌握工业设计基本思想、方

法的基础上。经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塑造产品形象

的思维方式，提高三维空间想象力和艺术造型能力。掌握表达产

品设计构思、方案的各种方法和技法，并能正确、真实地表达产

品造型的总体效果及产品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设计的产品方案

更具有生命力，有利于产品方案的论证，也使设计构思更易被大

众所接受。

修读该课程手绘创意表达课程设计平面表达课程是

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学生通过这门

基础课及有关课程的学习，在掌握工业设计基本思

想、方法的基础上。经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

养学生塑造产品形象的思维方式，提高三维空间想

象力和艺术造型能力。掌握表达产品设计构思、方

案的各种方法和技法，并能正确、真实地表达产品

造型的总体效果及产品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设计

的产品方案更具有生命力，有利于产品方案的论证，

也使设计构思更易被大众所接受。先修课程：工业

设计基础（1）、工业设计基础（2）；后续课程有：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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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表达专题训练

（Creative
expression
training）

手绘表达专题训练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学

生通过这门基础课及有关课程的学习，在掌握工业设计基本思

想、方法的基础上。经过实践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塑造产品形

象的思维方式，提高三维空间想象力和艺术造型能力。掌握表达

产品设计构思、方案的各种方法和技法，并能正确、真实地表达

产品造型的总体效果及产品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修读该课程学生应充分掌握徒手表达创意设计方

法，并针对性的做一些实际设计。

通过实验让学生掌握手绘技能并运用。并针对性的

进行某类产品的创新设计进行快速表达。

工程力学

（Engineering
mechanics）

工程力学》是一门理论性、系统性较强的课程，是后续其它各门

力学课程和相关专业课程的基础，同时在许多工程技术领域中有

着广泛的直接应用。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能够对物体及简单的

物体系统进行正确的受力分析、画出受力图并进行相关计算；掌

握受力构件变形及其变形过程中构件内部应力的分析和计算方

法，掌握构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分析理论在工程设计、事故

分析等方面的应用，为经济合理地进行工业产品设计提供必要的

理论基础和计算方法，并为有关的后续课程打下必要的基础，而

且，通过学习《工程力学》可以有效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促

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修读该课程工程力学是工业设计专业（3D仿真）、

工业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课程的任务是使

学生掌握物体在平衡状态下的受力分析、受力计算，

学会对材料结构及形状的选择并符合强度、刚度及

稳定性的要求。满足学生进行工业产品设计时基础

的力学知识需要，从而增强学生对本专业的适应性，

培养其开发创新的能力。

机械设计基础

（Fundament of
Mechanical
Design）

本课程是机械类、近机类各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它的

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常用机构和通用零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初步具有这方面的分析、应用、设计能力，并通过必要的基本技

能训练，培养学生正确的设计思想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为培养高

素质技能型人才奠定基础。因此在机械类及近机械类专业的教学

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高等工科院校中的一门主干课

程，在人才培养的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课程注重对学

生综合设计能力的培养，强调培养学生表达设计对象的能力；突

出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传统和现代设计手段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创造性构思和总体把握设计方案的水平。

在培养学生机构设计、通用零部件工作能力设计与结构设计能力

的基础上，突出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工程实际设计能力的锻

炼。

修读该课程先修课程工程制图、工程力学是学习本

课程的基础，而本课程一方面是专业基础学习的进

一步深入，另一方面又为提供后续有关专业机械课

程的理论基础。

CAID三维设计

（CAID 3D
design）

CAID三维设计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程。

主要向学生介绍常用的三维建模软件、渲染制作软件及一些

CAM软件等等。学生通过上述软件的学习，能够熟练地运用电

脑这一现代化工具，大大提高学生设计速度、设计效果，为自己

所从事的工业设计专业及今后的工作服务。

修读该课程课程是工业设计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

不仅将前面学过的课程（计算机辅助设计 1、色彩、

平面构成、立体构成、文字与标志设计等）进行了

综合的应用，同时对后面学习的专业课程（产品设

计程序与方法、产品系统开发设计、产品概念设计）

是一个促进。计算机辅助设计可以帮助学生在专业

课程中提高设计速度和设计效果。

工业设计基础（2）
（Industrial design
basis （2））

本课程是专业基础选修课课之一，是工业设计基本素质培养阶

段。本课程的任务是 通过学生亲自动手，使学生重点掌握建筑

设计表达基础的概念、技能、方法，了 解建筑设计基础的概念

和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形象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动手 能力、

创造能力以及基本美学素养，为后续的学习打下一个牢固基础。

任务：讲授构成基础理论和基本设计，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构成的

基础理论知识，能够为专业设计训练奠定基础。

“平面构成”是造型专业基础必修课之一，通过这门课的教

学，学生应掌握平面构成的各种构成元素，构成规律，骨骼及比

例、对称、平衡、对比、和谐、节奏、韵律等形式美的法则，并

在领悟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做到既能动脑又能动手，手脑并用，能

把这些知识能运用于实际的设计中，并能运用到其他设计领域。

修读该课程对三大构成的概念、造型要素、形式要

素的学习，掌握 三大构成的基本设计原则设计符合

构成要求的设计图；平面构成是在平面上进行的视

觉游戏，构成的训练是视觉体验的起点，是所有视

觉艺术设计发展的初始状态，作为现代设计理论的

就基础，它研究形态的构成方法、形态间的组合方

式，以及形态排列中蕴藏的形式规则，是后来的计

算机辅助设计、平面设计以及产品设计的先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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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史及概论

（History and
outline of industrial

design）

本课程为工业设计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和研究，掌握工业设计各历史时期的设计风格特征，熟知各时

期设计师及其代表作品，以及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拓展学生

的知识面，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创作热情。以理论讲授为

主，辅以图片和图书资料等教学手段，教师讲授，课堂提问与师

生共同讨论，研究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独创性。使

学生对工业设计发展到当今的脉络有个清醒的认识。

修读该课程课程为工业设计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选

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研究，掌握工业设计各

历史时期的设计风格特征，熟知各时期设计师及其

代表作品，以及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拓展学生

的知识面，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创作热情。

以理论讲授为主，辅以图片和图书资料等教学手段，

教师讲授，课堂提问与师生共同讨论，研究相结合。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独创性。使学生对工业设

计发展到当今的脉络有个清醒的认识。

产品摄影

（Product
Photography）

产品摄影在拍摄实践中认识“形”、“体”、“线”，并作挖掘物体性

能和美感的造型练习，是了解产品摄影与设计的相关知识、技能

技巧的基本方法。本课程后期制作中所涉及的软件操作和使用，

由学生在上机实践中自学掌握。摄影课是一门学习摄影理论与实

地拍摄作品相结合的实践课。该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摄影基础技

术，通过学习照相机的构造及用法，掌握对所拍物体的用光及艺

术效果。

通过学习与实践，较熟练的掌握摄影技术，为今后的专业设计打

好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系统地介绍了摄影的基本理论和技能，主要内

容包括摄影必备器材的结构、功能，聚焦方法，景深的调节技术，

正确曝光和测光的重要性和技巧，光线在摄影中的作用和运用技

术，摄影构图的基本原理、构图基本程序和常见的构图形式，胶

片冲洗及照片制作工艺技术，专题摄影介绍等等。本课程力求理

论联系实际，除幻灯图片放映示范以外，学生也有机会在课外进

行实际操作训练，以利巩固所学的知识。

修读该课程的教学系统地介绍了摄影的基本理论和

技能，主要内容包括摄影必备器材的结构、功能，

聚焦方法，景深的调节技术，正确曝光和测光的重

要性和技巧，光线在摄影中的作用和运用技术，摄

影构图的基本原理、构图基本程序和常见的构图形

式，胶片冲洗及照片制作工艺技术，专题摄影介绍

等等。本课程力求理论联系实际，除幻灯图片放映

示范以外，学生也有机会在课外进行实际操作训练，

以利巩固所学的知识。

创意思维与技法

（Creative thinking
and techniques）

本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程，有效的进行创意思

维是设计的前提。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创意思维对艺

术创作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设计观念，掌握激发创

意思维的方法、创意的法则和技法。并通过对创意思维的训练和

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掌握创意思维的方法。

修读该课程创意思维与技法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专

业基础选修课。“创意”是产品设计的灵魂，如何产

生创意就是设计的首要工作。该课程将系统的讲述

创意思维的含义、形式和特点，激发创意思维的方

法，创意的法则和技法，创意思维的训练和培养。

以理论结合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并加入课堂练习、

技法训练、分组讨论、个人和小组的报告、角色扮

演等生动丰富的教学形式，以启发创意、训练思维

和培养创新思维能力为主，使同学们熟练掌握开阔

思维和开发创意的方法。

样机模型制作

（Prototype
model）

样机模型制作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模型

是产品设计最直观的表达方式，是设计师必备的技能之一。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利用石膏、塑料、油泥材料制

作模型、综合材料的方法，并且能够做好模型的表面处理和再加

工工作，切实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为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打

下基础。

样机模型制作也是一门是实践课程，模型作为设计理念的具体表

达，从概念性工作模型到方案实施模型，再到建成后开发上实施

营销策略的展示模型，都具了视觉直接鉴赏和评价的特点，是设

计领域中一个重要的表现环节。本课程要求学生了解模型制作的

重要意义，掌握模型的基本制作方法与工艺、常见模型加工工具

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修读该课程模型制作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一门重要的

专业必修课程。模型是产品设计最直观的表达方式，

是设计师必备的技能之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了解并掌握利用石膏、塑料、油泥材料制作模

型的方法，并且能够做好模型的表面处理和再加工

工作，切实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为以后的专业

课程学习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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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机模型制作专题

训练

（Prototype model
training）

样机模型制作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利用石膏、塑料、油泥材料制

作模型、综合材料的方法，并且能够做好模型的表面处理和再加

工工作，切实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为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打

下基础。

样机模型制作专题训练也是一门是实践课程，模型作为设计理念

的具体表达，从概念性工作模型到方案实施模型，再到建成后开

发上实施营销策略的展示模型，都具了视觉直接鉴赏和评价的特

点，是设计领域中一个重要的表现环节。本课程要求学生了解模

型制作的重要意义，掌握模型的基本制作方法与工艺、常见模型

加工工具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修读该课程模型是产品设计最直观的表达方式，是

设计师必备的技能之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了解并掌握利用石膏、塑料、油泥材料制作模型

的方法，并且能够做好模型的表面处理和再加工工

作，切实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

感性设计

（Kansei
Engineering）

本课程属于工业设计专业基础选修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能初步了解什么是感性设计，有利于加强学生对工业设计的认

识，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深造及今后工作奠定正确的认识。本

课程的先修课为工业设计基础、工业设计史及概论。通过学习前

期课程，使学生对工业设计有初步的认识。本课程所讲授的感性

设计，是工业设计的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方法，是后面多门专业

课程的理论基础和方法。

修读该课程课程属于工业设计专业基础选修课。通

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初步了解什么是感性设

计，有利于加强学生对工业设计的认识，为后续专

业课程的学习深造及今后工作奠定正确的认识。

本课程的先修课为工业设计基础、工业设计史及概

论。通过学习前期课程，使学生对工业设计有初步

的认识。本课程所讲授的感性设计，是工业设计的

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方法，是后面多门专业课程的

理论基础和方法。

设计美学

（Design
aesthetics）

设计美学是把美学原理广泛运用于设计中而产生的一门应用美

学。它是设计研究与设计实践的基础，主要研究艺术设计领域（包

括工业设计、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多媒体设计

等）中的美学问题。《设计美学》是设计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基

本理论知识和专业素养，有助于提高审美鉴赏能力和美学修养，

有助于理解、发现和解决设计中的美学问题，从而创造美的设计。

通过对设计美学性质、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学习，理解设计

美学的本质，掌握设计中美的构成要素、构成法则和表现形式，

理解美的特点、理想和境界。同时学习各门类设计与美的关系，

了解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西方古典设计美学思想。了解现代设计

与现代美学发展脉络，了解后现代设计美学、未来设计美学发展

趋势及审美体系。

本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主要介绍设计美

学的发展与应用。主要包括设计美学的源流与本质、设计美学的

原则、设计美学的发生与发展、设计的特征、设计美学的领域与

分类、现代设计美学的发展简史、创造性活动的主体、设计美学

的形态、等内容。学生学习本课程可了解设计美学的基本概念、

特点与具体应用。

修读改课程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主要提高

学生的审美意识。本课程专业选修修课（人人机工

程学、样机模型制作）的基础， 同时与其他专业基

础课（产品设计 1，产品设计 2，产品设计 3）相互

联系。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

法

（Product design
process and
methods）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在产品设计时把以前所学的知识综合起

来并结合实际运用。同时了解掌握工业设计的程序及各个环节的

详细内容，把握产品设计的正确步骤和正确方法，为学生今后的

课程设计、毕业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课程工业设计专业核心课程，前修课程有工

业设计基础（1）、工业设计基础（2）、创意思维

与技法、手绘创意表达、CAID二维设计、CAID三

维设计等；后续课程有：产品系统开发设计、产品

概念设计

专题设计（1）
（Special topics in
product design（1））

专题设计（1）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核心实验课程。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在产品设计时把以前所学的知识综合起来并

结合实际运用。同时了解掌握工业设计的程序及各个环节的详细

内容，把握产品设计的正确步骤和正确方法，为学生今后的课程

设计、毕业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课程实验目的：学生应充分掌握产品设计流

程和现代产品设计的设计方法，并针对性的做一些

实际设计。通过实验让学生掌握产品设计的流程，

运用设计方法进行产品设计。并针对性的进行某类

产品的创新设计，并制作模型。

CAID进阶设计

（CAID advanced
design）

CAID进阶设计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非常重要的一门专业任选课

程。主要向学生介绍常用的参数化建模软件 creo在工业设计中的

运用。学生通过软件的学习，能够熟练地运用电脑这一现代化工

具，大大提高学生设计速度、设计效果，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业设

计专业及今后的工作服务。

修读该课程是工业设计的一门专业任选课程，不仅

将前面学过的课程（计算机辅助设计 1、色彩、平面

构成、立体构成、文字与标志设计等）进行了综合

的应用，同时对后面学习的专业课程（产品设计程

序与方法、产品系统设计、产品概念设计）是一个

促进。计算机辅助设计可以帮助学生在专业课程中

提高设计速度和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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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材料与工

艺

（Industrial Design
Material and
Technics）

工业设计材料与工艺是工业设计专业学生的专业核心课程。课程

主要介绍工业设计中常用材料的性能特点、加工工艺方法和材料

选用方法。主要有金属、塑料、陶瓷、玻璃、木材、复合材料的

介绍；材料表面处理；材料及其加工工艺选用。通过课程的学习，

学生们掌握各种工业设计所用的材料的性能特点，会根据工业结

构要求选用适用材料，也掌握各种材料的加工工艺。课程结束后，

进行一周的工业设计材料与工艺实习，实地考察各种材料的应用

和加工工艺，巩固所学知识，对后续课程的学习和毕业设计做好

准备，也为以后的工作也打下扎实的基础。

修读该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工程制图》、《工程

训练》，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后续的产品设计课程

的学习、毕业设计和今后的工作打下重要基础。

人机工程学及创新

设计

（Ergonomics and
innovative design）

人机工程学及创新设计是工业设计专业必修课。也可供机械设计

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高年级学生选修。它以人的生理、心理特

征为依据，以提高人的工作生活质量为目的，运用系统工程、信

息理论和工程技术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与机器、人与环境和机

器与环境三种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人－机－环境技术系统的设计

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

修读该课程以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工艺

等为基础课程，在学完大部分技术基础课后开课，

后续课程各类工业设计专业课。

产品系统开发设计

（Product system
design）

产品系统开发设计是工业设计专业一门重要的应用性课程，是

检验学生对专业基础课程掌握程度和提升设计能力的必修课程，

该课程具有理论指导和实践强化双熏性质。在该课程教学中，要

求用系统性的教学方法结合实际课题贯穿所有的教学内容，才能

体现出该课程较强的实践性、应用性的特点。

修读该课程产品设计创新与开发是在产品设计程序

与方法单一产品设计的基础上转向以系统设计为中

心的教学。它综合前面所学过的所有专业课知识，

并为产品概念的学习打下基础。

专题设计（2）
（Special topics in
product design（2））

本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有效的进行创意思

维是一切艺术设计之前提。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专题

设计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设计观念，掌握产品设计

的流程和方法，并通过对专题设计的训练和能力的培养，使学生

掌握创意设计的方法。

修读该课程是学生已学完基础课和专业课后，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专题产品设计的实践课程。

主要培养学生针对具体课题进行设计的实践能力。

通过课程设计使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起到巩固、深

化、融会贯通及扩展有应用的作用，树立正确的设

计思想；提高学生的有关设计能力，如创意能力、

绘图能力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能力等。

人机界面交互设计

（Human-computer
interface design）

本课程主要从交互设计的角度出发，对各种界面设计的类型进行

比较，深入了解交互设计在各种界面设计中的应用。系统全面地

介绍软件界面设计、掌上电脑、手机和电脑游戏界面设计、以及

网页界面设计等内容，知识层面涉及到交互媒体设计的各个领

域，使学生认识到在传统的平面设计基础上新的设计领域，以适

应新技术与网络的不断发展变化。

先修课程有 CAID二维设计、视觉传达；后续课程

有毕业设计。

产品概念设计

（Product
conceptual design）

产品概念设计这一课程系统的介绍了工业产品造型设计的基础

理论、原则和基本方法。主要内容有：工业产品设计的特征，形

态构成及造型基础，产品造型的美学法则，产品造型的色彩设计，

人机工程学基础，造型设计的表现技法，产品设计程序及展示方

法等。课程收集了大量的设计实例的精美图片，并且在每个章节

结束时根据相应练习题的内容和要求，给出大量的相关设计作品

等。

产品概念设计是工业设计专业，先修课程产品系统

开发设计 人机界面交互设计等为产品概念设计课

程打下基础，具有承前启后设计性专业的必修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训练和培养学生产品概念设计

的思想，为学生在后续课程科和毕业设计提供必要

的基础同时也为学生今后从事工业设计专业技术工

作打下一定的专业基础。

视觉传达

（Visual
Communication）

视觉传达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应

用视觉传达的基本原理，在二维和三维空间内，通过视觉语言传

达视觉信息的基本能力。课程通过广告设计、CI设计等单元内容

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并灵活运用各种视觉语言、技法进行设计。

同时使学生了解当今世界各种新的设计思潮及发展趋势，在设计

实践活动中培养和锻炼独立的设计创新能力，为学生走向工作岗

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有手绘创意表达、CAID二维设计；后续课

程有人机界面交互设计。

产品设计专题（1）
（Product Senior
Design(1)）

产品设计专题（1）是一门独立设课的专业方向课实验课程。通

过实验教学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和理解产品设计的技巧和方法。

进行产品设计流程、方法的训练，提高学生产品设计能力。培养

学生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提高学生的设计能力，并通过实验培

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

通过实验使学生了解掌握工业设计的技巧方法。通

过实验激发学生的创新设计意念。

产品设计专题（2）
（Product Senior
Design(2)）

产品设计专题（2）是一门独立设课的专业方向课实验课程。通

过实验教学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和理解产品设计的技巧和方法。

进行产品设计流程、方法的训练，提高学生产品设计能力。培养

学生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提高学生的设计能力，并通过实验培

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

通过实验使学生了解掌握工业设计的技巧方法。通

过实验激发学生的创新设计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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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堂

（workshop-1）

第二课堂（workshop-1）是一门独立设课的专业任选课实验课程。

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和理解工业设计的技巧和方

法。通过第二课堂的形式，激发学生创意，并通过竞赛等形式促

进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专业实践能力。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科

学态度，提高学生的设计能力，并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和创新意识。

通过实验使学生了解掌握工业设计的技巧方法。通

过实验激发学生的创新设计意念。课程成果参加设

计竞赛等。

第二课堂

（workshop-2）

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和理解工业设计的技巧和方

法。通过第二课堂的形式，激发学生创意，并通过竞赛等形式促

进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专业实践能力。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科

学态度，提高学生的设计能力，并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和创新意识。。

通过实验使学生了解掌握工业设计的技巧方法。通

过实验激发学生的创新设计意念。课程成果参加设

计竞赛等。

包装设计

（Packaging
design）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包装设计的功能及形式，掌握包装结

构、造型、材料、色彩、文字的构成规律，掌握科学、合理的设

计表现手法，并能以形象设计的总体、概念理解处理设计，使之

符合市场的需要。

本课程的设置是在学生掌握基础课程：图案、色彩、

立体构成之后，所进行的专业限选课。

网页设计

（Web design）

网页设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充分考虑远程教育学生的学

习基础和学习特点。简单介绍 HTML语言、CSS样式、javascript
语言，全面介绍与网页设计制作有关的知识，通过对Web页制

作技术和制作工具的学习，使学生对于网页设计中所涉及的相关

知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网页设计课程与计算机辅助设计 2和计算机辅助设

计 3两门课程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学习这两门课程

有助于学生对网页设计软件的理解和掌握，同时，

在课程中利用的主要设计软件 Premiere与计算机辅

助设计中的 Photoshop同为 Adobe公司推出的非线

性编辑软件，因此两者之间可以进行完美的整合。

不同的是 Photoshop侧重平面图像的编辑，而

Premiere是对图像、视频、音频等所有多媒体信息

的整合。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本课程系工业设计专业的一门必修课。专业英语的教学目的，是

培养学生有较强的专业文献阅读能力，一定的听和说的能力及初

步的写作能力，使学生能以英语为工具，获取专业所需的信息，

为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打下良好的基础。

先修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基础课，后续课程是专业

文献检索。

动画设计

（Animation
Design）

该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选修课，本课程侧重于二维静态动画的设

计与制作。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不断扩展知识面，掌握动画设计

的基本途径、方法与制作的一些基础知识和技能。认真掌握动画

设计基础技能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先修课程是 CAID二维设计

设计鉴赏

（Design
appreciation）

通过大量赏析装饰艺术设计作品的图片及影像，使学生们了解古

今中外的杰出艺术成果，从主题、情调、造型、线条、色彩、构

图、构思等方面进行欣赏评析。透过这个窗口，帮助同学们开阔

视野，把握装饰艺术设计的固有规律与发展趋势，提高学生驾驭

装饰艺术语言的能力，更好的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艺术人

才。通过对优秀作品的学习，使学生基本了解艺术设计的创作理

念和手法，提升艺术素养，提高综合创作能力。

先修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基础课，提高学生的审美

素养。

非线性编辑

（non-linear
editing）

多媒体技术是计算机科学的重要技术，是信息技术的重要发展方

向之一，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本课程主要是同学们在熟悉现代多

媒体的基础上，掌握一定的多媒体设计和制作技巧和方法，学习

利用非线性编辑软件进行素材采集和基本的音频、视频素材处理

技巧，培养综合素质的专业人才，扩大学生的专业知识面。

多媒体制作课程这门课程有助于学生对多媒体制作

软件的理解和掌握，同时，在课程中利用的主要设

计软件 Premiere与CAID二维设计的 Photoshop同为

Adobe公司推出的非线性编辑软件，因此两者之间

可以进行完美的整合。不同的是 Photoshop 侧重平面

图像的编辑，而 Premiere是对图像、视频、音频等

所有多媒体信息的整合。

工业机器人技术

（Industry robot
technology)

《工业机器人技术》是一门培养学生具有机器人设计和使用方面

基础知识的专业选修课，它涉及计算机、传感器、人工智能、电

子技术和机械工程等多学科的内容。机器人是典型的机电一体化

装置，它不是机械、电子的简单组合，而是机械、电子、控制、

检测、通信和计算机的有机融合，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可使学生

掌握工业机器人基本概念、机器人运动学理论、工业机器人机械

系统设计、工业机器人控制等方面的知识，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

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进行创新设计的能力。

本课程以线性代数、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电工与

电子技术等为基础课程，在学完大部分技术基础课

后开课，可与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微机原理、机

械工程测试技术等并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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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技术

（Technology of
3D Printing）

3D打印（3D Printing)作为快速成型技术的一种，它是一种以三

维数字模型（STL格式文件）为基础，应用粉末状金属、非金属

等可粘合材料，通过分层打印、逐层累加的方式来实现物体制造

的技术。本课程从 3D打印技术的起源与发展、3D打印技术的工

艺过程（以选择性激光烧结工艺为例）、3D打印在发动机研发

过程中的应用以及 3D打印技术的总结与发展方向等四个方面开

展教学。自 2013年我校发动机材料工程实验室成立以来，我们

不断推进这方面的教师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培育教学科研并重

的创新型教学团队，同时加强企业与科研院校结合，努力做到科

研成果的实用性转化，为课程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CAD/CAM三维建模为3D打印提供数据和模型支撑

食品与包装机械

（Machinery of
Food and

Packaging）

食品与包装机械是能完成全部或部分产品的食品加工或包装过

程的机械，使用机械生产食品和包装产品可提高生产率,减轻劳动

强度,适应大规模生产的需要。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食品输送机械

与设备、清洗和原料预处理机械与设备、分选机械与设备、研磨

和粉碎机械与设备等，通过该课程，学生能够掌握在现代食品加

工过程中所使用的机械设备的功能、原理和操作。

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在已掌握机械原理、机

械设计等相关课程基础上，了解和掌握未来食品与

包装机械的发展趋势及典型轻工机械的工作原理、

特点等方面的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学生今

后从事轻工机械的科研和技术开发等工作打好基

础。

轻工装备及成套技

术

（Complete
Technology of

Process
Equipment）

轻工装备成套技术涉及新产品生产工艺开发和项目可行性研究、

工艺设计、经济性评价和环境评价、机器和设备的选型、重要工

艺参数的自动控制方案选择与设计、管道设计、绝热与防腐蚀设

计、装置的安装及检验、装置的试车等与过程装置设计、建设全

过程有关的各种工程知识。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工程材料、机械设计、控制理

论等课程的基础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掌

握过程生产的装备成套技术基础知识，为今后学生

在学习、工作中更好地理解生产过程和参与生产管

理奠定基础。

机械安全工程

（Machine Safety
Engineering）

《机械安全工程》是一门培养学生具有各类机械在安全方面的基

本知识和共性问题的专业选修课，它涉及机械设计、机械制造、

安全工程等多学科的内容。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机

械安全防护的基本原理，机械安全安全系统的认识方法，管理方

法。分析识别典型机械危险有害因素及作用机理，机械事故发生

原因、条件、过程及规律，培养学生的设计机械和使用机械设备

必要的安全知识和安全工程问题的评价能力。

本课程以工程力学、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基础等为

基础课程，在学完大部分技术基础课后开课，通过

学习机械制造基础、工程力学课程，结合工程训练

实践使学生掌握由机械产生的危险因素和机械危险

的主要伤害形式和机理，具备对机械安全工程问题

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知识和能力。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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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3D）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205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先进的产品设计理念、扎实的工业设计基础和工业设计应用能力、具备产品

设计的基础理论、知识与应用能力，具有较强外观设计能力、掌握工业设计专业基础知识和较强创新能力，能将工业设计与信息技术相

融合的三维设计方面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毕业生能在企事业单位、专业设计部门、科研单位从事工业产品造型设计、视觉传达设计、

3D仿真制作、3D仿真动画、3D仿真虚拟现实相关的教学、工程与科研工作。

二、培养要求

工业设计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工业设计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接受工业设计创新思维和工业设计能力的基本训练，具备初步分析和解决在产

品全生命周期中工业设计问题的基本能力。

1.工程知识：具备系统的工程技术和工业制造理论，熟知工程设计中的基本原则、规律，具有较强的工程绘图能力，掌握产品设计中的

材料与工艺等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工业设计问题，

以获得有效结论。

3.工业设计知识与能力：具备较好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掌握工业设计创新设计基本方法；了解产品设计流程，掌握产品设计方法，

具备产品系统设计和创新开发能力；具备解决工业设计过程中复杂问题的能力；具备将语言评价转换为设计要素的能力。掌握企业形象

设计及品牌策划相关知识，具有产品包装及产品推广的能力；

4.设计欣赏与造型能力：了解工业设计史，熟悉设计发展的前沿动态和趋势，具备良好的设计审美能力，具备良好的色彩运用和产品造

型设计能力；

5.设计表现能力：具有熟练运用设计语言(形象、符号)和现代设计手段表达设计意图的能力；具备较强的设计快速表达（sketch）、效果

图绘制（手绘、计算机）等能力；具备工业设计中产品的计算机建模、动画、后期处理、虚拟仿真等能力。

6.工业设计与社会 ：能够基于工业设计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工业设计实务对于社会、文化、健康、安全、法律的影响，并

理解工业设计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在产品开发与设计时具有环境保护意识，并考虑可持续发展因素。

8.职业规范：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并能在设计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9.个人和团队：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协调能力；具有良好的时间统筹能力；

10.沟通：能够结合工业设计中的问题，通过交流沟通准确定位设计需求和表达设计概念的能力；

11.项目管理：了解设计管理基本知识，了解新产品设计中决策分析方法，具备从事设计管理的基本能力；

12.终身学习：具有信息获取、知识更新和终身学习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工程知

识

2.问题分

析

3.工业设

计知识与

能力

4.设计欣

赏与造型

能力

5.设计表

现能力

6.工业设

计与社会

7.环境和

可持续发

展

8.职业规

范

9.个人和

团队
10.沟通

11.项目

管理

12.终身

学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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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

大学英语

（College
English ）

√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 √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

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

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 Major）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

高等数学Ⅲ

（Advanced
mathematicsⅢ）

√

机械制图

（Mechanical
Drawing）

√ √ √

工业设计基础

（Industrial Design
Foundatio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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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基础专题

训练

（Industrial Design
Basic Training)

√ √ √

CAID二维设计

（CAID two
dimensional
design）

√ √

CAID专题训练

（CAID training）
√ √

手绘创意表达

（Creative
expression of
product design）

√ √

手绘表达专题训练

（Creative
expression
training）

√ √

工程力学

（Engineering
mechanics）

√ √

机械设计基础

（Fundament of
Mechanical
Design）

√ √

CAID三维设计

（CAID 3D
design）

√ √ √

工业设计史及概论

（History and
outline of industrial
design）

√ √ √ √ √

产品摄影

（Product
Photography）

√ √

创意思维与技法

（Creative thinking
and techniques）

√ √ √

CAID设计项目专

题 （CAID
Design Project）

√

CAID设计项目专

题训练

（CAID Design
Project Special
Training）

√

感性设计

（Kansei
Engineering）

√ √ √ √ √ √ √

设计美学

（Design
aesthetics）

√ √ √ √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

法

（Product design
process and
methods）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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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设计（1）
（Special topics in
product design（1））

√ √ √ √ √ √ √ √

CAID进阶设计

（CAID advanced
design）

√ √

工业设计材料与工

艺

（Industrial Design
Material and
Technics）

√ √ √ √ √

人机工程学及创新

设计

（Ergonomics and
innovative design）

√ √ √

产品系统开发设计

（Product system
design）

√ √ √ √ √ √ √

专题设计（2）
（Special topics in
product design（2））

√ √ √ √ √ √ √

人机界面交互设计

（Human-computer
interface design）

√ √ √ √ √ √ √

产品概念设计

（Product
conceptual design）

√ √ √ √ √ √ √

视觉传达

（Visual
Communication）

√ √ √ √ √ √ √

3D仿真模型 I
(3D Simulation
Model(1))

√

3D仿真模型 II
(3D Simulation

Model(2))
√

3D仿真渲染 I
(3D Simulation
Rendering(1))

√

第二课堂

（workshop）
√ √ √ √ √ √ √

包装设计

（Packaging
design）

√ √ √ √ √ √ √

3D仿真模型 III
(3D Simulation
Model(3))

√

3D仿真动画

(3DAnimated
Simulation)

√

3D仿真渲染 II
(3D Simulation
Rendering(2))

√

3D仿真后期合成

(3D Simulation
Late Synthes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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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3D虚拟现实

(Unity3D Virtual
Reality)

√

三维仿真商业项目

综合实践(3D
Simulation
Business Project
Integrated Practice)

√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 √

动画设计

（Animation
Design）

√ √

设计鉴赏

（Design
appreciation）

√ √ √

非线性编辑

（non-linear
editing）

√

工业机器人技术

（Industry robot
technology)

√

3D打印技术

（Technology of
3D Printing）

√

食品与包装机械

（Machinery of
Food and
Packaging）

√

轻工装备及成套技

术

（Complete
Technology of
Process
Equipment）

√

机械安全工程

（Machine Safety
Engineering）

√

企业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Practice）

√

设计基础实习

（Design basis
exercitation）

√

专业认知实习

（Professional
cognition
exercitation）

√ √ √ √ √

传统造型艺术考察

实习

（Traditional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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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tic arts
exercitation）
工业设计材料与工

艺实习

（Industrial design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exercitation）

√ √ √ √ √ √

设计形态调研实习

（Research design
form exercitation）

√ √ √ √ √

工程素养训练

(Engineering
accomplishment
training)

√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 √ √ √ √ √ √ √ √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project）

√ √ √ √ √ √ √ √

四、专业特色

工业设计（3D仿真）专业实行校企合作，侧重于 3D仿真设计，是集技术、艺术、人文、社会于一体的新兴交叉学科专业，旨在协调与

综合其它学科并以产品设计的形式创造崭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以现代化生产方式为标志，倡导先进的设计理念。以提高产品使用功能，

使用价值，外观质量为宗旨，创造开发适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产品系统。

五、主干学科

机械工程、设计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基础 、工业设计基础、工业设计史及概论、CAID二维设计、工程力学、CAID三维设计、手绘创意表达、创意思

维与技法 、CAID进阶设计、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工业设计材料与工艺、人机工程学及创新设计、产品系统开发设计、人机界面交互

设计 、产品概念设计 、视觉传达、3D仿真模型、3D仿真渲染、3D仿真动画、Unity3D仿真虚拟现实。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0 15 15 24 26 68
要求学时 2640+26周 680 128 592 288 296 656 26周 1336+26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00% 18.75% 9.38% 9.38% 15.00% 16.25% 42.5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工业设计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和专业技能，具备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工业设计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从

事工业设计、设计管理、视觉传达设计等工作，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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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理工医类

专业至少

选择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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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专业自定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48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Ⅲ(上）

（Advanced
mathematicsⅢ）

3 48 3 考试 B113105

机械制图（1）
（Mechanical Drawing I）

3.5 56 3.5 考试 B013001

高等数学Ⅲ(下）

（Advanced
mathematicsⅢ）

3 48 3 考试 B113106

机械制图（2）
（Mechanical Drawing
II）

2.5 24 32 2.5 考试 B013002

工业设计基础（1）
（Industrial Design
Foundation (1)）

2 32 2 考查 B013201

工业设计基础专题训练

（Industrial Design Basic
Training)

2 64 2 考查 B013202

CAID二维设计

（CAID two dimensional
design）

2 32 2 考查 B013203

CAID专题训练

（CAID training）
2 64 2 考查 B013204

校企合作

授课

手绘创意表达

（Creative expression of
product design）

3 48 3 考查 B013205

手绘表达专题训练

（Creative expression
training）

2 64 2 考查 B01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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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

（Engineering
mechanics）

2 32 2 考试 B013010

机械设计基础

（Fundament of
Mechanical Design）

3 40 8 3 考试 B013005

小计 30 360 200 32 6.5 9.5 4 7 3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CAID三维设计

（CAID 3D design）
3 48 3 考查 B018207

校企合作

授课

工业设计基础（2）
（Industrial design basis
（2））

3 48 3 考查 B018208

工业设计史及概论

（History and outline of
industrial design）

2 32 2 考查 B018209

产品摄影

（Product Photography）
2 16 32 2 考查 B018210

创意思维与技法

（Creative thinking and
techniques）

2 32 2 考查 B018211

感性设计

（Kansei Engineering）
2 32 2 考查 B018214

设计美学

（Design aesthetics）
2 32 2 考查 B018215

CAID设计项目专题

(CAID Design Project)
1 16 1 考查 B018640 企业授课

CAID设计项目专题训练

（CAID Design Project
Special Training）

2 64 2 考查 B018641 企业授课

小计 19 256 96 9 2 8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

（Product design process
and methods）

2 32 2 考查 B014216

专题设计（1）
（Special topics in
product design（1））

1.5 48 1.5 考查 B014217

CAID进阶设计

（CAID advanced
design）

2 32 2 考查 B014218

工业设计材料与工艺

（Industrial Design
Material and Technics）

3 48 3 考查 B014219

人机工程学及创新设计

（Ergonomics and
innovative design）

2 24 16 2 考查 B01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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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统开发设计

（Product system design）
3 48 3 考查 B014221

专题设计（2）
（Special topics in
product design（2））

1.5 48 1.5 考查 B014222

小计 15 184 112 10.5 4.5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一

人机界面交互设计

（Human-computer
interface design）

2 32 2 考查 B015223

产品概念设计

（Product conceptual
design）

3 48 3 考查 B015224

视觉传达

（Visual
Communication）

2 32 2 考查 B015225

3D仿真模型 I
（3D simulation model
（1））

1.5 48 1.5 考查 B015642 企业授课

3D仿真模型 II
（3D simulation model
（2））

1.5 48 1.5 考查 B015643 企业授课

3D仿真渲染 I
（3D simulation
rendering（1））

1 32 1 考查 B015644 企业授课

小计 11 112 128 11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3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第二课堂

（workshop-1）
2 64 2 考查 B016228

第二课堂

（workshop-2）
2 64 2 考查 B016229

包装设计

（Packaging design）
1.5 16 16 1.5 考查 B016230

3D仿真模型 III
（3D simulation
model(3)）

2 64 3 考查 B016645
在企业实

训基地完

成

3D仿真动画

（3DAnimated
Simulation）

2 64 3 考查 B016646
在企业实

训基地完

成

3D仿真渲染 II
（3D Simulation
Rendering (2)）

2 64 3 考查 B016647
在企业实

训基地完

成

3D仿真后期合成

（3D Simulation Late
Synthesis）

2 64 3 考查 B016648
在企业实

训基地完

成

Unity3D虚拟现实

（Unity3D virtual
reality）

2 64 3 考查 B016649
在企业实

训基地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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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仿真商业项目综合

实践 (3D Simulation
Business Project
Integrated Practice)

3 96 3 考查 B016650
在企业实

训基地完

成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2 32 2 考查 B016232

工业机器人技术

（Industry robot
technology)

2 32 2 考查 B016115

3D打印技术

（Technology of 3D
Printing）

1 16 1 考查 B016332

食品与包装机械

（Machinery of Food and
Packaging）

1 16 1 考查 B016116

轻工装备及成套技术

（Complete Technology
of Process Equipment）

1 16 1 考查 B016425

机械安全工程

（Machine Safety
Engineering）

1 16 1 考查 B016117

企业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6007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1 16 1 考查 B086008

小计 29.5 192 56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Practice）
2 2 考查 B017102

设计基础实习

（Design basis exercitation）
1 1 考查 B017201

专业认知实习

（Professional cognition exercitation）
1 1 考查 B017203

传统造型艺术考察实习

（Traditional plastic arts exercitation）
1 1 考查 B017202

工业设计材料与工艺实习

（Industrial design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exercitation）

1 1 考查 B017204

设计形态调研实习

（Research design form exercitation）
2 2 考查 B017205

工程素养训练

(Engineering accomplishment training)
2 2 考查 B017003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4 4 考查 B017206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project）
10 10 考查 B017207

小计 26 2 1 3 1 1 2 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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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机械制图（1）
（Mechanical
Drawing I）

本课程是一门既有系统理论又有较强实践性的技术基础课。本课程主要

研究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的原理和方法，其内容结构分为四部分：画法

几何、制图基础、专业制图与计算机绘图，授课主要是以课堂教学为主，

可采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来提高教学效果。投影理论部分主要讲基

本体的投影及立体表面的交线，制图基础部分主要讲组合体画法标注读

图，专业制图部分主要讲零件图视图选择工艺及技术要求，计算机绘图

主要讲 AutoCAD基本绘图方法及 PRO/E三维造型方法。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掌握用正投影法图示空间几何形体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培

养和发展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和空间构思能力；学会用正投影法绘制和阅

读一般零件图和中等复杂程度的装配图；掌握用计算机软件将工程图样

电子化的能力。本课程理论严谨，实践性强，与工程实践有密切的联系，

对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思维方法，增强工程意识和锻炼独立工作能力有重

要作用，是普通高等院校工科机械类相关专业必修的技术基础课程。

修读该课程学生绘图及读图能力在本课程中

会打下一定的基础，但是还需要在后继课的

生产实习、课程设计及毕业设计等环节中继

续培养和提高，并使所绘制的图样逐步达到

生产要求。

对于标准间与常用件、公差与配合、工艺结

构能等内容，本课程只介绍其一般知识及表

达方法，有关这些项目的其它内容应在“机械

设计”、“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及“制造工艺等

课程中继续学习。

在学习本课程的机械制图部分之前，应组织

学生参观机械加工厂，使学生对机械加工工

艺，图样内容与要求有初步认识。

机械制图（2）
（Mechanical
Drawing II）

本课程是一门既有系统理论又有较强实践性的技术基础课。本课程主要

研究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的原理和方法，其内容结构分为四部分：画法

几何、制图基础、专业制图与计算机绘图，授课主要是以课堂教学为主，

可采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来提高教学效果。投影理论部分主要讲基

本体的投影及立体表面的交线，制图基础部分主要讲组合体画法标注读

图，专业制图部分主要讲零件图视图选择工艺及技术要求，计算机绘图

主要讲 AutoCAD基本绘图方法及 PRO/E三维造型方法。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掌握用正投影法图示空间几何形体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培

养和发展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和空间构思能力；学会用正投影法绘制和阅

读一般零件图和中等复杂程度的装配图；掌握用计算机软件将工程图样

电子化的能力。本课程理论严谨，实践性强，与工程实践有密切的联系，

对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思维方法，增强工程意识和锻炼独立工作能力有重

要作用，是普通高等院校工科机械类相关专业必修的技术基础课程。

修读该课程学生绘图及读图能力在本课程中

会打下一定的基础，但是还需要在后继课的

生产实习、课程设计及毕业设计等环节中继

续培养和提高，并使所绘制的图样逐步达到

生产要求。

在学习本课程的机械制图部分之前，应组织

学生参观机械加工厂，使学生对机械加工工

艺，图样内容与要求有初步认识。

工业设计基础（1）
（Industrial Design
Foundation (1)）

工业设计基础（1）是工业设计专业基础课，主要训练学生的基础造型能

力，训练手段为设计素描。设计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通过对本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学会对自然物象的正确观察与表现方法，训练眼手

的协调性与整体表达事物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审美观。

工业设计基础（1）是培养学生具备设计师的三维造型及平面构成的

组织能力，重视线和结构的造型方法，主要任务是以徒手的方式精确而

细致地把设计方案及事物的内部构造、结构、形态、等可视要素表达出

来。

修读该门课程 工业设计基础（1）主要训练

学生的基础造型能力，训练手段为设计素描。

设计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通过对本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学会对自然物象的正确

观察与表现方法，训练眼手的协调性与整体

表达事物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审美观。

工业设计基础（1）是培养学生具备设计

师的三维造型及平面构成的组织能力，重视

线和结构的造型方法，主要任务是以徒手的

方式精确而细致地把设计方案及事物的内部

构造、结构、形态、等可视要素表达出来业

设计基础（1）先修课程为机械制图（1）、

机械制图（2），后续课程为工业设计基础（2）.
授课时对学生讲授基本的理论知识，做到理

论联系实际，注重培养学生三维空间的思维

能力，训练学生用线的造型能力，并理解明

暗对造型的特殊意义。

工业设计基础专题

训练

（Industrial Design
Basic Training)

工业设计专题训练是专业基础课，通过提高学生观察大自然、表现大自

然，以及把握对象形体、结构及动态的能力。着重培养与训练学生用科

学的、严密的方法来观察、分析、理解和表达物体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为学生将来从事专业设计课的

学习和以后其他课程的学习打下一个坚实的

造型能力基础。

CAID二维设计

（CAID two
dimensional
design）

《CAID二维设计》是工业设计专业必修的专业课，是关于平面设计的

图形图像处理技术问题的技能研究学科；其主要任务是运用

PHOTOSHOP或 Corel DRAW等图形图像软件对平面设计的制图或图像

处理等问题进行研究掌握。诸如数字图像的色彩模式、位图图像和矢量

图形的编辑修改等问题做出深入的分析以及对数字图像软件熟练掌握。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电脑辅助设计的基本原理，懂得数字图像

处理的基本规律，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和原理独立进行平面艺术设计和

电脑辅助设计操作。

修读该门课程的先修课为计算机文化基础。

通过学习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使学生掌握

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为本课程

的学习奠定基础。本课程所讲授的 photoshop
软件，是后面多门专业课程必须使用的主要

设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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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D专题训练

（CAID training）

CAID专题训练是一门独立设课的专业基础实验课程。

1.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和理解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的技巧

和方法。

2.进行常用设计软件的使用，进行软件的基本操作和设计应用。

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提高学生的软件表现能力，并通过实验

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

修读该课程 1.通过实验使学生了解掌握现代

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技巧方法。

2.通过实验使学生能通过计算机表达出设计

意念。

手绘创意表达

（Creative
expression of

product design）

手绘创意表达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学生通过这门

基础课及有关课程的学习，在掌握工业设计基本思想、方法的基础上。

经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塑造产品形象的思维方式，提高三

维空间想象力和艺术造型能力。掌握表达产品设计构思、方案的各种方

法和技法，并能正确、真实地表达产品造型的总体效果及产品各部分之

间的关系。使设计的产品方案更具有生命力，有利于产品方案的论证，

也使设计构思更易被大众所接受。

修读该课程手绘创意表达课程设计平面表达

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

学生通过这门基础课及有关课程的学习，在

掌握工业设计基本思想、方法的基础上。经

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塑造产品

形象的思维方式，提高三维空间想象力和艺

术造型能力。掌握表达产品设计构思、方案

的各种方法和技法，并能正确、真实地表达

产品造型的总体效果及产品各部分之间的关

系。使设计的产品方案更具有生命力，有利

于产品方案的论证，也使设计构思更易被大

众所接受。先修课程：工业设计基础（1）、

工业设计基础（2）；后续课程有：产品设计

程序与方法

手绘表达专题训练

（Creative
expression
training）

手绘表达专题训练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学生通过

这门基础课及有关课程的学习，在掌握工业设计基本思想、方法的基础

上。经过实践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塑造产品形象的思维方式，提高三

维空间想象力和艺术造型能力。掌握表达产品设计构思、方案的各种方

法和技法，并能正确、真实地表达产品造型的总体效果及产品各部分之

间的关系。

修读该课程学生应充分掌握徒手表达创意设

计方法，并针对性的做一些实际设计。

通过实验让学生掌握手绘技能并运用。并针

对性的进行某类产品的创新设计进行快速表

达。

工程力学

（Engineering
mechanics）

《工程力学》是一门理论性、系统性较强的课程，是后续其它各门力学

课程和相关专业课程的基础，同时在许多工程技术领域中有着广泛的直

接应用。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能够对物体及简单的物体系统进行正确

的受力分析、画出受力图并进行相关计算；掌握受力构件变形及其变形

过程中构件内部应力的分析和计算方法，掌握构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

性分析理论在工程设计、事故分析等方面的应用，为经济合理地进行工

业产品设计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计算方法，并为有关的后续课程打下

必要的基础，而且，通过学习《工程力学》可以有效培养学生逻辑思维

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修读该课程工程力学是工业设计专业（3D仿

真）、工业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课

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物体在平衡状态下的

受力分析、受力计算，学会对材料结构及形

状的选择并符合强度、刚度及稳定性的要求。

满足学生进行工业产品设计时基础的力学知

识需要，从而增强学生对本专业的适应性，

培养其开发创新的能力。

机械设计基础

（Fundament of
Mechanical
Design）

本课程是机械类、近机类各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它的任务是

使学生掌握常用机构和通用零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初步具有这方

面的分析、应用、设计能力，并通过必要的基本技能训练，培养学生正

确的设计思想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奠定基础。

因此在机械类及近机械类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高

等工科院校中的一门主干课程，在人才培养的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本课程注重对学生综合设计能力的培养，强调培养学生表达设计对

象的能力；突出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传统和现代设计手段发现、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创造性构思和总体把握设计方案的水平。

在培养学生机构设计、通用零部件工作能力设计与结构设计能力的基础

上，突出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工程实际设计能力的锻炼。

修读该课程先修课程工程制图、工程力学是

学习本课程的基础，而本课程一方面是专业

基础学习的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又为提供

后续有关专业机械课程的理论基础。

CAID三维设计

（CAID 3D
design）

CAID三维设计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程。主要向

学生介绍常用的三维建模软件、渲染制作软件及一些 CAM软件等等。

学生通过上述软件的学习，能够熟练地运用电脑这一现代化工具，大大

提高学生设计速度、设计效果，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业设计专业及今后的

工作服务。

修读该课程课程是工业设计的一门专业基础

课程，不仅将前面学过的课程（计算机辅助

设计 1、色彩、平面构成、立体构成、文字与

标志设计等）进行了综合的应用，同时对后

面学习的专业课程（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

产品系统开发设计、产品概念设计）是一个

促进。计算机辅助设计可以帮助学生在专业

课程中提高设计速度和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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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基础（2）
（Industrial design
basis （2））

本课程是专业基础选修课课之一，是工业设计基本素质培养阶段。本课

程的任务是 通过学生亲自动手，使学生重点掌握建筑设计表达基础的概

念、技能、方法，了 解建筑设计基础的概念和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形

象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动手 能力、创造能力以及基本美学素养，为后

续的学习打下一个牢固基础。 任务：讲授构成基础理论和基本设计，使

学生理解和掌握构成的基础理论知识，能够为专业设计训练奠定基础。

“平面构成”是造型专业基础必修课之一，通过这门课的教学，学生

应掌握平面构成的各种构成元素，构成规律，骨骼及比例、对称、平衡、

对比、和谐、节奏、韵律等形式美的法则，并在领悟这些规律的基础上

做到既能动脑又能动手，手脑并用，能把这些知识能运用于实际的设计

中，并能运用到其他设计领域。

修读该课程对三大构成的概念、造型要素、

形式要素的学习，掌握 三大构成的基本设计

原则设计符合构成要求的设计图；平面构成

是在平面上进行的视觉游戏，构成的训练是

视觉体验的起点，是所有视觉艺术设计发展

的初始状态，作为现代设计理论的就基础，

它研究形态的构成方法、形态间的组合方式，

以及形态排列中蕴藏的形式规则，是后来的

计算机辅助设计、平面设计以及产品设计的

先修课程

工业设计史及概论

（History and
outline of industrial

design）

本课程为工业设计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研

究，掌握工业设计各历史时期的设计风格特征，熟知各时期设计师及其

代表作品，以及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独立

思考的能力，激发创作热情。以理论讲授为主，辅以图片和图书资料等

教学手段，教师讲授，课堂提问与师生共同讨论，研究相结合。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动性，独创性。使学生对工业设计发展到当今的脉络有个清

醒的认识。

修读该课程课程为工业设计本科专业的专业

基础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研究，掌

握工业设计各历史时期的设计风格特征，熟

知各时期设计师及其代表作品，以及背后的

政治，文化背景。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

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创作热情。以理论讲

授为主，辅以图片和图书资料等教学手段，

教师讲授，课堂提问与师生共同讨论，研究

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独创性。

使学生对工业设计发展到当今的脉络有个清

醒的认识。

产品摄影

（Product
Photography）

产品摄影在拍摄实践中认识“形”、“体”、“线”，并作挖掘物体性能和美

感的造型练习，是了解产品摄影与设计的相关知识、技能技巧的基本方

法。本课程后期制作中所涉及的软件操作和使用，由学生在上机实践中

自学掌握。摄影课是一门学习摄影理论与实地拍摄作品相结合的实践课。

该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摄影基础技术，通过学习照相机的构造及用法，掌

握对所拍物体的用光及艺术效果。

通过学习与实践，较熟练的掌握摄影技术，为今后的专业设计打好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系统地介绍了摄影的基本理论和技能，主要内容包括

摄影必备器材的结构、功能，聚焦方法，景深的调节技术，正确曝光和

测光的重要性和技巧，光线在摄影中的作用和运用技术，摄影构图的基

本原理、构图基本程序和常见的构图形式，胶片冲洗及照片制作工艺技

术，专题摄影介绍等等。本课程力求理论联系实际，除幻灯图片放映示

范以外，学生也有机会在课外进行实际操作训练，以利巩固所学的知识。

修读该课程的教学系统地介绍了摄影的基本

理论和技能，主要内容包括摄影必备器材的

结构、功能，聚焦方法，景深的调节技术，

正确曝光和测光的重要性和技巧，光线在摄

影中的作用和运用技术，摄影构图的基本原

理、构图基本程序和常见的构图形式，胶片

冲洗及照片制作工艺技术，专题摄影介绍等

等。本课程力求理论联系实际，除幻灯图片

放映示范以外，学生也有机会在课外进行实

际操作训练，以利巩固所学的知识。

创意思维与技法

（Creative thinking
and techniques）

本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程，有效的进行创意思维是设

计的前提。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创意思维对艺术创作的重要

性，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设计观念，掌握激发创意思维的方法、创意

的法则和技法。并通过对创意思维的训练和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掌握创

意思维的方法。

修读该课程创意思维与技法是工业设计专

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创意”是产品设计的灵

魂，如何产生创意就是设计的首要工作。该

课程将系统的讲述创意思维的含义、形式和

特点，激发创意思维的方法，创意的法则和

技法，创意思维的训练和培养。以理论结合

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并加入课堂练习、技

法训练、分组讨论、个人和小组的报告、角

色扮演等生动丰富的教学形式，以启发创意、

训练思维和培养创新思维能力为主，使同学

们熟练掌握开阔思维和开发创意的方法。

样机模型制作

（Prototype
model）

样机模型制作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模型是产品

设计最直观的表达方式，是设计师必备的技能之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利用石膏、塑料、油泥材料制作模型、综合材料的方

法，并且能够做好模型的表面处理和再加工工作，切实培养学生实际动

手能力，为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基础。

样机模型制作也是一门是实践课程，模型作为设计理念的具体表达，从

概念性工作模型到方案实施模型，再到建成后开发上实施营销策略的展

示模型，都具了视觉直接鉴赏和评价的特点，是设计领域中一个重要的

表现环节。本课程要求学生了解模型制作的重要意义，掌握模型的基本

制作方法与工艺、常见模型加工工具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修读该课程模型制作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一门

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模型是产品设计最直

观的表达方式，是设计师必备的技能之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利用

石膏、塑料、油泥材料制作模型的方法，并

且能够做好模型的表面处理和再加工工作，

切实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为以后的专业

课程学习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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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机模型制作专题

训练

（Prototype model
training）

样机模型制作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利用石膏、塑料、油泥材料制作模型、综合

材料的方法，并且能够做好模型的表面处理和再加工工作，切实培养学

生实际动手能力，为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基础。

样机模型制作专题训练也是一门是实践课程，模型作为设计理念的具体

表达，从概念性工作模型到方案实施模型，再到建成后开发上实施营销

策略的展示模型，都具了视觉直接鉴赏和评价的特点，是设计领域中一

个重要的表现环节。本课程要求学生了解模型制作的重要意义，掌握模

型的基本制作方法与工艺、常见模型加工工具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修读该课程模型是产品设计最直观的表达方

式，是设计师必备的技能之一。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利用石膏、塑料、

油泥材料制作模型的方法，并且能够做好模

型的表面处理和再加工工作，切实培养学生

实际动手能力。

感性设计

（Kansei
Engineering）

本课程属于工业设计专业基础选修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初

步了解什么是感性设计，有利于加强学生对工业设计的认识，为后续专

业课程的学习深造及今后工作奠定正确的认识。本课程的先修课为工业

设计基础、工业设计史及概论。通过学习前期课程，使学生对工业设计

有初步的认识。本课程所讲授的感性设计，是工业设计的一种理念，也

是一种方法，是后面多门专业课程的理论基础和方法。

修读该课程课程属于工业设计专业基础选修

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初步了解

什么是感性设计，有利于加强学生对工业设

计的认识，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深造及今

后工作奠定正确的认识。

本课程的先修课为工业设计基础、工业设计

史及概论。通过学习前期课程，使学生对工

业设计有初步的认识。本课程所讲授的感性

设计，是工业设计的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方

法，是后面多门专业课程的理论基础和方法。

设计美学

（Design
aesthetics）

设计美学是把美学原理广泛运用于设计中而产生的一门应用美学。它是

设计研究与设计实践的基础，主要研究艺术设计领域（包括工业设计、

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多媒体设计等）中的美学问题。

《设计美学》是设计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素养，有

助于提高审美鉴赏能力和美学修养，有助于理解、发现和解决设计中的

美学问题，从而创造美的设计。

通过对设计美学性质、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学习，理解设计美学的

本质，掌握设计中美的构成要素、构成法则和表现形式，理解美的特点、

理想和境界。同时学习各门类设计与美的关系，了解中国传统美学思想

和西方古典设计美学思想。了解现代设计与现代美学发展脉络，了解后

现代设计美学、未来设计美学发展趋势及审美体系。

本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主要介绍设计美学的发

展与应用。主要包括设计美学的源流与本质、设计美学的原则、设计美

学的发生与发展、设计的特征、设计美学的领域与分类、现代设计美学

的发展简史、创造性活动的主体、设计美学的形态、等内容。学生学习

本课程可了解设计美学的基本概念、特点与具体应用。

修读改课程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主

要提高学生的审美意识。本课程专业选修修

课（人人机工程学、样机模型制作）的基础，

同时与其他专业基础课（产品设计 1，产品设

计 2，产品设计 3）相互联系。

CAID设计项目专

题

（CAID Design
Project）

CAID设计项目专题针对数字艺术设计的实际需要，讲解 3ds max软件功

能的同时配合课堂案例演练、课堂练习、课后习题、商业案例实训，力

求通过软件功能讲解，使学生深入学习软件功能和基本制作技能；通过

课堂案例演练，使学生快速掌握软件功能和艺术设计思路；通过课堂练

习和课后习题，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通过商业案例实训，提高学生的

商业案例实践水平。

修读该课程是工业设计（3D仿真）专业的一

门基础选修课。针对数字艺术设计的实际需

要，讲解 3ds max软件功能的同时配合课堂案

例演练、课堂练习、课后习题、商业案例实

训，力求通过软件功能讲解，使学生深入学

习软件功能和基本制作技能。

CAID设计项目专

题训练

（CAID Design
Project Special
Training）

CAID设计项目专题训练通过商业案例实训，提高学生的商业案例实践

水平。

修读该课程课程是对先修理论课程的软件基

础部分，为后面的实训课程打下基础。通过

商业案例实训，提高学生的商业案例实践水

平。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

法

（Product design
process and
methods）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能在产品设计时把以前所学的知识综合起来并结合实际

运用。同时了解掌握工业设计的程序及各个环节的详细内容，把握产品

设计的正确步骤和正确方法，为学生今后的课程设计、毕业设计打下坚

实的基础。

修读该课程工业设计专业核心课程，前修课

程有工业设计基础（1）、工业设计基础（2）、
创意思维与技法、手绘创意表达、CAID 二维

设计、CAID三维设计等；后续课程有：产品

系统开发设计、产品概念设计

专题设计（1）
（Special topics in
product design（1））

专题设计（1）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核心实验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能在产品设计时把以前所学的知识综合起来并结合实际运用。同

时了解掌握工业设计的程序及各个环节的详细内容，把握产品设计的正

确步骤和正确方法，为学生今后的课程设计、毕业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课程实验目的：学生应充分掌握产品

设计流程和现代产品设计的设计方法，并针

对性的做一些实际设计。通过实验让学生掌

握产品设计的流程，运用设计方法进行产品

设计。并针对性的进行某类产品的创新设计，

并制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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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D进阶设计

（CAID advanced
design）

CAID进阶设计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非常重要的一门专业任选课程。主

要向学生介绍常用的参数化建模软件 creo在工业设计中的运用。学生通

过软件的学习，能够熟练地运用电脑这一现代化工具，大大提高学生设

计速度、设计效果，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业设计专业及今后的工作服务。

修读该课程是工业设计的一门专业任选课

程，不仅将前面学过的课程（计算机辅助设

计 1、色彩、平面构成、立体构成、文字与标

志设计等）进行了综合的应用，同时对后面

学习的专业课程（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产

品系统设计、产品概念设计）是一个促进。

计算机辅助设计可以帮助学生在专业课程中

提高设计速度和设计效果。

工业设计材料与工

艺

（Industrial Design
Material and
Technics）

工业设计材料与工艺是工业设计专业学生的专业核心课程。课程主要介

绍工业设计中常用材料的性能特点、加工工艺方法和材料选用方法。主

要有金属、塑料、陶瓷、玻璃、木材、复合材料的介绍；材料表面处理；

材料及其加工工艺选用。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们掌握各种工业设计所

用的材料的性能特点，会根据工业结构要求选用适用材料，也掌握各种

材料的加工工艺。课程结束后，进行一周的工业设计材料与工艺实习，

实地考察各种材料的应用和加工工艺，巩固所学知识，对后续课程的学

习和毕业设计做好准备，也为以后的工作也打下扎实的基础。

修读该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工程制图》、

《工程训练》，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后续的

产品设计课程的学习、毕业设计和今后的工

作打下重要基础。

人机工程学及创新

设计

（Ergonomics and
innovative design）

人机工程学及创新设计是工业设计专业必修课。也可供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专业的高年级学生选修。它以人的生理、心理特征为依据，以

提高人的工作生活质量为目的，运用系统工程、信息理论和工程技术的

观点和方法，研究人与机器、人与环境和机器与环境三种之间的相互关

系，为人－机－环境技术系统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

修读该课程以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制

造工艺等为基础课程，在学完大部分技术基

础课后开课，后续课程各类工业设计专业课。

产品系统开发设计

（Product system
design）

产品系统开发设计是工业设计专业一门重要的应用性课程，是检验学生

对专业基础课程掌握程度和提升设计能力的必修课程，该课程具有理论

指导和实践强化双熏性质。在该课程教学中，要求用系统性的教学方法

结合实际课题贯穿所有的教学内容，才能体现出该课程较强的实践性、

应用性的特点。

修读该课程产品设计创新与开发是在产品设

计程序与方法单一产品设计的基础上转向以

系统设计为中心的教学。它综合前面所学过

的所有专业课知识，并为产品概念的学习打

下基础。

专题设计（2）
（Special topics in
product design（2））

本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有效的进行创意思维是一

切艺术设计之前提。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专题设计的重要性，

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设计观念，掌握产品设计的流程和方法，并通过

对专题设计的训练和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掌握创意设计的方法。

修读该课程是学生已学完基础课和专业课

后，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专题产品设计

的实践课程。主要培养学生针对具体课题进

行设计的实践能力。通过课程设计使学生对

所学专业知识起到巩固、深化、融会贯通及

扩展有应用的作用，树立正确的设计思想；

提高学生的有关设计能力，如创意能力、绘

图能力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能力等。

3D仿真模型 I
(3D Simulation
Model(1))

本课针对 3dsMax中的各种建模方法和技巧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剖析，

内容几乎涵盖了 3ds Max中的所有建模技术，既包括了最简单的几何体

组合，三维技术建模、细分建模及空间扭曲等高级技术。课程从制作简

单的三维模型入手，然后针对各种功能命令展开详细的讲解，并精选了

如台灯，放映机，机器人模型等经典案例，带领学生进行深入学习，使

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能够亲自体会到 3ds Max的神奇之处。

三维技术所涉及的领域多种多样，其中包含

的知识也是相当多的，包括了建模、材质、

渲染、动画以及场景的营造，《三维仿真建

模》这门课程是最基础的部分，也包含着非

常复杂的知识和技术，需要用心对待其中的

学习过程，因为不了解建模技术，不了解每

个模型的结构特征，就无法表现出它的质感，

更不用说制作动画了。

3D仿真模型 II
(3D Simulation
Model(2))

本课针对 3dsMax中的各种建模方法和技巧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剖析，

内容几乎涵盖了 3ds Max中的所有建模技术，既包括了最简单的几何体

组合，三维技术建模、细分建模及空间扭曲等高级技术。课程从制作简

单的三维模型入手，然后针对各种功能命令展开详细的讲解，并精选了

如台灯，放映机，机器人模型等经典案例，带领学生进行深入学习，使

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能够亲自体会到 3ds Max的神奇之处。

本课程是对学生掌握的前期先修课程3D仿真

模型 I的横向延伸和提高。

3D仿真渲染 I
(3D Simulation
Rendering(1))

全面地介绍了当今工业设计领域中常用的三维渲染软件 VRay。本课程

详细地讲解了 VRay的所有功能面板及相关参数设置，并通过大量的测

试渲染对比和实例，让读者快速掌握 VRay的灯光、材质和渲染技法。

3D仿真渲染 I课程讲解的相关知识点是为 3D
仿真渲染 II做铺垫，只有完全掌握本课程的

所有内容，才能更好的学习下一阶段。

人机界面交互设计

（Human-computer
interface design）

本课程主要从交互设计的角度出发，对各种界面设计的类型进行比较，

深入了解交互设计在各种界面设计中的应用。系统全面地介绍软件界面

设计、掌上电脑、手机和电脑游戏界面设计、以及网页界面设计等内容，

知识层面涉及到交互媒体设计的各个领域，使学生认识到在传统的平面

设计基础上新的设计领域，以适应新技术与网络的不断发展变化。

先修课程有 CAID二维设计、视觉传达；后续

课程有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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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念设计

（Product
conceptual design）

产品概念设计这一课程系统的介绍了工业产品造型设计的基础理论、原

则和基本方法。主要内容有：工业产品设计的特征，形态构成及造型基

础，产品造型的美学法则，产品造型的色彩设计，人机工程学基础，造

型设计的表现技法，产品设计程序及展示方法等。课程收集了大量的设

计实例的精美图片，并且在每个章节结束时根据相应练习题的内容和要

求，给出大量的相关设计作品等。

产品概念设计是工业设计专业，先修课程产

品系统开发设计 人机界面交互设计等为产

品概念设计课程打下基础，具有承前启后设

计性专业的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教学，

训练和培养学生产品概念设计的思想，为学

生在后续课程科和毕业设计提供必要的基础

同时也为学生今后从事工业设计专业技术工

作打下一定的专业基础。

视觉传达

（Visual
Communication）

视觉传达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应用视觉

传达的基本原理，在二维和三维空间内，通过视觉语言传达视觉信息的

基本能力。课程通过广告设计、CI设计等单元内容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并灵活运用各种视觉语言、技法进行设计。同时使学生了解当今世界各

种新的设计思潮及发展趋势，在设计实践活动中培养和锻炼独立的设计

创新能力，为学生走向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有手绘创意表达、CAID二维设计；

后续课程有人机界面交互设计。

第二课堂

（workshop-1）

第二课堂（workshop-1）是一门独立设课的专业任选课实验课程。通过

实验教学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和理解工业设计的技巧和方法。通过第二

课堂的形式，激发学生创意，并通过竞赛等形式促进提高学生的学习热

情和专业实践能力。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提高学生的设计能

力，并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

通过实验使学生了解掌握工业设计的技巧方

法。通过实验激发学生的创新设计意念。课

程成果参加设计竞赛等。

第二课堂

（workshop-2）

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和理解工业设计的技巧和方法。通过

第二课堂的形式，激发学生创意，并通过竞赛等形式促进提高学生的学

习热情和专业实践能力。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提高学生的设

计能力，并通过实验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

通过实验使学生了解掌握工业设计的技巧方

法。通过实验激发学生的创新设计意念。课

程成果参加设计竞赛等。

包装设计

（Packaging
design）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包装设计的功能及形式，掌握包装结构、造型、

材料、色彩、文字的构成规律，掌握科学、合理的设计表现手法，并能

以形象设计的总体、概念理解处理设计，使之符合市场的需要。

本课程的设置是在学生掌握基础课程：图案、

色彩、立体构成之后，所进行的专业限选课。

3D仿真模型 III
(3D Simulation
Model(3))

本课针对 3dsMax中的各种建模方法和技巧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剖析，

内容几乎涵盖了 3ds Max中的所有建模技术，既包括了最简单的几何体

组合，三维技术建模、细分建模及空间扭曲等高级技术。课程从制作简

单的三维模型入手，然后针对各种功能命令展开详细的讲解，并精选了

如台灯，放映机，机器人模型等经典案例，带领学生进行深入学习，使

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能够亲自体会到 3ds Max的神奇之处。

本课程是对学生掌握的前期先修课程3D仿真

模型 II和 3D仿真模型 III的横向延伸和提高。

3D仿真动画

(3DAnimated
Simulation)

通过本课程学习动画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动画影片的分类，以及各分类

影片的特点及其制作要点；了解动画影片制作团队的角色组成，以及各

角色的职能和职责；了解动画影片的制作流程，以及在各流程中每个角

色所做的工作；了解动画影片的市场前景、行情，以及公司分布等。

了解景别和景别分类，以及各类景别的作用；了解构图的基本要素，以

及各要素在画面中的作；了解八种基本镜头运动，以及各镜头运动如何

制作等。为后面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是对先修理论课程 3D打印技术、工业

机器人技术的软件升级补充部分，为后面的

商业案例的实现打下基础。

3D仿真渲染 II
(3D Simulation
Rendering(2))

课程主要讲解 3dsMax2010和 VRay．5SPZ在工业设计表现领域的应用。

用不同类型的案例以循序渐进的讲解方式，为学生介绍了各种材质与灯

光的属性

本课程是对学生掌握的前期先修课程3D仿真

渲染 I的横向延伸和提高。

3D仿真后期合成

(3D Simulation
Late Synthesis)

《3D仿真后期合成》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的一门重点课程，也是扩充学

生职业技能的重要课程，使学生熟悉后期合成软件的操作。本课程主要

介绍影视业内专业的后期合成软件 After Effects，在工业设计环节的应

用。讲解 AE各种功能的实现，插入三维动画短片制作过程的知识讲解，

掌握此软件，并解决在软件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的处理。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掌握影视后期设计和制作的知识，并具备影视制

作中个人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本课程是对先修课程的延伸和提高，在学生

掌握先修课程相关知识后加以实践。

Unity3D虚拟现实

(Unity3D Virtual
Reality)

本课程详尽介绍了 Unity编辑器的使用方法、资源导入流程以及如何使

用 Unity引擎创建一个基本的游戏场景，并分别介绍了 Shuriken粒子系

统、Mecanim动画系统、物理系统、Light mapping烘焙技术、Navigation
Mesh寻路技术、Umbra遮挡剔除技术、屏幕后期渲染特效等；该部分通

过多个操作实例帮助入门者快速掌握 Unity引擎的各个知识点，即便是

毫无编程经验的人员，都可以参照这部分内容快速学会如何使用 Unity
制作简单的游戏。

本课程是对先修课程的 3D仿真模型和 3D仿

真渲染延伸和提高，在学生掌握先修课程相

关知识后加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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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仿真商业项目

综合实践(3D
Simulation
Business Project
Integrated Practice)

通过《三维仿真商业项目综合实践》课程的开设，能够通过完整的商业

项目的策划、文案脚本编制、过程文件制作、成品输出、成品发布这样

一个完整流程。让学生参与进实际商业项目制作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充

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的专业水平达到就业标准。

本课程是对先修课程的 3D仿真模型、3D仿

真渲染、Unity3D虚拟现实的延伸和提高，在

学生掌握先修课程相关知识后，提高实践能

力。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本课程系工业设计专业的一门必修课。专业英语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

生有较强的专业文献阅读能力，一定的听和说的能力及初步的写作能力，

使学生能以英语为工具，获取专业所需的信息，为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

打下良好的基础。

先修课程是工业设计专业基础课，后续课程

是专业文献检索。

工业机器人技术

（Industry robot
technology)

《工业机器人技术》是一门培养学生具有机器人设计和使用方面基础知

识的专业选修课，它涉及计算机、传感器、人工智能、电子技术和机械

工程等多学科的内容。机器人是典型的机电一体化装置，它不是机械、

电子的简单组合，而是机械、电子、控制、检测、通信和计算机的有机

融合，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工业机器人基本概念、机器人

运动学理论、工业机器人机械系统设计、工业机器人控制等方面的知识，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进行创新设计的能力。

本课程以线性代数、机械原理、机械设计、

电工与电子技术等为基础课程，在学完大部

分技术基础课后开课，可与机电一体化系统

设计、微机原理、机械工程测试技术等并行

进行。

3D打印技术

（Technology of
3D Printing）

3D打印（3D Printing)作为快速成型技术的一种，它是一种以三维数字模

型（STL格式文件）为基础，应用粉末状金属、非金属等可粘合材料，

通过分层打印、逐层累加的方式来实现物体制造的技术。本课程从 3D
打印技术的起源与发展、3D打印技术的工艺过程（以选择性激光烧结工

艺为例）、3D打印在发动机研发过程中的应用以及 3D打印技术的总结

与发展方向等四个方面开展教学。自 2013年我校发动机材料工程实验室

成立以来，我们不断推进这方面的教师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培育教学

科研并重的创新型教学团队，同时加强企业与科研院校结合，努力做到

科研成果的实用性转化，为课程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CAD/CAM三维建模为 3D打印提供数据和模

型支撑

食品与包装机械

（Machinery of
Food and

Packaging）

食品与包装机械是能完成全部或部分产品的食品加工或包装过程的机

械，使用机械生产食品和包装产品可提高生产率,减轻劳动强度,适应大规

模生产的需要。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食品输送机械与设备、清洗和原料

预处理机械与设备、分选机械与设备、研磨和粉碎机械与设备等，通过

该课程，学生能够掌握在现代食品加工过程中所使用的机械设备的功能、

原理和操作。

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在已掌握机械原

理、机械设计等相关课程基础上，了解和掌

握未来食品与包装机械的发展趋势及典型轻

工机械的工作原理、特点等方面的内容。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学生今后从事轻工机械

的科研和技术开发等工作打好基础。

轻工装备及成套技

术

（Complete
Technology of

Process
Equipment）

轻工装备成套技术涉及新产品生产工艺开发和项目可行性研究、工艺设

计、经济性评价和环境评价、机器和设备的选型、重要工艺参数的自动

控制方案选择与设计、管道设计、绝热与防腐蚀设计、装置的安装及检

验、装置的试车等与过程装置设计、建设全过程有关的各种工程知识。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工程材料、机械设计、

控制理论等课程的基础知识。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学生掌握过程生产的装备成套技术基

础知识，为今后学生在学习、工作中更好地

理解生产过程和参与生产管理奠定基础。

机械安全工程

（Machine Safety
Engineering）

《机械安全工程》是一门培养学生具有各类机械在安全方面的基本知识

和共性问题的专业选修课，它涉及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安全工程等多

学科的内容。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机械安全防护的基本原

理，机械安全安全系统的认识方法，管理方法。分析识别典型机械危险

有害因素及作用机理，机械事故发生原因、条件、过程及规律，培养学

生的设计机械和使用机械设备必要的安全知识和安全工程问题的评价能

力。

本课程以工程力学、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基

础等为基础课程，在学完大部分技术基础课

后开课，通过学习机械制造基础、工程力学

课程，结合工程训练实践使学生掌握由机械

产生的危险因素和机械危险的主要伤害形式

和机理，具备对机械安全工程问题进行定性

和定量分析的知识和能力。

317
317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206

一、培养目标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旨在培养具备机械工程、控制工程和化学工程领域的专门知识，能够综合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知识，

使用现代工具分析、解决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理解工程师责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团队意识与创新精神、

较强的学习能力与交流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能够在流程性工业中从事装备设计、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和运行管理等工作。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通过对自然科学基础、工程基础与专业知识的学习及工程设计和工程科学研究的训练，将具备过程装备设计、创新改造

和新型装置技术研发的基本能力，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现代过程工业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

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

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互联网技术、现代测试技术和工程软件等现

代工具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领域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

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

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工程知

识

2.问题分

析

3.设计/
开发解

决方案

4.研究
5.使用现

代工具

6.工程与

社会

7.环境和

可持续

发展

8.职业规

范

9.个人和

团队
10.沟通

11.项目

管理

12.终身

学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
大学英语 √ √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
程序设计基础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

导
√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

业概论（机械工程）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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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Ⅰ(上） √ √
高等数学Ⅰ(下） √ √
线性代数Ⅰ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Ⅰ
√ √

大学物理 II √
大学物理实验 II √ √ √
机械制图（1） √
机械制图（2） √ √
机械设计基础 √ √ √
工程力学Ⅰ √
工程化学 √ √
化工工艺学概论 √ √ √ √
简明化工制图 √ √
工程材料 √ √ √
电工与电子技术 √
电工与电子技术实

验
√ √

工程流体力学 √ √ √ √
过程设备设计 √ √ √
过程流体机械 √ √
过程装备控制技术

及应用
√ √ √

化工过程原理 √ √
过程装备专业实验 √ √ √
PLC原理及应用 √ √
过程装备成套技术 √ √ √ √
过程装备制造与检

测
√ √

粉体力学与工程 √ √
压力容器安全管理 √ √ √ √ √
过程装备故障诊断 √ √
过程装备仿真技术

Ⅰ
√

过程装备失效分析 √ √ √
工程热力学Ⅰ √
专业英语（过控） √
控制理论基础 √
传热学 √
过程装备腐蚀与防

护
√ √

过程装备仿真技术

II
√

制冷工程概论 √
过程设备焊接结构 √
过控学科前沿讲座 √
工业机器人技术 √
3D打印技术 √
食品与包装机械 √
企业管理 √
项目管理 √
机械安全工程 √
工程训练 I √ √
机械设计基础 I课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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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化工过程原理课程

设计
√ √

过程设备设计课程

设计
√ √ √ √ √

过程装备控制技术

及应用课程设计
√ √ √

生产实习 √ √ √ √ √
毕业实习 √ √ √ √ √
工程素养训练 √ √ √
毕业设计（论文） √ √ √ √ √ √ √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是一个由机械、化工、控制工程等多个大类学科交叉融合而成的新型专业。该专业的专业知识是装备设计制造、单元工艺过

程与控制技术的有机结合，主要涉及将自然界的各种物质通过化学、物理处理制成产品的过程中用于传热、传质、化学反应及输送

所需的先进装备与控制技术，并在轻工机械、食品机械方面有所侧重。本专业以机械、石化工业、医药食品工业等为人才输送和服

务对象，具有多学科综合、适应性广泛的特色。

五、主干学科

机械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安全科学与工程。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高等数学、机械制图、工程化学、化工原理、工程力学、工程流体力学、机械设计基础、电工与电子技术、过程设备设计、过程装

备制造与检测、工程热力学、粉体力学与工程、过程流体机械、过程装备成套技术、PLC原理及应用、过程装备控制技术及应用、

金工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

必修课

通识教

育选修

课

学科（专

业）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

业）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

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25.5 20.5 12 21 31 53
要求学时 2360+31周 840 128 440 360 208 384 31周 520学时+31周
学分占比 26.25 5.00 15.94 12.81 7.50 13.13 19.38 33.13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 学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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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2 32 2 考查 B0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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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ance）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jor）

1 16 1 考查 专业自定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0 48 16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

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5.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Ⅰ(上）

(Advanced
Mathematics I)

5 80 5 考试 B113101

高等数学Ⅰ(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II)

6 96 6 考试 B113102

线性代数Ⅰ

(Linear Algebra)
3 48 3 考试 B113121

大学物理 II
(College PhysicsⅠ)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 II
(Experiment of
College Physics II)

1 32 1 考试 B117202

机械制图（1）
(Mechanical Drawing
I)

3.5 56 3.5 考试 B013001

机械制图（2）
(Mechanical Drawing
I)

2.5 24 32 2.5 考试 B013002

小计 25.5 376 32 32 8.5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0.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实

践环节

不少于

3.5学
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Ⅰ(Probability &
Statistics I)

3 48 3 考试 B113123

数值分析

（Numerical
Analysis ）

2 24 16 2 考试 B018123

工程化学

（Engineering
Chemistry）

2 24 16 2 考试 B01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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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Ⅰ

(Engineering
MechanicsⅠ)

4 56 8 4 考试 B018009

机械设计基础 I
（Fundament of
Mechanical Design I)

3.5 48 8 3 考试 B018008

工程材料

（Engineering
Materials ）

2 24 8 2 考试 B018333

电工与电子技术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3 48 3 考试 B028401

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

(Experiments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

1 32 2 考查 B028404

化工工艺学概论

（Chem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2 32 2 考查 B018402

简明化工制图

（Chemical
Engineering
Cartography）

1.5 24 2 考查 B018403

小计 24 328 56 32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工程流体力学

（Fluid Mechanics）
3 40 8 3 考试 B014404

过程设备设计

（Design of Process
Equipments）

4 64 4 考试 B014405

过程流体机械

（Design of Process
Equipments）

2.5 32 16 2.5 考试 B014406

过程装备控制技术及

应用（Control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Process
Equipment）

2.5 32 16 2.5 考试 B014407

小计 12 168 24 16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2.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1：
过程设

备设计

与制造

化工过程原理

（Principles of
Chemical Process
Engineering）

3 48 3 考试 B015408

过程装备专业实验

(Professional
experiments)

1 32 1 考查 B015409

PLC原理及应用 2 24 16 2 考查 B02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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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装备成套技术

（Complete
Technology of Process
Equipment）

2 24 16 2 考试 B015410

过程装备制造与检测

（Manufacturing and
Testing Technology of
Process Equipment）

2.5 32 16 2.5 考试 B015411

粉体力学与工程

（Mechanics of
Powder and Particles）

2 24 16 2 考试 B015412

小计 12.5 152 48 48

方向 2：
过程装

备安全

运行与

管理

化工过程原理

（Principles of
Chemical Process
Engineering）

3 48 3 考试 B015408

过程装备专业实验

(Professional
experiments)

1 32 1 考查 B015409

PLC原理及应用 2 24 16 2 考查 B025122
压力容器安全管理

（Safety Management
on Pressure Vessel）

2 32 2 考试 B015413

过程装备故障诊断

（Process Equipment
Diagnostic
Techniques）

2 24 16 2 考试 B015414

过程装备仿真技术Ⅰ

（Process equipment
simulation technology
I）

0.5 16 0.5 考查 B015415

过程装备失效分析

（Invalidation
Analysis Technology）

2 24 16 2 考试 B015416

小计 12.5 152 48 16 32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8.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修

读一门

栓预科

或选修

专业英

语；实践

学分不

少于 2
分）

专业英语（过控）

（Scientific English
for Process Equipment
and Control）

2 24 16 2 考查 B016417

控制理论基础

(Principles of Control
Engineering)

2.5 32 16 2.5 考查 B016418

工程热力学Ⅰ 2 32 2 考查 B016525
至少选修 1门传热学（Heat Transfer

Theory）
2 24 8 2.5 考查 B016419

过程装备腐蚀与防护

（The Processing
Equipment Corrosion
and Protection）

2 24 16 2 考查 B016420

至少选修 2门
过程装备仿真技术 II
（Process equipment
simulation technology
II）

0.5 16 1 考查 B01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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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工程概论

（Principles of
Refrigeration
Engineering）

2 24 16 2 考查 B016422

过程设备焊接结构

（Welded Structure of
Process Equipment）

2 24 16 2 考查 B016423

过控学科前沿讲座

（Frontier Lecture of
Process Equipment &
Control）

1 16 1 考查 B016424

工业机器人技术

(Industrial robot
technology)

2 32 2 考查 B016115

3D打印技术

(Technology of 3D
Printing)

1 16 1 考查 B016332

食品与包装机械

(Food and packaging
machinery)

1 16 1 考查 B016116

机械安全工程

(Mechanical safety
engineering)

1 16 1 考查 B016117

企业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6007
至少选修 1门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1 16 1 考查 B086008

小计 24 328 8 16 8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31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Practice I)
4 4 3 1 考查 B017101

机械设计基础 I课程设计

(Course Project of
Mechanical Designing)

2 2 2 考查 B017004

化工过程原理课程设计

(Course Project ofChemical
Process Engineering)

1 1 1 考查 B017426

过程设备设计课程设计

(Course Project of Design of
Process Equipments)

2 2 2 考查 B017427

过程装备控制技术及应用

课程设计(Course Project of
Control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Process
Equipment)

1 1 1 考查 B017428

生产实习(Production
Exercitation)

3 3 3 考查 B017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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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Graduation
Exercitation)

4 4 4 考查 B017406

工程素养训练(Engineering
accomplishment training)

2 2 2 考查 B017003

毕业设计（论文）(Project) 10 12 10 考查 B017407
小计 31 31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科

专业概论（机械工

程）

本课程是一门“导论类”课程，也是一门专业基础课，是 机械类专业学生认

识机械工程学科、 培养工程素质的必修课。本课程以高等学校机械工程类

学生的专业素质教育需要为目的，面 向新生，系统介绍机械工程的相关基

础知识、应用及最新前沿进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专业， 提高专业兴趣，

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必修课

机械制图

本课程是一门既有系统理论又有较强实践性的技术基础课。本课程主要研

究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的原理和方法，其内容结构分为四部分：画法几何、

制图基础、专业制图与计算机绘图，授课主要是以课堂教学为主。本课程

理论严谨，实践性强，与工程实践有密切的联系，对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思

维方法，增 强工程意识和锻炼独立工作能力有重要作用，是普通高等院校

工科机械类相关专业必修的技术基础课程

必修课

数值分析

数值分析主要研究计算机解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介绍数值分析研究中的

一些较新的成 果。数值分析一直以来都是计算科学很重要的课程。包含解

线性代数方程组的直接法、解线 性代数方程组的迭代法、解非线性方程的

迭代法、矩阵特征值与特征向量的计算、代数插值、 函数逼近、数值积分

与数值微分、常微分方程初值问题的数值解法等基本内容。通过教学使 学

生掌握各种常用数值算法的构造原理，提高算法设计能力，为能在计算机

上解决科学计算问题打好基础。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数

值分析课程已经成为计算机应用、应

用数学、工科各专业的基础课程，建

议修读。

机械设计基础 I

本课程是机械类、近机类各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它的任务是使

学生掌握常用机构和通用零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初步具有这方面的

分析、应用、设计能力，并通过必要的基本技能训练，培养学生正确的设

计思想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奠定基础。

先修课程：工程制图、工程力学；建

议修读。

工程力学Ⅰ

《工程力学Ⅰ》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是后续其它各门力学相关

课程的基础，同时在许多工程技术领域中有着广泛的直接应用。本课程的

任务是使学生能够掌握基础的力系知识，并对物体及简单的物体系统进行

正确的受力分析、画受力图并进行相关计算；掌握多种构件变形及其变形

过程中构件内力、应力的分析和计算方法；掌握构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

性分析理论在工程设计、事故分析等方面的应用，为经济合理地设计构件

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计算方法，并为有关的后续课程打下必要的基础。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建

议修读。

化工工艺学概论

本课程主要阐述几种重要化工领域产品的制备原理、生产特点、工艺过程

和关键设备，较系统地介绍一些重要化工产品、石油和煤炭资源的能源化

工生产工艺现状，重点地反映了现代国内外化学工业的发展面貌，特别突

出了化学工业的一些新的工业进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是学生能够基本

熟悉相关行业的生产流程、运行参数、设备结构和环保措施，建立对于现

在过程工业的宏观认识，树立思维创新意识。

建议有直接就业倾向的同学修读。

简明化工制图 研究化工图样的绘制和识图规律的专业技术基础课。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1）、机械制图

（2）；建议有直接就业倾向的同学修

读。

工程流体力学

研究流体（液体和气体）的力学运动规律及其应用的学科。主要研究在各

种力的作用下，流体本身的静止状态和运动状态，以及流体和固体壁面、

流体和流体间、流体与其他运动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流动的规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I（上）、高等数

学 I（下）、线性代数 I、大学物理 II

过程设备设计

过程设备设计分绪论、压力容器篇和过程设备篇。在绪论中综合介绍过程

设备特点、基本要求和设计内涵；压力容器篇包括压力容器结构、应力分

析、材料及时间和环境对其性能的影响、设计准则、常规设计、分析设计

和疲劳设计等；过程设备篇包括储运设备、换热设备、塔设备和反应设备，

是一门涉及多学科、综合性很强的课程。

先修课程：工程力学、粉体力学、流

体力学、机械设计基础 I、化工原理 II ；

专业核心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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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流体机械

《过程流体机械》是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该门课程

的主要内容是常用过程流体机械的工作原理、性能特点、结构型式、调节

方法、安全可靠性以及技术发展趋势等。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高等数学、工

程流体力学；专业核心必修课。

过程装备控制技

术及应用

本课程是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本课程的任务主要

是讨论过程控制的基本知识；过程装备控制系统的组成、原理及其应用；

压力、温度、液位、物质成分等常见参数的测量方法及所用仪器、仪表的

结构、原理和应用；计算机自动测试技术、化工过程控制典型应用等。

化工原理、电工与电子技术、控制理

论基础；专业核心必修课。

化工过程原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掌握流体流动、流体输送、沉降与过滤、传

热、吸收、蒸馏等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及典型设备的设计计算方法，为进

一步学习专业课程及从事工程实践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同时，要求通过

各个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工程观点，使学生理解流体流动、传热与传质的

共性与特殊性，提高分析和解决化工实际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工

程化学、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学；

专业方向公共课，建议修读。

过程装备成套技

术

过程装备成套技术是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的一门综合性专业课程，内

容涉及新产品生产工艺开发和项目可行性研究、工艺设计、经济性评价和

环境评价、机器和设备的选型、重要工艺参数的自动控制方案选择与设计、

管道设计、绝热与防腐蚀设计、装置的安装及检验、装置的试车等与过程

装置设计、建设全过程有关的各种工程知识。

先修课程：化工原理 II、过程流体机械、

过程设备设计；选择方向 1的同学必

修。

过程装备制造与

检测

本课程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过程装备的检测：工程上主要的无损检测方

法如射线探伤、超声波探伤、表面探伤等在过程装备的制造以及在役过程

中的应用；过程装备的制造工艺：围绕钢制压力容器介绍焊接接头金属学

问题、常用焊接方法及其焊接工艺、常用钢材的焊接、焊后热处理等内容。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过程设备设计；

选择方向 1的同学必修。

粉体力学与工程 介绍粉体工程的基础理论及其在粉体操作单元中的应用。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I（上）、高等数

学 I（下）、线性代数 I、大学物理 II；
选择方向 1的同学必修。

过程装备仿真技

术 I

通过对某些典型算例的完整计算，使学生掌握 ANSYS通用软件的操作、

使用及计算流程，掌握一定的使用 ANSYS软件的基本技能；通过对数值

计算结果的分析、整理及关联，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以及使

用计算机数值模拟处理一般工程技术问题的初步能力，培养严谨的科学态

度。要求学生能够熟练掌握课程中的实例。

方向 2必修，方向 1任选。

压力容器安全管

理

压力容器安全管理课程以压力容器等类似设备为主线，介绍压力容器的基

本知识，安全工作的基本概念及安全附件，以及容器失效的概念和形式。

使学生掌握压力容器的潜在危险及预防措施，做好压力容器安全技术工作。

先修课程：工程力学、工程材料、金

属焊接、金工实习等；专业方向课，

选择方向 2的同学必须修读。

过程装备故障诊

断

本课程使学生掌握过程装备状态监测与诊断技术的一般原理和方法；熟悉

信号分析、数据采集与信号处理及常用传感器的理论基础；掌握旋转机械、

往复机械、齿轮和滚动轴承的失效形式和诊断技术；了解无损检测技术特

别是油样分析技术和声发射检测技术在过程装备故障诊断中的应用；了解

设备故障诊断专家系统、模糊数学、神经网络等的基础理论以及在现代智

能诊断技术上的应用。

先修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电工

与电子技术、机械设计基础；专业方

向课，选择方向 2的同学必须修读。

过程装备失效分

析

本课程主要讲授金属材料及其结构应用中出现失效进行分析的思路和方

法，系统地介绍了金属构件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断裂、磨损、腐蚀失效的形

貌特征、影响因素、预防措施及具体的分析方法，对于金属构件加工缺陷

对失效的影响作了简要而系统的分析。

先修课程：材料力学、机械工程材料；

专业方向课，选择方向 2的同学必须

修读。

化工热力学 I

本课程是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任选课，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工程热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从而能够运

用工程热力学的相关知识对相关过程装备的热能情况进行计算和分析。本

课程的教学与学习要求学生准确的理解工程热力学的基本概念和术语，熟

练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能正确运用工程热力学的知识

对相关过程装备的热能情况进行计算和分析，使学生能够顺利学习其他相

关专业课程。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

物理等，与以后专业核心课过程设备

设计、过程流体机械，专业方向课化

工过程原理等相衔接，建议选修。

专业英语（过控）

本课程是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

包括过程装备力学基础、金属材料、过程工业、过程设备、过程机械和过

程装备控制等六个部分，其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大量的阅读和练习，在巩固

已有英语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英语基本词汇和专业词汇，掌握科技

英语语法，增强阅读理解能力，逐步掌握本专业文献资料的翻译技巧。

选修一门双语课或选修《专业英语（过

控）》

控制理论基础

控制理论基础是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本课程重点

介绍了自动控制工程中常用的经典线性控制原理中的基本内容。主要讲了

数学模型的建立，时域分析和频域分析。对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基本理论也

作了概要的介绍。任务在于使学生掌握经典控制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I、线性代数、电

工电子技术；建议选择方向二的同学

修读，其他同学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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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基本方法；使学生在牢固掌握控制理论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具备对简

单系统进行定性分析、定量估算和动态仿真的能力，为专业课学习和参加

控制工程实践打下必要的基础。

传热学
本课程主要讲授传热学基本规律，研究导热、对流传热、热辐射，传热过

程和换热器等内容。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I、大学物理、流

体力学；建议有考研倾向的同学修读，

其他同学任选。

过程装备仿真技

术 II

通过对某些典型算例的完整计算，使学生掌握 FLUENT通用软件的操作、

使用及计算流程，掌握一定的使用 FLUENT软件的基本技能；通过对数值

计算结果的分析、整理及关联，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以及使

用计算机数值模拟处理一般工程技术问题的初步能力，培养严谨的科学态

度。要求学生能够熟练掌握课程中的实例。

先修课程：流体力学；任选。

过程装备腐蚀与

防护

本课程讲述了金属电化学腐蚀的基本原理、影响腐蚀的结构因素、金属在

某些环境中的腐蚀、金属结构材料的耐蚀特性，防腐方法及腐蚀监控，并

根据专业特点，介绍了典型化工装置、典型炼油及石化装置的腐蚀与防护。

先修课程：工程化学、工程材料、过

程设备设计；建议有直接就业倾向的

同学修读，其他同学任选。

制冷工程概论

本课程是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是研究制冷原理的

工程技术类课程，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各种制冷方式、制冷剂与载冷剂、制

冷原理和制冷设备。设置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蒸汽压缩式制冷和吸

收式制冷的原理；了解设备的结构；常用制冷剂的性质以及制冷系统分析

计算。

先修课程：工程热力学、工程流体力

学；建议有直接就业倾向的同学修读，

其他同学任选。

过程设备焊接结

构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焊接变形与应力、焊接残余变形和应力及其控制方法、

焊接接头静载强度计算、焊接结构的断裂失效与防治、过程设备常用金属

材料的焊接和过程设备典型焊接结构设计。

先修课程：工程化学、工程材料、过

程设备设计；建议选择方向 1和有直

接就业倾向的同学修读，其他同学任

选。

过控学科前沿讲

座

本课程以过程装备学科涉及的相关前沿技术为主要内容，以专题讲座的形

式向学生简要介绍当前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学科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通过努力沟通科学与工程，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工程意识。

先修课程：《工程流体力学》、《过

程设备设计》、《化工过程原理》、

《传热学》；任选。

3D打印技术

本课程从 3D打印技术的起源与发展、3D打印技术的工艺过程（以选择性

激光烧结工艺为例）、3D打印在发动机研发过程中的应用以及 3D打印技

术的总结与发展方向等四个方面开展教学。自 2013年我校发动机材料工程

实验室成立以来，我们不断推进这方面的教师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培育

教学科研并重的创新型教学团队，同时加强企业与科研院校结合，努力做

到科研成果的实用性转化，为课程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个人兴趣选择。

工业机器人技术

本课程是一门培养学生具有机器人设计和使用方面基础知识的专业选修

课，它涉及计算机、传感器、人工智能、电子技术和机械工程等多学科的

内容。机器人是典型的机电一体化装置，它不是机械、电子的简单组合，

而是机械、电子、控制、检测、通信和计算机的有机融合，通过这门课的

学习，可使学生掌握工业机器人基本概念、机器人运动学理论、工业机器

人机械系统设计、工业机器人控制等方面的知识，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进行创新设计的能力。

根据个人兴趣选择。

食品与包装机械

食品与包装机械是能完成全部或部分产品的食品加工或包装过程的机械，

使用机械生产食品和包装产品可提高生产率,减轻劳动强度,适应大规模生

产的需要。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食品输送机械与设备、清洗和原料预处理

机械与设备、分选机械与设备、研磨和粉碎机械与设备等，通过该课程，

学生能够掌握在现代食品加工过程中所使用的机械设备的功能、原理和操

作。

根据个人兴趣选择。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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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2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与职业道德、沟通能力与协作精神；具备较强的终身学习能力和实

践能力，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开展工程研究的综合能力；具备创新性潜质和国际视野；具有扎实的工程基础知识和系统的专

业知识，能够在机械制造及轻工机械等地方支柱产业中，从事技术开发与服务、工程设计与实施、科学研究与应用、生产组织与管

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具体培养目标为：

1．能够利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解决机电产品和装备的设计与制造过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2.具有较强的终身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具备一定的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能够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识别和提出解决方案，能够使

用现代工具在机电产品和装备的设计与制造方面开展工作。

3.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和一定的国际视野。

4.在工程实践中能够自觉遵守职业道德，熟悉国家标准，具有社会责任感。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培养掌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相关领域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与专业知识，能够分析与解决机械工程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具有创新能力、团队精神、不断学习与适应专业技术发展的能力，具备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道德和人文科学素养，

具有从事机械产品设计、制造、技术开发、生产管理等工作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毕业生应达到以下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掌握本专业所需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形成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知识体系，并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机电产品和装备的设计与制造过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覆盖标准毕业要求 1）
2.问题分析：能够综合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机械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识别、表达机械工程领域的问题，并通过文献研究

分析机电产品和装备的设计与制造方面的复杂工程问题，并获得有效结论。（覆盖标准毕业要求 2）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应用本专业的理论和方法，设计针对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机械系统、零

部件或生产工艺流程，在设计环节体现创新意识，并综合考虑环境与社会、安全与健康、法律与文化等多种因素。（覆盖标准毕业

要求 3）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机械工程领域复杂问题进行研究，能够制定和实施实验方案、分析实验结果和解释

实验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覆盖标准毕业要求 4）
5.使用现代工具：针对机电产品和装备的设计与制造中的复杂工程问题，选择和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

工具，进行表达、预测与模拟，能够在实践过程中理解相关方法及工具的局限性。（覆盖标准毕业要求 5）
6.工程与社会：能够利用机械工程领域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机械产品设计、制造和运用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

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覆盖标准毕业要求 6）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覆盖标准毕业要求 7）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能够在机械设计、制造等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履行责任。（覆盖标准毕业要求 8）
9.个人和团队：了解多学科技术背景和技术特点，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覆盖标

准毕业要求 9）
10.沟通：能够就复杂机械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回应指令

等，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具备在跨文化背景下就专业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能力。（覆盖标准毕业要求 10）
11.项目管理：能够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在多学科环境下，应用于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覆盖标准毕业要求

11）
12.终身学习：认识到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有不断学习的能力，能够适应机械工程相关领域技术的发展。（覆盖标准毕业

要求 12）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工程知

识

2.问题分

析

3.设计/
开发解

决方案

4.研究

5.使用

现代工

具

6.工程

与社会

7.环境

和可持

续发展

8.职业

规范

9.个人和

团队
10.沟通

11.项目

管理

12.终身

学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

形势与政策 1-4

329



大学外语（英）I-III √
体育 I-Ⅳ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
程序设计基础 √
大学生职业规划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 √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
通识教育选修课 √ √
高等数学 I √ √
线性代数 I √
大学物理 I √ √
大学物理实验 I √
工程化学 √ √ √
机械制图 (1)-(2) √ √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
电工与电子技术 √ √
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 √
工程材料 √ √
微机原理及应用 √ √ √ √
材料力学 √ √
数值分析 √ √
机械创新设计与制作 √ √ √
轻工机械概论 √ √ √
理论力学 √ √
机械原理 √ √
机械设计 √ √ √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 √ √

方

向

一

机

械

制

造

金属切削原理与

刀具
√ √ √ √

数控加工技术 √ √
互换性与测量技

术基础
√ √ √

机械工程测试技

术
√ √ √ √

液压与气压传动 √ √ √

方

向

二

机

电

一

体

化

机电一体化系统

设计
√ √ √ √

机电传动与控制 √ √
互换性与测量技

术基础
√ √ √

机械工程测试技

术
√ √ √ √

液压与气压传动 √ √ √
选修模块 1 √
选修模块 2 √
选修模块 3 √
选修模块 4 √
选修模块 5 √
选修模块 6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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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
工程实训 I √ √ √ √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 √ √ √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 √ √ √ √
生产实习 √ √ √ √ √
工程素养训练 √ √ √ √
毕业实习 √ √
毕业设计（论文） √ √ √ √ √ √ √ √

四、专业特色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教学内容主要是工业机械装备及机电产品的设计、制造、运行控制、生产过程的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

识，并在轻工机械、食品与包装机械方面有所侧重。以现代设计、制造技术为主线，培养的人才具有机、电等方面综合知识，受到

现代机械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具有能够进行机电产品设计、制造与生产管理的基本能力。

五、主干学科

力学、机械工程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大学物理、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微机原理及应用、电工与电子技术、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

械制造技术基础、液压与气压传动、工程材料、机械工程测试技术、工程训练、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

业）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

业）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29.5 18.5 14 20 28 48.5
要求学时 2112+31周 672 128 472 296 224 320 31周 576+31周
学分占比 100% 26.3% 5.0% 18.4% 11.5% 8.8% 12.5% 17.5% 30.3%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学分： 4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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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jor）

1 16 1 考查 B0110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 632 0 48 160 11 12.5 8 7.5 0 2.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

教育选修课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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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9.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Ⅰ(上)
(Advanced Mathematics I)

5 80 5 考试 B113101

高等数学Ⅰ(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II)

6 96 6 考试 B113102

线性代数(I)
(Linear Algebra)

3 48 3 考试 B113121

大学物理 I(上)
(College PhysicsⅠ)

4 64 4 考试 B113201

大学物理 I(下)
(College PhysicsII)

2 32 2 考试 B113202

大学物理实验Ⅰ

(Experiment of College
PhysicsI)

1.5 48 1.5 考查 B117201

工程化学（Engineering
Chemistry）

2 24 16 2 考试 B043024

机械制图(1)
(Mechanical Drawing I)

3.5 56 3.5 考试 B013001

机械制图(2)
(Mechanical Drawing II)

2.5 24 32 2.5 考试 B013002

小计 29.5 424 64 32 0 8.5 14.5 6.5 0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限选模块，*表示必须选修的课程）

最低要求学分：18.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Probability & Statistics I)

3 48 3 考试 B118123

电工与电子技术*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3 48 3 考试 B028401

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
（Experiments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1 32 1 考查 B028404

工程材料*
（Engineering Materials）

2 24 8 2 考试 B018333

微机原理及应用*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2.5 32 8 2.5 考试 B018101

材料力学*
（Material mechanics）

4 56 8 4 考试 B018007

数值分析*
（Numerical Analysis）

1.5 24 1.5 考试 B018123

机械创新设计与制作*
（Innovative Design and
Production for Machinery）

2 16 32 2 考查 B018006

轻工机械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Machinery of
Light Industry）

2 32 2 考查 B018118

小计 21 280 56 0 32 0 8 8.5 2 2.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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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理论力学

（Theoretical Mechanics）
3.5 56 3.5 考试 B014011

机械原理

（Mechanical Principle）
3.5 48 8 3.5 考试 B014012

机械设计

（Mechanical Design）
4 56 8 4 考试 B014013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3 40 8 3 考试 B014102

小计 14 200 24 3.5 3.5 7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一

（机械

制造）

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

（Metal cutting principle and
Tools）

1.5 16 16 1.5 考试 B015103
机械制造方向必

修
数控加工技术

（NC Machining） 2 24 16 2 考试 B015104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Measurement Technology
f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5 32 8 2.5 考试 B015105

方向一和方向二

必修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

（Elementary Technology of
Exchangeability
Measurement）

2 24 8 2 考试 B015106

液压与气压传动（Hydraulic
and Pneumatic
Transmission）

3 40 8 3 考试 B015107

小计 11 136 24 0 32 2 7 2

方向二

（机电

一体

化）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Mechatronics System
Design）

1.5 16 16 1.5 考试 B015108

机电方向必修
机电传动与控制

（Electromechanical Driving
Control）

2 24 16 2 考试 B015109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Measurement Technology
f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5 32 8 2.5 考试 B015105

方向一和方向二

必修

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基础

（Elementary Technology of
Exchangeability
Measurement）

2 24 8 2 考试 B015106

液压与气压传动

（Hydraulic and Pneumatic
Transmission）

3 40 8 3 考试 B015107

小计 11 136 24 0 32 0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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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机械 CAD/CAM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AD/CAM）

2 24 8 2 考查 B016113

选修模块 1：至少

选一门

特种加工技术

（Non-Traditional Machining
Technology）

2 24 8 2 考查 B016110

现代物流装备与技术

（Modern Logistics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2 24 8 2 考查 B016112

专业英语（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 24 16 2 考试 B016111

工业机器人技术

（Industry Robot
Technology）

2 24 16 2 考查 B016115

PLC原理与应用

（PLC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查 B026122

选修模块 2：至少

选一门

MATLAB编程与应用

（Progamme and application
of Matlab）

1.5 16 16 1.5 考查 B016134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interface
technology)

2 24 8 2 考查 B016121

控制工程基础

（Fundamental of Control
Engineering）

2 24 16 2 考查 B016118

工程热力学Ⅰ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I）

2 32 2 考查 B016525

选修模块 3：至少

选一门
流体力学

（Fluid Mechanics）
2 32 2 考查 B016426

传热学（Heat Transfer
Theory）

2 32 2 考查 B016419

食品与包装机械

（Machinery of Food and
Packaging）

1.5 16 16 1.5 考查 B016116

选修模块 4：至少

选一门

轻工装备及成套技术

（Complete Technology of
Process Equipment）

1.5 16 16 1.5 考查 B016425

3D打印技术（ Technology
of 3D Printing）

1.5 16 16 1.5 考查 B016332

机械工程学科前沿（Frontie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1.5 16 16 1.5 考查 B016001

三维实体建模(3D Moldeling) 1.5 16 16 1.5 考查 B016119

选修模块 5：至少

选一门

机械优化设计（Mechanical
Optimization Design）

1.5 16 16 1.5 考查 B016120

工业机器人故障诊断与维修

（Fault Diagnosis and
Maintenance of Industrial

1.5 16 8 1.5 考查 B0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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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
工业机器人编程及应用

（Programme and Application
of Industrial Robot）

1.5 16 8 1.5 考查 B016122

机械安全工程

（Machine Safety
Engineering）

1 16 1 考查 B016117

选修模块 6：至少

选一门
企业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6007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1 16 1 考查 B086008

小计 39.5 496 64 48 112 0 0 5 4 2 14 14.5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8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工程训练Ⅰ(Engineering Practice I) 4 4 3 1 考查
B017101
(B017104)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Course Project
of Mechanical Principle) 1 1 1 考查 B017001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Course Project
of Mechanical Designing) 2 2 2 考查 B017002

生产实习(Production Exercitation) 3 3 3 考查 B017103
工程素养训练(Engineering
accomplishment training) 2 2 2 考查 B017003

毕业实习(Graduation Exercitation) 4 4 4 考查 B017106
毕业设计(Project) 10 13 10 考查 B017107

小计 28 31 2 0 3 2 2 0 3 16

十、有关说明

工程训练Ⅰ第四学期一周的训练课程编码为 B017104
撰 写 人：方斌、张鹏、杜劲 教学院长：邱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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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工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2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与职业道德、沟通能力与协作精神；具备较强的终身学习能力和实

践能力，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开展工程研究的综合能力；具备创新性潜质和国际视野；具有扎实的工程基础知识和系统的专

业知识，能够在机械制造及轻工机械等地方支柱产业中，从事技术开发与服务、工程设计与实施、科学研究与应用、生产组织与管

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具体培养目标为：

1.能够利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解决机电产品和装备的设计与制造过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2.具有较强的终身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具备一定的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能够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识别和提出解决方案，能够使

用现代工具在机电产品和装备的设计与制造方面开展工作。

3.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和一定的国际视野。

4.在工程实践中能够自觉遵守职业道德，熟悉国家标准，具有社会责任感。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培养掌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相关领域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与专业知识，能够分析与解决机械工程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具有创新能力、团队精神、不断学习与适应专业技术发展的能力，具备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道德和人文科学素养，

具有从事机械产品设计、制造、技术开发、生产管理等工作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毕业生应达到以下要求：

1.工程知识：能够掌握本专业所需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形成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知识体系，并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机电产品和装备的设计与制造过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覆盖标准毕业要求 1）
2.问题分析：能够综合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和机械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识别、表达机械工程领域的问题，并通过文献研究

分析机电产品和装备的设计与制造方面的复杂工程问题，并获得有效结论。（覆盖标准毕业要求 2）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应用本专业的理论和方法，设计针对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机械系统、零

部件或生产工艺流程，在设计环节体现创新意识，并综合考虑环境与社会、安全与健康、法律与文化等多种因素。（覆盖标准毕业

要求 3）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机械工程领域复杂问题进行研究，能够制定和实施实验方案、分析实验结果和解释

实验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覆盖标准毕业要求 4）
5.使用现代工具：针对机电产品和装备的设计与制造中的复杂工程问题，选择和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

工具，进行表达、预测与模拟，能够在实践过程中理解相关方法及工具的局限性。（覆盖标准毕业要求 5）
6.工程与社会：能够利用机械工程领域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机械产品设计、制造和运用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

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覆盖标准毕业要求 6）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覆盖标准毕业要求 7）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能够在机械设计、制造等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履行责任。（覆盖标准毕业要求 8）
9.个人和团队：了解多学科技术背景和技术特点，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覆盖标

准毕业要求 9）
10.沟通：能够就复杂机械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回应指令

等，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具备在跨文化背景下就专业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能力。（覆盖标准毕业要求 10）
11.项目管理：能够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在多学科环境下，应用于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覆盖标准毕业要求

11）
12.终身学习：认识到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有不断学习的能力，能够适应机械工程相关领域技术的发展。（覆盖标准毕业

要求 12）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工程知

识

2.问题分

析

3.设计/
开发解

决方案

4.研究

5.使用

现代工

具

6.工程

与社会

7.环境

和可持

续发展

8.职业

规范

9.个人

和团队
10.沟通

11.项目

管理

12.终身学

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大学外语（英）I-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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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
程序设计基础 √
大学生职业规划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 √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
通识教育选修课 √ √
高等数学 I √ √
线性代数 I √
大学物理 I √ √
大学物理实验 I √
工程化学 √ √ √
机械制图 (1)-(2) √ √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
电工与电子技术 √ √
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 √
工程材料 √ √
微机原理及应用 √ √ √ √
材料力学 √ √
数值分析 √ √
机械创新设计与制作 √ √ √
理论力学 √ √
机械原理 √ √
机械设计 √ √ √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 √
数控加工技术 √ √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 √ √ √
液压与气压传动 √ √ √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 √ √ √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

础
√ √ √

机械安全工程\企业管

理\项目管理选修模块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
工程实训 I √ √ √ √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 √ √ √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 √ √ √ √
见习实习 √ √ √ √ √
生产实习 √ √ √ √ √
工程素养训练 √ √ √ √
毕业实习 √ √
毕业设计(论文) √ √ √ √ √ √ √ √
工程技能综合实践 I √ √

四、专业特色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教学内容主要是工业机械装备及机电产品的设计、制造、运行控制、生产过程的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

识，并在轻工机械、食品与包装机械方面有所侧重。以现代设计、制造技术为主线，培养的人才具有机、电等方面综合知识，受到

现代机械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具有能够进行机电产品设计、制造与生产管理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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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干学科

力学、机械工程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机械制图、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技术、液压与气压传动、工程材料、机械工程测试技术、理论力

学、材料力学、微机原理及应用、电工与电子技术、数控加工技术。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

业）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

业）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29.5 14 14.5 17 35 51.5
要求学时 2112+38周 840 128 520 256 240 320 38周 512+38周
学分占比 100% 26.3% 5.0% 18.4% 8.8% 9.0% 10.6% 21.9% 32.2%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学分： 4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4 64 4 考试 B1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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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English III）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jor）

1 16 1 考查 专业自定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0 0.0 48.0 160.0 11.0 12.5 8.0 7.5 0.0 2.5 0.5 0.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

修课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9.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Ⅰ(上)
(Advanced Mathematics I)

5 80 5 考试 B113101

高等数学Ⅰ(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II)

6 96 6 考试 B113102

线性代数(I)
(Linear Algebra)

3 48 3 考试 B113121

大学物理 I(上)
(College PhysicsⅠ)

4 64 4 考试 B113201

大学物理 I(下)
(College PhysicsII)

2 32 2 考试 B113202

大学物理实验Ⅰ

(Experiment of College
PhysicsI)

1.5 48 1.5 考查 B117201

工程化学（Engineering
Chemistry）

2 24 16 2 考试 B043024

机械制图(1)
(Mechanical Drawing I)

3.5 56 3.5 考试 B0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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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2)
(Mechanical Drawing II)

2.5 24 32 2.5 考试 B013002

小计 29.5 424 64 32 0 8.5 14.5 6.5 0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
(Probability & Statistics I)

3 48 3 考试 B118123
ZG：卓越计

划

电工与电子技术*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3 48 3 考试 B028401

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
（Experiments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1 32 1 考查 B028404

工程材料*
（Engineering Materials） 2 24 8 2 考试 B018702-ZG

微机原理及应用*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2.5 32 8 2.5 考试 B018701-ZG

数值分析*
（Numerical Analysis）

1.5 24 2 考试 B018123

轻工机械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Machinery of
Light Industry）

2 32 2 考试 B018704-ZG

专业英语（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 32 2 考试 B018703-ZG

小计 17 240 48 0 0 0 8 3 2 2.5 2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4.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理论力学

（Theoretical Mechanics） 3.5 56 3.5 考试 B014714-ZG

机械原理

（Mechanical Principle）
3.5 48 8 3.5 考试 B014715-ZG

机械设计

（Mechanical Design）
4 56 8 4 考试 B014716-ZG

材料力学

（Material mechanics） 4 56 8 4 考试 B014717-ZG

小计 15 216 24 3.5 7.5 4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一

（机械

制造及

其自动

化方

向）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3 40 16 3 考试 B015720-ZG 校企合作

数控加工技术*（NC
Machining） 3 32 32 3 考试 B015721-ZG 校企合作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Measurement Technology
f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5 32 8 2.5 考试 B015722-ZG

企业生产案例分析(Analysis 1 16 1 考查 B015723-ZG 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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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chinery Production)
机械创新设计与制作*
（Innovative Design and
Production for Machinery）

2 16 32 2 考查 B015724-ZG 校企合作

液压与气压传动*
（Hydraulic and Pneumatic
Transmission）

3 40 8 3 考试 B015725-ZG 校企合作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Mechatronics System
Design）

2 24 16 2 考试 B015726-ZG 校企合作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
（Elementary Technology of
Exchangeability
Measurement）

2 24 8 2 考试 B015727-ZG

小计 18.5 224 24 0 96 5 10.5 1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机械 CAD/CAM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AD/CAM）

2 24 8 2 考查 B016113

特种加工技术

（Non-Traditional Machining
Technology）

2 24 8 2 考查 B016727-ZG 校企合作

现代物流装备与技术

（Modern Logistics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2 24 8 2 考查 B016112 校企合作

机电传动与控制

（Electromechanical Driving
Control）

2 24 16 2 考查 B016135

工业机器人技术

（Industry Robot
Technology）

2 24 16 2 考查 B016729-ZG 校企合作

PLC原理与应用

（PLC Principle &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查 B026122

数值分析

（Numerical Analysis） 2 24 16 2 考查 B016133

MATLAB编程与应用

（Progamme and application of
Matlab）

1.5 16 16 1.5 考查 B016134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Found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icrocontroller)

2 24 8 2 考查 B016121

控制工程基础

（Fundamental of Control
Engineering）

2 32 2 考查 B016118

工程热力学Ⅰ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I）

2 32 2 考查 B016525

至少选一门
流体力学（ Fluid echanics） 2 32 2 考查 B016426
传热学（Heat Transfer
Theory） 2 32 2 考查 B016419

食品与包装机械

（Machinery of Food and
Packaging）

1.5 16 16 1.5 考查 B016730-ZG

轻工装备及成套技术

（Complete Technology of
Process Equipment）

1.5 16 16 1.5 考查 B016731-ZG 校企合作

3D打印技术（ Technology of 1.5 16 16 1.5 考查 B016732-ZG 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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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Printing）
机械工程学科前沿（Frontie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1.5 16 16 1.5 考查 B016001

三维实体建模(3D Moldeling) 1.5 16 16 1.5 考查 B016119
机械优化设计（Mechanical
Optimization Design） 1.5 16 16 1.5 考查 B016120

机械安全工程

（Machine Safety
Engineering）

1 16 1 考查 B016117

至少选一门
企业管理(Business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6007

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1 16 1 考查 B086008
小计 38.5 496 48 48 112 0 0 5 6 2 14 11.5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33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eer Activities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工程训练Ⅰ(Engineering Practice I) 4 4 3 1 考查 B017101(B017104)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Course Project
of Mechanical Principle)

1 1 1 考查 B017001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Course Project
of Mechanical Designing)

2 2 2 考查 B017002

见习实习(Internship and Practice) 2 2 2 考查 B017108-ZG
生产实习(Production Exercitation) 6 6 6 考查 B017109-ZG
毕业实习(Graduation Exercitation) 6 4 6 考查 B017106
毕业设计(Project) 10 13 10 考查 B017107

小计 33 31 2 0 3 2 2 0 3 16
9.暑假小学期

最低要求学分：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夏 夏 夏 夏

必修
工程技能综合实践 I(Engineering
Skills Comprehensive Training I)

2 2 2 考查 B017736

选修
工程技能综合实践 II(Engineering
Skills Comprehensive Training II)

2 2 2 考查 B017737

10.有关说明

工程训练Ⅰ第四学期一周的训练课程编码为 B017104。

*表示选修课中的限选课。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机械工程）

（ Introduction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discipline
(mechanical

本课程是一门“导论类”课程，也是一门专业基础课，是 机械

类专业学生认识机械工程学科、 培养工程素质的必修课。本

课程以高等学校机械工程类学生的专业素质教育需要为目

的，面 向新生，系统介绍机械工程的相关基础知识、应用及

最新前沿进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专业， 提高专业兴趣，促

进学生主动学习。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机械工程概述、现代

本课程作为一门面向新生开设的“导论类”专业

基础课，主要是为后续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打基础，安排在第一学期进行。 本课程的主要

任务是以机械类学生的专业素质教育需要为目

的，面向新生，系统介绍机械工程的相关基础

知识、应用及最新前沿进展，引导学生正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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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设计技术、先进制造工艺技术、先进制造自动化 技术、机械

工程技术的新发展、学科专业概述与培养体系等六大部分。

不

识专业，明确专业定位与培养目标，提高专业

兴趣，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机械制图(Mechanical
Drawing )

本课程是一门既有系统理论又有较强实践性的技术基础课。

本课程主要研究绘制和阅读 工程图样的原理和方法，其内容

结构分为四部分：画法几何、制图基础、专业制图与计算机

绘图，授课主要是以课堂教学为主，可采用先进的多媒体教

学手段来提高教学效果。投影理 论部分主要讲基本体的投影

及立体表面的交线，制图基础部分主要讲组合体画法标注读

图， 专业制图部分主要讲零件图视图选择工艺及技术要求，

计算机绘图主要讲 AutoCAD 基本绘 图方法及 PRO/E三维造

型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用正投影法图示空

间几何形 体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空间想象

力和空间构思能力；学会用正投影法绘制 和阅读一般零件图

和中等复杂程度的装配图；掌握用计算机软件将工程图样电

子化的能力。 本课程理论严谨，实践性强，与工程实践有密

切的联系，对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思维方法，增 强工程意识和

锻炼独立工作能力有重要作用，是普通高等院校工科机械类

相关专业必修的技术基础课程

学生绘图及读图能力在本课程中会打下一定的

基础，但是还需要在后继课的生产实习、 课程

设计及毕业设计等环节中继续培养和提高，并

使所绘制的图样逐步达到生产要求。 对于标准

间与常用件、公差与配合、工艺结构能等内

容，本课程只介绍其一般知识及表 达方法，有

关这些项目的其它内容应在“机械设计”、“公差

配合与技术测量”及“制造工艺等课 程中继续学

习。 在学习本课程的机械制图部分之前，应组

织学生参观机械加工厂，使学生对机械加工工

艺，图样内容与要求有初步认识。

理论力学（Theoretical
Mechanics）

理论力学是工科大学生的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它既是各

门后续力学课程的理论基础，又是一门具有完整体系并继续

发展着的独立的学科，在机械、土木建筑、航空航天等许多

工程技术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内容分

为三部分： 静力学、运动学、动力学。静力学研究物体在力

系作用下的平衡条件，主要包括物体的受力分析、力系的等

效替换（或简化）、各种力系的平 衡条件及应用；运动学研

究物体运动的几何性质，主要包括点的运动学、刚体的简单

运动、 点的合成运动、刚体的平面运动；动力学研究物体的

机械运动与作用力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质点动力学基本方

程、动量定理、动量矩定理、动能定理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要求学生掌握质点、质点系和刚体机械运动（包括平

衡）的基本规律和研究方法，为后续相关课程的学习奠定理

论基础，并为将来学习和掌握新的科学技术创 造条件；初步

学会应用理论力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一些简单的工程

实际问题；培养用 力学分析的方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本课程用到较多的

高等数学方法的概念、公式，以及利用高 等数

学知识进行具体的求解计算。本课程的后续课

程是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是 学习

这些课程必要基础。为后续课程提供力系简

化、静力计算、合成运动、刚体平面运动速 度

分析、动能定理等知识基础。

材料力学（Material
mechanics）

材料力学课程是一门用以培养学生在机械设计中有关力学方

面设计计算能力的技术基础 课，本课程主要研究工程结构中

构件的承载能力问题。通过材料力学的学习，能够对构件的

强度、刚度和稳定性问题具有明确的基本概念，必要的基础

知识，比较熟练的计算能力，一定的分析能力和初步的实践

能力。 材料力学课程是高等工科院校中机械类专业一门主干

课程，是 机械类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

教学过程中要综合运用先修课程中所学到的有关知识与技

能，结合各种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机械工程技术人员所需的

基本训练，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有关专业课程 和有目的从事机

械设计工作打下基础。因此材料力学课程在机械类专业的教

学计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和理论力学，本课程

用到较多的高等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理

论力学的静力学和动力学的概念、公式。本课

程的后续课程是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本课程

为后续课程提供了部分理论基础及基本公式。

机械原理（Mechanical
Principle）

机械原理是研究机械基础理论的一门科学，是机械类各专业

的一门主干技术基础课程。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机构

学和机器动力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会各

种常用基本机构的分析和综合方法，并具有按照机械的使用

要求进行机械传动系统方案设计 的初步能力。本课程为学生

学习相关技术基础和专业课程起到承前起后的作用，而且为

今后 从事机械设计和研究工作起到增强适应能力和开发创新

能力的作用。 本课程要用到物理、数学、力学、机械制图和

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等先修课，尤其 是理论力学的知

识，但比理论力学更贴合工程实际，使学生学会如何应用所

学的知识解决工程实际中所遇到的问题。本课不同于理论课

程，也不同于专业课，既具有一定的理论系统性 及逻辑性，

本课程是由基础理论课向专业课过渡的重要的

专业基础必修课程，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理论

力学为本课程提供的基础理论有：速度瞬心、

相对运动原理、刚体平面运动基点法、动 能定

理、自由度等。后续课程为机械设计及各相关

专业课程，本课程为其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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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性。本课程着重研究一般机械的共性

问题，即机构的结构分析和综合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机械设计

（Mechanical
Design）

《机械设计》课程是高等工科学校机械类本科专业的一门专

业基础课，是学习专业课程 和从事机械产品设计的必备基础

课程。本课程以机械系统设计为主线，打破传统机械原理课

程和机械设计课程的界限，从认知规律出发进行教学内容和

实践环节的整合与提高，达到基 本机械设计知识的完备，突

出创新设计和现代机械系统总体方案设计的训练。课程主要

教学 内容有：(1) 机械设计总论；(2) 常用机构及其传动设

计；(3)通用零部件设计；(4)机械系统设计。

该课程要求学生已熟练掌握高等数学、画法几

何与机械制图、材料力学等课程的知识， 以及

一种计算机三维设计软件（ Solid Works 或

Pro/Engineer）。在培养高级机械工程人才的 全

局中，本课程不仅为学生学习相关技术基础课

程和专业课程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为 今

后从事机械设计和研究工作起到增强设计实践

能力和开发创新能力的作用。

机械创新设计与制作

（Innovative Design
and Production for
Machinery）

《机械创新设计与制作》课程是为了培养应用型、创新型的

机械类本科专业的学生设置 的一门介绍机械创新设计的基本

知识和方法，力求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新型

课程，是将专业理论课程和机械产品创新设计相结合的综合

性课程。本课程以机械创新设计 为主线，密切结合工程实

际，通过大量的机械创新设计实例分析，将设计过程和创新

思维有 机结合，突出创新设计和现代机械系统总体方案设计

的训练，通过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工程应 用能力的培养，提高

学生创新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课程主要教学内容

有：(1)创新 思维与技法；(2)机械系统方案与创新设计；(3)
创新实例与分析。

该课程要求学生已熟练掌握高等数学、画法几

何与机械制图、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

计等课程的知识，以及一种计算机三维设计软

件（Solid Works 或 Pro/Engineer）。在培 养应

用型机械工程人才的全局中，本课程为学生今

后从事机械设计和研究工作起到增强设计 实践

能力和开发创新能力的作用。

工程材料

（Engineering
Materials）

本课程主要介绍有关工程材料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常 用

工程材料成分－加工工艺－ 组织－性能－应用间关系的一般

规律；常用工程材料的性能和应用；使学生具有根据机械零

件的服役条件和失效形式、合理选用工程材料的初步能力。

本课程应安排在金属工艺学课程之后进行，即

学生应具有材料的机械性能和金属加工工 艺方

面的基本知识，为后续课程和毕业设计等打好

选择材料和使用材料的基础。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本课程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内

容包括科技英语基本知识、词汇的翻译问题及某些语法现象

的译法、英文摘要的撰写规范；先进工程材料；金属切削、

磨削、车削、钻削及铣削；极限和公差；非传统加工方法及

先进制造技术。

通过学习《专业英语》，学生将掌握本专业领域使用频率较

高的专业词汇和表达方法，进而掌握一些快速、精确阅读理

解专业文献的方法，理解传统的机械设计制造和先进设计制

造技术思想和实现方法，提高国际交流能力并了解国际机械

设计制造领域的最新前沿动态。

先修课课程有大学英语、机械工程材料、机械

制造技术基础、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机械原

理、机械设计、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机械

CAD/CAM、3D打印技术等。

微机原理及应用

（Microcomputer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微机原理及应用》是计算机及非计算机专业的一门重要专

业 课 程 ，该 课 程 主 要 讲述 的 是 计 算 机基 本 知 识 、

8086/8086CPU的内部结构、汇编指令、汇编语言、存储器、

常用接口芯片及其应用等。本课程是机械学院机械类各专业

的平台课程，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有关微型

计算机硬件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掌握汇编语言的指令及

编程应用，培养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编程能力。

本课 程授课对象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

业大三本科生，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微型计算机

的工 作原理、指令系统、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存储器组织及管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

应能够掌握微计算机硬件基础知识、微型计算

机基本工作原理。 掌握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方

法，为以后应用、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是机械专业的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基

础课，它包括了机械制造技 术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

技能。为适应新世纪科技、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日趋激

烈的竞争，以及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形势和宽口径机械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及建立新的课程体系 的需求，在重基础、少学

时、低重心、新知识、宽面向的改革思路指导下，以工艺为

主线， 通过对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金属切削机床、机床夹

具设计和机械制造工艺学等课程的基本 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整

合，形成了现在的《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其主要内容

包括：切削 过程及控制，机床、刀具、夹具等工艺装备，机

械加工质量分析与控制，工艺规程设计，以 及电子束与离子

束加工、电火花加工、电解加工、激光加工、超声波加工等

特种加工方法和 以快速成形、微细制造、超精密加工、柔性

制造、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技术。

本课程需要先通过金工实习使学生获得一定的

感性认识、了 解 一 些 加工方法和相关加工设

备，并通过学习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使学生

具备一定的看图能力，机械设计使学生掌握一

定的传动理论知识。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机械加 工中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

并通过相关实践环节（实验和课程设计等）的

训练， 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机械制造中实际问

题的基本能力，为学生在制造技术方面奠定基

本的知 识和技能基础，同时为后续课程学习和

毕业设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

础（Elementary
Technology of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的专业基础课。该课程将互换性生产的标准化领域与计量学

领域的有关知识结合在一起，涉及机械电子产品的设计、制

学生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应有识图和制图能

力，懂得机械的一般机构原理，掌握机械 制造

的初步基础知识。因此，必须将本课程安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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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ability
Measurement）

造、质量控制和生产组织管理等诸多方面，主要讲授机械设

计和制造中有关精度设计问题的 处理原则与应用，主要内容

包括互换性、标准化和几何量测量的基本概念、公差与配合

的国 家标准内容及选用的原则和方法、正确表达图样中与加

工精度有关的技术要求、几何量参数 测量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等，为合理制定工艺规程打下基础

《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 、《机械原理》等 课

程之后。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掌握零件精度设

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在结构设计中合理应

用 公差标准打下基础，为后续的机械零部件设

计专业课学习和毕业设计的顺利完成奠定基

液压与气压传动

（Hydraulic and
Pneumatic

Transmission）

本课程是研究和应用流体传递能量的一门工程技术，是 机械

类专业的主要技术基础课程。 本课程主要介绍液压传动的基

本原理，液压流体力学的基本概念和运动方程，小孔流动和

缝 隙流动规律，液压泵的分类、工作原理、参数和典型结

构，液压缸的分类、工作原理、参数 和典型结构，各种液压

阀的结构原理、性能特点及其应用，液压传动辅助装置，各

种速度控 制回路、压力控制回路和方向控制回路，典型液压

系统分析，液压系统的设计，气动元件、 气动基本回路和气

动系统实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较好的掌握液压流体

力学的基本理 论；具有元件结构、工作原理等方面的知识，

能合理选择元件；培养学生初步掌握各个基本 回路方面的知

识，使学生具有一定分析和设计液压系统的能力；具有一定

的液压实验技能

本课程应在学习过《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基

础》等专业基础知识后，进行学习才能更好 地

理解和掌握本课程知识。

机械工程测试技术

（Measurement
Technology f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测试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手段，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方法。

在工程技术领域中，工程研究、产品开发、生产监督、质量

控制和性能试验等都离不开测试技术。本课程的内容主要包

括：信号的分类，周期信号非周期信号频域的描述方法，随

机信号的分析和处理，测试系统 的动态特性和静态特性的描

述，实现系统不失真测试的条件，常用传感器的原理及其应

用， 电桥的工作原理，信号的调制与解调的原理，信号的滤

波，位移传感器测量的应用实例。通 过学习测试技术的基础

知识、常用测量装置的工作原理，使学生掌握常见机械工程

参数测量 技术，及常见测试系统的组成与简单设计；为后续

专业课程学习及将来实际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

工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通过学习高等 数

学、大学物理、电工学等课程，使学生掌握数

学、物理、电路的基本理论知识，具备电子 学

实验的操作技能。 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实

验，使学生掌握测试技术的基本理论，掌握测

量 信号的基本分析和处理方法、传感器测量原

理，培养学生进行机械工程量测试的基本技能

及用试验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

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和解决机械工程中的测

试问题打下基础。

企业生产案例分析

(Analysis of Machinery
Production)

本课程作为一门专业选修课，主要实现零件从几何设计、工

艺设计、加工装备选择和零件加工及其测量实践过程，使学

生把学到的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技术基础、互换性与测量技

术基础等课程知识以零件加工为主线串联起来并能用于解决

工程实际问题。

本课程是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技术基础、互换

性与测量技术基础等课程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应

用，对于学生毕业后从事产品开发和生产打下

基础。

数控加工技术（NC
Machining）

数控加工技术是指在数控机床上进行零件加工的一种工艺技

术，用数字信息控制零件和 刀具位移的实现零件机械加工的

方法。它是解决零件品种多变、批量小、形状复杂、精度高

等问题和实现高效化和自动化加工的有效途径。本 课 程 主

要讲授数控机床分类及其工作原理， 数控程序编制和运行，

数控机床的主要结构及其工作原理。

数控加工是数字控制技术与机械制造相结合的

一门新学科，其先导课程有机械设计、机械制

造技术基础。通过学习，培养学生们具有较强

的 数控编程能力和操作使用技巧，为今后工作

及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Mechatronics System
Design）

本课程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专业出口核心

课。机电一体化技术是一门 新兴的综合学科，是将机械和电

子有机融为一体的技术，涉及的技术范围很广。本课程从机

电一体化的角度对各相关技术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基本原来

与应用方法，做简明论述。

本课程以机械设计、微机原理及应用、电工与

电子技术、测试技术等为基础课程， 在学完大

部分技术基础课后开课。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

以及与相关的机械、电子、计算机课程的配

合，要求学生能了解发展机电一体化的原则、

机电一体化的共性关键技术，为机电一体化系

统（产品）的总体设计，打下初步基础。

机电传动与控制

（Electromechanical
Driving Control）

机电传动控制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专业选修

课。机电传动控制课程从工程 应用的角度，着重机电传动控

制系统的基本原理、构成以及基本控制电路的分析方法与设

计 方法，目的在于培养能够更好适应社会现代化建设需求、

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 质高、具有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机电复合型”人才。

本课程的先修课有微机原理及应用、电工及电

子技术、控制工程基础。通过本课程学习，学

生应掌握机电传动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和基本

控制电路的分析方法与设计方法。

机械 CAD/CAM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AD/CAM）

机械 CAD/CAM 是面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开设的

选修课程，本课程教学内容 主要涉及 CAD/CAM 支撑技术、

设计/制造数据的处理技术、CAD/CAM 建模技术、计算机辅

助工艺过程设计、计算机辅助数控加工编程、CAD/CAM 的

集成技术，内容涉及面广。本课 程采用现代教育技术，结合

本课程的先修课有大学英语、机械工程材料、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机

械原理、 机械设计、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应掌握本专业领域使用

频率较高的专业词汇和表达方法，进 而掌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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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教学，力求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 使学生了解图形的数据结构，掌握图形变换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掌握复杂曲线、曲面数学模 型的建立方法；掌握三

维几何体造型的方法，了解 CAPP、CAE 的概念，掌握数控

编程方法； 了解 PDM 的基本概念。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编程、上机调 试，培养学生计

算机辅助机械设计能力和必要的 CAM基本技能。

些快速、精确阅读理解专业文献的方法，理解

传统的机械设计制造和先进设计制造 技术思想

和实现方法，提高国际交流能力并了解国际机

械设计制造领域的最新前沿动态。

轻工机械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Machinery of Light
Industry）

轻工机械是指用于生产生活消费品的机械装备，由于轻工行

业产品种类繁多，因此轻工 业机械类型复杂多样。本课程重

点介绍造纸、食品、包装等专用机械设备，并对轻工机械领

域的发展趋势及研究、设计、制造、维修、检测、控制、使

用等方面的新设备、新技术、新 成果进行介绍，为学生将来

从事轻工机械产品研发、工艺设计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

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在已掌握机械原

理、机械设计等相关课程基础上，了解和掌握

未来机械的发展趋势及典型轻工机械的工作原

理、特点等方面的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为学生今后从事轻工机械的科研和技术开发等

工作打好基础。

食品与包装机械

（Machinery of Food
and Packaging）

食品与包装机械是能完成全部或部分产品的食品加工或包装

过程的机械，使用机械生产食品和包装产品可提高生产率,减
轻劳动强度,适应大规模生产的需要。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食

品输送机械与设备、清洗和原料预处理机械与设备、分选机

械与设备、研磨和粉碎机械与设 备等，通过该课程，学生能

够掌握在现代食品加工过程中所使用的机械设备的功能、原

理和操作。

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在已掌握机械原

理、机械设计等相关课程基础上，了解和掌握

未来食品与包装机械的发展趋势及典型轻工机

械的工作原理、特点等方面的内容。通过本 课

程的学习，为学生今后从事轻工机械的科研和

技术开发等工作打好基础。

工业机器人技术

（Industry Robot
Technology）

《工业机器人技术》 是一门培养学生具有机器人设计和使用

方面基础知识的专业选修课， 它涉及计算机、传感器、人工

智能、电子技术和机械工程等多学科的内容。机器人是典型

的 机电一体化装置，它不是机械、电子的简单组合，而是机

械、电子、控制、检测、通信和计 算机的有机融合，通过这

门课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工业机器人基本概念、机器人运

动学理 论、工业机器人机械系统设计、工业机器人控制等方

面的知识，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 理论和专业知识进行

创新设计的能力。

本课程以线性代数、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电

工与电子技术等为基础课程，在学完大部 分技

术基础课后开课，可与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微机原理、机械工程测试技术等并行进行。通

过课程学习，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

能力，使得学生 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生产

过程需要的工业机器人实际应用技术，为今后

从事工业机器人 使用和相关研究工作打好基

础。

特种加工技术

（Non-Traditional
Machining

Technology）

本课程面向高等院校机械类专业教学，主要内容包括电火花

加工、电火花线切割加工、 电化学加工、激光加工、电子束

和离子束加工、超声加工、快速成形以及化学加工、磨料流

加工和特殊、复杂、典型难加工零件等特种加工方法的基本

原理、基本设备、基本工艺规律、主要特点和适用范围。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机械制图、机械制造技术

基础、工程训练， 要求学生在掌握传统加工方

法的基础上，掌握现代加工中的特种加工方

法，实现难加工材料、 复杂表面和特殊要求零

件的加工。

现代物流装备与技术

（Modern Logistics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现代物流系统是集物流、信息流和价值流合一的离散、随机

和并发的复杂系统，其功能 实现需要物流技术、信息技术和

管理科学的支持，并总处于一个不断完善和不断优化的过程

之中。本课程根据系统集成和系统优化的观点，从现代仓储

功能的实现出发，围绕仓库内部 物流，重点介绍了货物的集

装单元化技术、仓储搬运、物料输送、分拣、系统控制和信

息管 理等仓储物流技术、系统构成及密集化存储的基本原理

与方法。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电

工学和电子技术等，这些课程为本课程提 供了

机电方面的学科基础知识。对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专业来说，本课程相当于高年级 学生

的产品设计类课程，有助于学生在毕业前选择

自己的专业方向和毕业设计选题。

控制工程基础

（Fundamental of
Control Engineering）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控制系统的动态数学模型、时域瞬态响

应分析、控制系统的频率特 性、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分析、控

制系统的误差分析和计算。本课程着重基本概念的建立和解

决机电控制问题的基本方法的阐明。

控制工程基础的先修课程为线性代数、高等数

学等课程。本课程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专业的学习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

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学科基础选修课，使 学生

首次学习控制和控制系统的概念，系统地学习

控制理论的经典方法。它既是前期基础课 向专

业课的转折，又是后续专业课的一个重要基础

课。 本课程的任务在 于使学生掌握经典控制理

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使学生

在牢固掌握控制理论 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具备

对简单系统进行定性分析、定量估算和动态仿

真的能力，为专业课学习打下必要的基础。

数值分析

（Numerical
Analysis）

数值分析主要研究计算机解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介绍数值

分析研究中的一些较新的成 果。数值分析一直以来都是计算

科学很重要的课程。包含解线性代数方程组的直接法、解线

性代数方程组的迭代法、解非线性方程的迭代法、矩阵特征

值与特征向量的计算、代数插值、 函数逼近、数值积分与数

本课程先修课程有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机械

原理等。 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用

数 值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算法原理及理论

分析，提高学生应用数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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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微分、常微分方程初值问题的数值解法等基本内容。通过

教学使 学生掌握各种常用数值算法的构造原理，提高算法设

计能力，为能在计算机上解决科学计算 问题打好基础。数值

分析课程已经成为计算机应用、应用数学、工科各专业的基

础课程。

MATLAB编程与应用

（Progamme and
application of Matlab）

MATLAB 是美国Mathworks推出的一种优秀数学软件，也是

世界三大数学软件之一，广泛应用于数值计算、信息处理、

二维、三维图形绘制，图像处理，系统控制与信号处理、可

视化建模仿真等领域，功能强大,是进行科学计算的常用工

具。

本课程在大学二年级开课，是以高等数学、计

算机文化基础、程序设计基础等为基础课 程，

结合学习线性代数、理论力学等基础课程的推

进，使学生及时利用本课程介绍的方法和 工

具，锻炼从专业问题中抽象出数学模型进而运

用 MATLAB 语言去求解的思维方法，并为 后

续的利用专业知识去解决控制工程、数值分析

等工程问题的能力。

机械工程学科前沿

（Frontie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学科前沿》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

门选修课，主要讲授机械工 程学科前沿发展，包括机械设

计、机械制造、机械电子工程等方面的新理论、新方法、新

技术和在机械工程方面的新应用。

本课程需要先通过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技术等

课程学习使学生获得一定的感性认识、理论 知

识，了解传统设计方法和加工方法及其相关加

工设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机械工

程学科内涵、现状和发展趋势，熟悉机械工程

学科中先进设计理论和方法、现代制造技术和

工艺，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机械工程学科中工

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维实体建模

（3D Moldeling）

Solidworks等三位设计软件已成为企业最普及的 3D
CAD/CAM软件，广泛应用于机械、模具、工业设计、汽

车、航天、家电等行业，集实体造型、曲面造型、工程制

图、生成及数控加工与一体。本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基础选修

课，主要解决基于特征的 3D实体建模、生成工程图的理论

与方法，培养学生熟练掌握 Solidworks的基本知识、使用技

能和 3D造型的理论与方法。

本课程是机械制图及 AutoCAD计算机绘图课程

的延伸，课程的开设为巩固制图课的学习以及

经的专业课学习奠定良好的设计、绘图基础。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

术

（Found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icrocontroller）

单片机是现代电子智能仪器仪表及智能系统的主要组成部

分，本课程使学生掌握一种实现电子产品智能化控制的基本

手段，其任务是了解单片机技术的特点、现状和未来发展趋

势；理解单片机的工作原理；熟悉单片机芯片的基本功能和

典型应用实例；能正确操作、使用单片机开发系统；初步剧

本单片机应用系统的硬件及软件设计、调试、检测、维修的

能力。为以后学习有关专业课程及进行电子电路设计打下坚

实的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有电工与电子技术、微机原理

及应用等。

流体力学（ Fluid
Mechanics）

研究流体（液体和气体）的力学运动规律及其应用的学科。

主要研究在各种力的作用下， 流体本身的静止状态和运动状

态，以及流体和固体壁面、流体和流体间、流体与其他运动

形 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流动的规律。流体力学是力学的一个

重要分支，而工程流体力学（应用 流体力学）侧重在生产生

活上的实际应用，趋向于解决工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应当学习和掌握高等数

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工程力学等先期课 程

的基础知识。本课程培养学生具有对简单流体

力学问题的分析和求解能力， 掌握一定的实验

技能，为今后学习专业课程，从事相关的工程

技术和科学研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传热学（Heat Transfer
Theory）

传热学是研究热量传递过程规律的一门科学，通过学习传热

学，学生将掌握传热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计算方

法，培养和建立学生的工程观点和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工程实

际问题的初步能力，并为学习后续的专业课程提供必要的理

论基础支撑。

本课程先修课程有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和《流

体力学》；通过学习传热学，学生将掌握传热

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计算方法，培

养和建立学生的工程观点和理论联系实际解决

工程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并为学习后续的专

业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支撑。

3D打印技术

（ Technology of 3D
Printing）

3D打印（3D Printing)作为快速成型技术的一种，它是一种以

三维数字模型（STL格式 文件）为基础，应用粉末状金属、

非金属等可粘合材料，通过分层打印、逐层累加的方式来 实

现物体制造的技术。本课程从 3D 打印技术的起源与发展、

3D 打印技术的工艺过程（以选 择性激光烧结工艺为例）、

3D打印在发动机研发过程中的应用以及 3D打印技术的总结

与发展方向等四个方面开展教学。自 2013年我校发动机材料

工程实验室成立以来，我们不断推进 这方面的教师队伍建设

和人才培养，培育教学科研并重的创新型教学团队，同时加

强企业与 科研院校结合，努力做到科研成果的实用性转化，

为课程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需要先通过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技术等

课程学习使学生获得一定的感性认识、理论知

识；通过课程讲授、讨论和课后作业等环节，

使学生全面了解 3D 打印技术的 现状、类型和

基本原理，特别是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的基本

知识和工艺过程，培养学生对先 进科学技术的

兴趣和爱好，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同时也为 3D打印技术在

专业中的应用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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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装备及成套技术

（Complete
Technology of Process

Equipment）

轻工装备成套技术涉及新产品生产工艺开发和项目可行性研

究、工艺设计、经济性评价 和环境评价、机器和设备的选

型、重要工艺参数的自动控制方案选择与设计、管道设计、

绝 热与防腐蚀设计、装置的安装及检验、装置的试车等与过

程装置设计、建设全过程有关的各种工程知识。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工程材料、机械设计、控

制理论等课程的基础知识。通过本课程的 学

习，学生掌握过程生产的装备成套技术基础知

识，为今后学生在学习、工作中更好地理解 生

产过程和参与生产管理奠定基础。

机械优化设计

（Mechanical
Optimization Design）

优化设计是将最优化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结合、应用于设计领

域而产生的一种现代设计方法。利用优化设计方法可以从众

多的设计方案中寻找最佳方案，加快设计过程，缩短设计周

期，从而大大提高设计效率和质量。学生应该掌握优化设计

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熟悉建立最优化问题数学模型的基本过

程，初步具备对工程中的优化设计问题进行建模、编程和计

算的应用能力，为以后从事有关的工程技术工作和科学研究

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本门课程通过授课、计算机编程等教学环节，

使学生了解优化设计的基本思想，优化设

计在机械中的作用及其发展概况。初步掌握建

立数学模型的方法，掌握优化方法和使用

MA TLAB 优化工具箱能力。 并具备一定的将

机械工程问题转化为最优化问题并求解的应用

能力。

机械安全工程

（Machine Safety
Engineering）

该课程是一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选修课，通过

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机械安全防护的基本原理、机械

安全基础标准和通用标准，机械安全系统的认识方法，管理

方法，掌握由机械产生的危险因素和机械危险的主要伤害形

式和机理，机械安全的风险评价原则，为设计机械和使用机

械设备掌握必要的知识和能力，从而使学生能对机械安全工

程问题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本课程以工程力学、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基础

等为基础课程，在学完大部分技术基础课后开

课，通过学习机械制造基础、工程力学课程，

结合工程训练实践使学生掌握由机械产生的危

险因素和机械危险的主要伤害形式和机理，具

备对机械安全工程问题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

知识和能力。

工业机器人技术

（Industry Robot
Technology）

本课程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

本课程介绍了机器人设计、控制、编程和使用的理论基础和

技术要点，包括工业机器人的一般概论，机器人运动学，静

力/动力学分析，工业机器人机械系统设计，工业机器人的控

制和应用等内容。其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工业机器人的基本结

构，了解和掌握工业机器人的基本知识，使学生对机器人及

其控制系统有一个完整的理解。通过课程学习，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使得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

握生产过程需要的工业机器人实际应用技术，为今后从事工

业机器人使用和相关研究工作打好基础。

本课程以线性代数、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电

工与电子技术等为基础课程，在学完大部分技

术基础课后开课，可与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

微机原理、机械工程测试技术等并行进行。

十一、有关说明

学生在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利用假期进行企业实践，第四学年到企业进行半年的实践。工程训练Ⅰ第四学期一周的训练课程编码为

B017104。
*表示该课程为限选课。

撰 写 人：方斌 教学院长：邱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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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机械工程 专业代码：080201 授予学位：学士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中德两国现代化工业迅速发展需要的，尤其是德国在华投资企业、公司所需的，既具有扎实的德语和数理基础，又系

统地掌握机械装备及机电产品从设计、制造、运行控制到生产过程的企业管理的综合技术高级应用型人才。学生在校期间能获得机械

工程师知识和技能的基本训练，既学习德语又能掌握机械专业技术,毕业后能从事机械设备及其自动化系统的设计、开发、维护、管

理,以及引进项目的研究等工作。

二、培养规格
1、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较好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基础及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较系统地掌握本专业领域宽广的技术理论基础知识；

3、具有本专业必需的制图、计算、实验、测试、文献检索和基本工艺操作等基本技能；

4、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及组织管理能力；

5、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创新意识。

三、专业特色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是研究各种工业机械装备及机电产品从设计、制造、运行控制到生产过程的企业管理的综合技术学科。

以先进制造技术为主线，培养的人才具有机、电、计算机等多方面综合知识，受到现代机械工程师的基本训练，能够进行机电产品设

计、设备控制及生产组织管理的基本能力。

四、支撑学科
力学、机械工程

五、专业主干课程
德语、高等数学、机械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电工学、电子技术、应用程序设计、

微机原理及应用、机械制造技术、测量技术、控制技术、材料学。

六、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修课 通识教育选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必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26 0 43 45 18 28

七、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学分 2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体育Ⅰ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2 24 16 2 B03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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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设计基础 2 24 16 2 B031004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2 32 2 考查 B081003

小计 26.0 384.0 32 160

理工类：42或 43； 文科类：39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0
注：第四学年未获赴德学习资格学生，可在第四学年进行选修，无最低学分要求。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43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课外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Ⅰ(上)(数学 I） 5 80 5 考试 B113101
高等数学Ⅰ(下)(数学 II） 6 96 6 考试 B113102
线性代数(I)(数学 I） 3 48 3 考试 B113121
大学物理 I(上)(中德） 4 64 4 考试 B113201
大学物理 I(下)(中德） 2 32 2 考试 B113202
材料学(中德） 5 48 8 94 5 考试 B014801-ZD
机械制图 1（设计技术

1）
3.5 56 3.5 考试 B013001

机械制图 2（设计技术

1） 2.5 24 32 2.5 考试 B013002

电气技术 1（电工学 1） 5 48 8 94 5 考试 B023411-ZD
电气技术 2（电工学 2） 5 48 8 94 5 考试 B023412-ZD
应用程序设计（C++) 2 24 16 2 考试 B014802-ZD

小计 43 672 40 48 462
4.专业课（在国内讲授课程）

最低要求学分：4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课外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工程力学 1、工程力学 3
（理论力学）

6 64 116 6 考试 B014804-ZD

工程力学 2（材料力学） 4 56 8 64 4 考试 B014805-ZD
设计技术 2（机械原理） 5 48 8 94 5 考试 B014806-ZD

设计技术 3（机械设计） 6 56 8 116 6 考试 B014807-ZD 德方授课

（期末）

机械制造技术（机械制造

技术基础）
4 56 8 56 4 考试 B014808-ZD 德方授课

（期末）

电子技术 5 48 8 94 5 考试 B023206-ZD 德方授课

（期末）

微机原理及应用（微机原

理）
5 56 8 86 5 考试 B014803-ZD 德方授课

（期末）

传感器与执行器（执行机

构）
5 48 8 94 5 考试 B014810-ZD 德方授课

（期末）

测量技术（机械工程测试

技术）
5 56 8 86 5 考试 B014809-ZD 德方授课

（期末）

小计 45 488 56 814

5.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课外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液压与气压传动 3 40 8 3 考查 B016107
特种加工技术 2 32 2 考查 B01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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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英语 2 32 2 考试 B016111
控制工程基础 3 48 3 考试 B016131
PLC原理与应用 2 24 16 2 考查 B026122
现代物流装备与技术 2 32 2 考查 B016112
机械 CAD/CAM 2 32 2 考查 B016113
流体力学 2 32 2 考查 B016426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 2 24 8 2 考试 B016132
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 24 8 2 考查 B016118
机电传动与控制 2 24 16 2 考试 B016133
工业机器人故障诊断与维

修
2 24 16 2 考查 B016134

工业机器人技术 2 32 2 考查 B016115
食品与包装机械 1 16 1 考查 B016116
MATLAB编程与应用 1.5 16 16 1.5 考查 B016134
轻工装备及成套技术 1 16 1 考查 B016425
3D打印技术 1 16 1 考查 B016332
传热学 2 32 2 考查 B016419
机械安全工程 1 16 1 考查 B016117
机械工程学科前沿 1 16 1 考查 B016001
企业管理 6 32 148 2 考查 B016807
项目管理 2 16 44 1 考查 B016808
小计 32 416 24 192
6.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8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2） 考查

社会实践 （2） 考查

工程训练 4 4 3 1 考查 B014825-ZD

企业实践 (6) 考查 B014826-ZD 学生利用假期在

企业分散实习

生产实习 3 3 3 考查 B014827-ZD
机械原理课程设计 1 1 考查 B014828-ZD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 2 2 考查 B014829-ZD
工程素养训练 2 2 2 考查 B017003
毕业实习 4 4 4 考查 B017106
毕业设计 10 13 13 考查 B017107

小计 28

八、有关说明
(1)修满本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中前三年课程后(含附件 1课程)，若第四学年未获赴德学习资格，该学年至少完成 2个学分；完成第四

年所要求的教学计划，并达到选修学分 18学分，则可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取得齐鲁工业大学工学学士学位；(2)修满本专业指

导性教学计划中国内规定所有课程后，获赴德学习资格并赴德学习后，中途退出者，在完成本校毕业设计教学环节后可毕业，符合学

位授予条件者取得齐鲁工业大学工学学士学位；(3)修满本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国内前三年课程后，赴德学习，在德国修满德方要求专

业课程，获德方学士学位，国内可同时授予齐鲁工业大学工学学士学位；（4）德方课程取得的学分可代替国内学分。（5）准备去德

国学习的学生，在第三学年必须选修企业管理和项目管理两门课程。

撰 写 人： 教学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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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德语强化学习课时安排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基础德语 1 6 180 6 考试 B101664

德语学分按照 30
个课时为 1个学

分，总计为 34
个学分。鼓励学

生参加歌德学院

语言考试。

德语口语与听力 1 2 60 2 考试 B101616
基础德语 2 6 180 6 考试 B101665
德语口语与听力 2 2 60 2 考试 B101622
基础德语 3 5 150 5 考试 B101666
德语口语与听力 3 2 60 2 考试 B101667
基础德语 4 5 150 5 考试 B101668
德语口语与听力 4 2 60 2 考试 B101669
中级德语 1 1 30 1 考试 B101670
德语中级口语与听力 1 1 30 1 考试 B101652
中级德语 2 1 30 1 考试 B101671
德语中级口语与听力 2 1 30 1 考试 B101662

小计 34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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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服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208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汽车服务理论基础，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具备“懂技术、会经营、善服务”
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能够在汽车技术服务、汽车营销服务、汽车相关产品设计与规划等从事技术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通过对自然科学基础、工程基础与专业知识的学习及工程设计和工程科学研究的训练，将具备车辆相关装备设计、创新

改造和新型装置技术研发的基本能力，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现代汽车服务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汽车服务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

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汽车服务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实验

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汽车服务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

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汽车服务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互联网技术、现代测试技术和工程软件等现代工具

对复杂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汽车服务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汽车服务工程领域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

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

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工程

知识

2.问题

分析

3.设计/
开发解

决方案

4.研究

5.使用

现代工

具

6.工程

与社会

7.环境

和可持

续发展

8.职业

规范

9.个人

和团队

10.沟
通

11.项
目管理

12.终
身学习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

大学英语 √ √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

程序设计基础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

高等数学Ⅰ √ √

工程制图 √ √

大学物理 II √ √

大学物理实验 I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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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代数Ⅰ √ √

机械设计基础Ⅰ √ √ √

工程力学Ⅰ √

电工与电子技术 √ √

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

工程材料 √ √

工程化学 √ √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 √ √ √

液压与气压传动 √ √ √

汽车构造 √ √

汽车服务工程 √ √ √

汽车运用工程 √ √ √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 √ √ √

企业管理 √ √ √ √ √

市场营销 √ √ √

工程热力学 √ √ √

发动机原理 √ √ √

汽车检测与维修 √ √ √

汽车服务系统设计与优化 √ √ √ √

汽车市场调查与营销商务实习 √ √ √ √

汽车检测综合实验 √ √

计算机绘图 √ √

技术经济学 √ √ √

汽车制造工艺学 √

二手车评估与鉴定 √

电动汽车设计基础 √ √ √

汽车保险与理赔 √ √ √

汽车服务工程专业英语 √ √

汽车文化 √

汽车新技术概论 √ √

机械安全工程 √ √ √

汽车驾驶实习 √ √ √

汽车电子控制综合实验 √

汽车服务与科技创新训练 √

电动汽车课程设计 √ √ √ √

汽车勘察与定损实习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

社会实践 √

专业认识实习 √ √

机械设计基础 I课程设计 √ √ √ √

汽车服务系统规划课程设计 √ √ √

工程训练 √ √ √

生产实习 √ √ √ √

毕业实习 √ √

工程素养训练 √ √ √

毕业设计（论文）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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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涉及机械和车辆工程基础理论知识，主要研究解决从汽车开始运转使用到汽

车报废回收的全过程中的工程技术问题，以及研究解决因汽车带来的能源消耗、有害排放物和废弃物等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本专

业培养具有扎实的汽车技术、营销和贸易理论基础，掌握一定的现代信息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具备“懂技术、

善经营、会服务”的能力素质，能够适应汽车技术服务、营销服务、生产服务、运输服务等汽车服务领域工作的高级人才。

五、主干学科

机械工程、交通运输工程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工程图学、机械设计基础、工程力学、工程热力学、电工与电子技术基础、汽车服务工程、汽车运用工程、汽车构造、发动机原理、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服务系统规划、市场营销、企业管理、汽车保险与理赔、工程训练、课程设计、汽车驾

驶实习、汽车市场调查与营销商务实习、汽车检测综合实验、汽车电子控制综合实验、生产实习、毕业设计、课程设计、工程训练、

综合实验等。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0 8.0 26.0 16.5 15.5 24 28 48

要求学时 2880 672 128 424 264 240 352 30周 1568

学分占比 100% 26.3 5 16.2 10.3 9.7 15 17.5 3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

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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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机械工

程）（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echanical Major）

1 16 1 考查 B0110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48 160 11 12.5 8 7.5 2.5 0.5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

教育选修课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Ⅰ(上)
(Advanced Mathematics I)

5 80 5 考试 B113101

工程制图(Engineering Graphics ) 3 40 16 3 考试 B013003

高等数学 I（下）(Advanced
Mathematics II)

6 96 6 考试 B113102

大学物理Ⅱ(College Physics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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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实验Ⅱ(Experiment of
College Physics II)

1 32 1 考试 B117202

线性代数 I(Linear Algebra I) 3 48 3 考试 B113121

机械设计基础 I(Basis of Mechanical
DesigningI)

3.5 48 8 3.5 考试 B013008

小计 26 400 40 16 8 11.5 3 3.5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6.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实验、

实践、

上机学

分累计

至少修

满 2学
分)

工程力学 I(engineering mechanics I) 4 56 8 4 考试 B018009

电工与电子技术(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3 48 3 考试 B028401

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

(Electrotechnics and Electronics
Experiment)

1 32 1 考查 B028404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Probability &
Statistics I)

3 48 3 考试 B113123

工程材料

（Engineering Materials ）
2 24 8 2 考试 B018333

工程化学

（Engineering Chemistry）
2 24 16 2 考试 B018401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3 40 8 4 考试 B014102

液压与气压传动（Hydraulic and
Pneumatic Transmission）

3 40 8 3 考试 B018107

小计 21 312 96 16 1 7 8 6.5 3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5.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汽车构造(Automotive Construction) 4 48 16 4 考试 B014501

汽车服务工程(Automobile Service
Engineering)

2 32 2 考试 B014502

汽车运用工程(Automobile
Utilization Engineering)

2.5 40 2 考试 B014504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Automotive
electronic control technology）

3 48 3 考试 B014506

企业管理(Business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4007

市场营销(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4009

小计 15.5 232 16 10 5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汽车运

用方向

工程热力学(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3 48 3 考试 B015510

发动机原理(Engine Principle) 3 40 8 3 考试 B01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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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检测与维修(Auto detection and
Maintain )

2 32 2 考试 B015509

汽车服务系统设计与优化（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automobile
service system）

2 32 2 考试 B015503

汽车电子控制综合实验(Automotive
Electronic Control Experiment)

1 32 1 考查 B015513

汽车检测综合实验(Auto detection
and diagnosis experiment)

1 32 1 考查 B015512

小计 12 152 40 32 3 4 5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

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实

验、上

机、实

践学分

累计至

少修满

6学分）

计算机绘图（Computer Drafting ） 1 32 1 考查 B016501

技术经济学(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 32 2 考试 B016516

汽车制造工艺学(Auto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3 48 3 考试 B016519

汽车保险与理赔 Automobile
Insurance and Claims

2 32 2 考试 B016515

二手车评估与鉴定(Used Car
Appraisal and Evaluation)

2 32 2 考试 B016522

电动汽车设计基础(Fundamentals of
electric vehicle design)

3 48 3 考试 B016521

汽车服务工程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Automobile Service Engineering ）

2 32 2 考试 B016507
必选或者选

修一门汽车

类双语课程

汽车文化( Car Culture) 1 16 1 考试 B016520

汽车新技术概论(Auto introduction
to new technology)

1 16 1 考试 B016511

机械安全工程(Mechanical Safety
Engineering)

1 16 1 考查 B016117

汽车驾驶实习(Vehicle Driving
Practice)

1 32 1 考查 B016523

汽车市场调查与营销商务实习(The
car market survey and marketing
business practice)

1 32 1 考查 B016508

汽车创新设计与综合实验(Auto
Technology and Science Training of
Innovation)

2 64 2 考查 B016514

电动汽车课程设计(Course Project
of electric vehicle design)

1 32 1 考查 B016502

汽车勘察与定损实习(Auto Survey
Practice and Fee)

1 32 1 考查 B016524

小计 24 224 96 32 64 3 6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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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8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工程训练(Engineering Practice ) 4 4 3 1 考查 B017101

专业认识实习(Professional practice ) 1 1 1 考查 B017501

机械设计基础 I课程设计

(Course Project of Mechanical Designing)
1 1 1 考查 B017004

汽车服务系统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automobile service
system）

1 1 1 考查 B017502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Exercitation)
3 3 3 考查 B017503

工程素养训练

(Engineering accomplishment training)
2 2 2 考查 B017003

毕业实习(Graduation Exercitation) 4 4 4 考查 B017506

毕业设计（论文）(Project) 10 12 10 考查 B017507

小计 28 31 2 3 2 1 1 3 16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Graphics）

本课程是一门既有系统理论又有较强实践性的技术基础

课。本课程主要研究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的原理和方法，

其内容结构分为四部分：画法几何、制图基础、专业制图

与计算机绘图。投影理论部分主要讲基本体的投影及立体

表面的交线，制图基础部分主要讲组合体画法标注读图，

专业制图部分主要讲零件图视图选择工艺及技术要求，计

算机绘图主要讲 AutoCAD 基本绘图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掌握用正投影法图示空间几何形体的基本理论

和方法；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和空间构思能力；

学会用正投影法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的能力；掌握用计算

机软件将工程图样电子化的能力。本课程理论严谨，实践

性强，与工程实践有密切的联系，对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思

维方法，增强工程意识和锻炼独立工作能力有重要作用，

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必修的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为后续机械设计基础、计算机绘图、毕业设计、

电动汽车课程设计奠定基础。

机械设计基础 I
(Basis of
Mechanical
Designing I)

本课程是机械类、近机类各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它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常用机构和通用零件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知识，初步具有这方面的分析、应用、设计能力，并

通过必要的基本技能训练，培养学生正确的设计思想和严

谨的工作作风，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奠定基础。

先修课程：工程制图、工程力学；建议修读。

工程力学 I
(Engineering
Mechanics I)

《工程力学Ⅰ》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是后续其

它各门力学相关课程的基础，同时在许多工程技术领域中

有着广泛的直接应用。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能够掌握基

础的力系知识，并对物体及简单的物体系统进行正确的受

力分析、画受力图并进行相关计算；掌握多种构件变形及

其变形过程中构件内力、应力的分析和计算方法；掌握构

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分析理论在工程设计、事故分析

等方面的应用，为经济合理地设计构件提供必要的理论基

础和计算方法，并为有关的后续课程打下必要的基础。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建议修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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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材料

（Engineering
Materials ）

本课程主要介绍有关工程材料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常

用工程材料成分－加工工艺－组织－性能－应用间关系的

一般规律；常用工程材料的性能和应用；使学生具有根据

机械零件的服役条件和失效形式、合理选用工程材料的初

步能力。

本课程是面向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学生的基础选修课。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熟悉常用机械工程材料的成

分、组织结构与性能间关系，以及有关的加工工艺对

其影响；初步掌握常用机械工程材料的性能和应用，

并初步具备选用常用材料的能力； 初步具有正确选定

一般机械零件的热处理方法及确定其工序位置的能

力。建议修读。

工程化学

（Engineering
Chemistry）

工程化学课程主要讲授化学原理，包括气体和液体的基本

定律，热化学和化学反应方向，化学平衡（包括水溶液中

的离子平衡、氧化还原反应等）及其在容量分析中的应用，

化学反应速率，原子的电子结构，分子结构和理论，晶体

结构，配位化学以及常见元素及化合物的基本性质和有机

化学基础知识等内容。

该课程简明地阐述化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密切联系

工业和现代化科学发展的实际，体现化学与工程技术

间的桥梁作用，是高等工科院校必要的一门专业基础

课，其目的是要给学生以高素质的化学通识教育，是

培养合格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工程技术人员、完善其

知识结构和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化学基本规律、物质结构理论及与工程实际密切

有关的重要元素和化合物等基本知识的学习，使学生

了解近代化学的基本理论，具有必要的基本知识和一

定的基本技能，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提供必要的化学

基础，对一些涉及化学有关的工程技术实际问题，有

初步分析及解决的能力。

机械制造技术基

础（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一门非常重

要的专业基础课，它包括了机械制造技术的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适应新世纪科技、经济与社会的飞

速发展和日趋激烈的竞争，以及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形势和

宽口径机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及建立新的课程体系的需

求，在重基础、少学时、低重心、新知识、宽面向的改革

思路指导下，以工艺为主线，通过对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

金属切削机床、机床夹具设计和机械制造工艺学等课程的

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整合，形成了现在的《机械制造技

术基础》课程。其主要内容包括：切削过程及控制，机床、

刀具、夹具等工艺装备，机械加工质量分析与控制，工艺

规程设计，以及电子束与离子束加工、电火花加工、电解

加工、激光加工、超声波加工等特种加工方法和以快速成

形、微细制造、超精密加工、柔性制造、智能制造等为代

表的先进制造技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机械加工中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并通过相关实践环节（实验和

课程设计等）的训练，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机械制造

中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为学生在制造技术方面奠定

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基础。

液压与气压传动

（Hydraulic and
Pneumatic

Transmission）

本课程是研究和应用流体传递能量的一门工程技术，是机

械类专业的主要技术基础课程。本课程主要介绍液压传动

的基本原理，液压流体力学的基本概念和运动方程，小孔

流动和缝隙流动规律，液压泵的分类、工作原理、参数和

典型结构，液压缸的分类、工作原理、参数和典型结构，

各种液压阀的结构原理、性能特点及其应用，液压传动辅

助装置，各种速度控制回路、压力控制回路和方向控制回

路，典型液压系统分析，液压系统的设计，气动元件、气

动基本回路和气动系统实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较

好的掌握液压流体力学的基本理论；具有元件结构、工作

原理等方面的知识，能合理选择元件；培养学生初步掌握

各个基本回路方面的知识，使学生具有一定分析和设计液

压系统的能力；具有一定的液压实验技能。

液压与气压传动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

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液压与气

压传动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在生产过程中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的能力；汽车系统里面包含多个液压系统，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从事简单流体传动的系统设计、实

验、教学和科研等工作，可以更好的了解汽车构造及

运行原理。

汽车运用工程

(Automobile
Utilization
Engineering)

汽车运用工程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必修

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获得：汽车使用条件及

性能指标、汽车动力性、汽车使用经济性、汽车行驶安全

性、汽车公害、汽车平顺性和通过性、汽车在特殊条件下

的使用、汽车技术状况的变化、汽车诊断和汽车使用寿命

等方面的知识。让学生了解或掌握汽车使用性能的平价方

法，汽车技术状况的变化规律。本课程是汽车合理运用，

汽车检测，汽车性能评价以及汽车设计的基础理论。

汽车运用工程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一门毕修专业

课。其任务是使学生获得汽车运用的基本知识，让学

生掌握如何有效的使用车辆，以较低的消耗充分发挥

汽车的使用性能，延长汽车的使用寿命。为学生做好

毕业设计(论文)以及毕业后从事汽车技术使用和管理

打下坚实的基础。

工程热力学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工程热力学》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方

向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工程热力学的基本

概念和基本定律，能正确运用工程热力学的知识对相关热

能动力系统和设备特别是汽车动力系统进行设计、计算和

本课程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方向课，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工程热力学的基本

概念和基本定律，从而能够运用工程热力学的相关知

识对热能动力系统特别是汽车动力系统进行设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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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本课程主要研究了热能与机械能之间相互转换的规律，如

何科学、有效的利用能源，以及实现将热能高效转变为机

械能的方法。该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热力学第一定律，热

力学第二定律，工质（理想气体、实际气体、湿空气、水

蒸气）的热力性质，热力过程以及热力循环等。

算和分析。

本课程的教学与学习要求学生准确的理解工程热力学

的基本概念和术语，熟练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

学第二定律，能正确运用工程热力学的知识对热能动

力系统和设备进行设计、计算和分析，使学生能够顺

利学习其他相关专业课程。是发动机原理课程的先修

课程。

计算机绘图

（Computer
Drafting ）

本课程是机械类各专业的一门选修的学科基础课。在人才

培养计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主要任务时传授计算

机制图相关理论知识，培养使用 AutoCAD绘制二维图形和

三维图形绘制能力，为学生以后的课程设计、毕业设计提

供计算机辅助的手段，也为学生后续学习计算机仿真技术

等相关课程打下基础，

先修课程：计算机文化基础、工程制图等；后续课程：

机械设计基础、机械设计基础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

技术经济学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技术经济学一门应用理论经济学基本原理，研究技术领域

经济问题和经济规律，是从经济角度研究在一定社会条件

下的再生产过程中即将采用的各种技术措施和技术方案的

经济效果的科学。技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将技术更

好地应用于经济建设，包括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研制、

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发展生产力的综合论证。它是一门

研究技术方案经济效果，技术与经济相互促进、相互协调

发展，以及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学科。通过技

术经济研究达到技术与经济的合理匹配，并会利用基本方

法来研究如何最有效地利用技术资源促进经济增长。

本课程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是学生学

习专业课和从事本专业的科研、生产工作必备的理论

基础。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练掌握技术经济

学的基本理论，掌握资金等值计算、财务评价及国民

经济评价以及不同类型备选方案评价的基本方法。掌

握可行性研究的程序、价值工程分析过程，了解技术

创新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汽车制造工艺学

(Auto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该课程主要介绍汽车发动机和汽车底盘的基本结构、功用

和基本原理以及汽车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等内容。通过对

“汽车制造工艺学”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学生汽车的基

本结构，熟悉汽车基本结构的功用和工作原理；通过对汽

车典型结构的剖析和实训，使学生具备分析和解决汽车结

构方面问题的基本技能。

汽车制造工艺学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选修专业课。

汽车是属于机械类的产品，从事汽车设计及研究工作，

必须掌握机械加工的基本知识。通过对汽车制造工艺

学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机床及工装设备的结构和原

理；影响汽车零部件加工质量的因素；尺寸链的计算

及其应用，汽车零件结构设计的机械加工工艺性。

电动汽车设计基

础(Fundamentals
of electric vehicle

design)

本课程涉及新能源汽车的电机、电池及控制方面的知识。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新能源汽车的概

念、基本原理，掌握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燃

油电池电动汽车等的构造、基本原理以及能量存储系统，

燃料电池及其在车辆中的应用，为以后从事汽车及新能源

汽车检测、服务等方面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旨在使学生了解现代电动汽车的

定义及发展状况，掌握电动汽车及混合动力汽车的结

构及工作原理、能量存储及再生制动的形式。通过本

课程教学，使学生对于电动汽车的基本结构及相关知

识有系统的了解。为学生今后从事电动汽车设计、制

造、运用及试验等打下必需的专业基础知识。为电动

汽车设计课程设计的先修课程。

电动汽车设计课

程设计(Course
Project of

electric vehicle
design)

该课程是汽车服务系统规划课程的重要实践环节，针对汽

车设计的基本理论知识、基础理论方法的应用能力而设置，

是完成汽车服务系统规划课程以后的一个实践性教学环

节，是对学生所学的理论课进行一次全面的工程与管理相

结合的综合训练与检验的过程。课程设计内容涉及电动汽

车相关零部件及相关机构的设计。

建议学习者在完成该课程设计任务课前应充分认识该

课程设计对汽车服务工程的重要意义，认真阅读教学

大纲，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学习要求，回顾已学电

动汽车设计基础中的相关知识与内容。在课程设计过

程中，应专心听讲、认真钻研，根据已学的知识脉络

加强理解。能够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提高综合

运用知识的能力。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兴趣、勤

于思考、发现问题并及时与任课教师沟通，查阅资料

来解决，及时总结，加强自己对电动汽车知识的综合

运用。

发动机原理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Principles）

以汽车用活塞式内燃机为主，对内燃机工作原理及其主要

工作过程做较系统的介绍，分别阐述工程热力学基础知识、

内燃机的循环与性能指标、换气过程、燃料与燃烧化学、

内燃机的混合气形成和燃烧，内燃机特性、内燃机增压以

及内燃机有害排放物的控制等。

建议学生在学习本课程之前认真阅读教学大纲，了解

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学习要求，回顾已学《工程热力学》

中热力做工的相关知识与内容，为学习本课程奠定基

础。在学习过程中，应专心听讲、认真钻研，结合教

师讲解抓住主线，由表及里，形成系统全面的知识脉

络，注意加强理解，不要死记硬背，要在记忆中理解，

理解中记忆。同时注意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努

力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培

养兴趣、勤于思考、发现问题并及时与任课教师沟通，

查阅资料来解决。课后要及时总结，加深对课程内容

的理解，使自己真正掌握发动机的相关知识。

汽车服务工程

Automobile
本课程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熟识现代汽车服务涵盖的领域、汽车服务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汽车服务工程》课程前应充分

认识汽车相关专业知识对以后工作岗位的重要性，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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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Engineering

的方式与方法、汽车服务行业规范及汽车服务市场的运营

模式。本课程着重培养和提高汽车服务行业管理人员的职

业能力；注重内容的现实性、超前性，知识体系的系统性、

针对性；强调学习的务实性和实效性。促使学生全面综合

的掌握汽车服务行业的方式、规则、及行业要求，进一步

的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真阅读教学大纲，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学习要求，

在学习过程中，应专心听讲、认真钻研，结合教师讲

解抓住主线，由表及里，形成系统全面的知识脉络，

注意加强理解，不要死记硬背，要在记忆中理解，理

解中记忆。同时注意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努力

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培养

兴趣、勤于思考、发现问题并及时与任课教师沟通，

查阅资料来解决。课后要及时总结，加深对课程内容

的理解，使自己真正掌握汽车相关专业知识。

汽车检测与维修

(Auto detection
and Maintain )

汽车检测与维修课程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

课。通过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具有汽车故障诊断的基本

知识和理论，并具有对汽车典型故障进行诊断和检测的实

践能力。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对汽车常见故障现

象进行总结，分析故障原因，查找故障部位，掌握故障诊

断的方法及诊断流程。训练学生掌握汽车各系统重要部位

的调整和检测，能正确排除故障，培养故障诊断的实践技

能。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汽车检测与维修》课程前应充分

认识汽车相关专业知识对以后工作岗位的重要性，认

真阅读教学大纲，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学习要求，

在学习过程中，应专心听讲、认真钻研，结合教师讲

解抓住主线，由表及里，形成系统全面的知识脉络，

注意加强理解，不要死记硬背，要在记忆中理解，理

解中记忆。同时注意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努力

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培养

兴趣、勤于思考、发现问题并及时与任课教师沟通，

查阅资料来解决。课后要及时总结，加深对课程内容

的理解，使自己真正掌握汽车检测相关专业知识。

汽车保险与理赔

Automobile
Insurance and

Claims Settlement

本课程是交通运输专业的一门选修课，主要讲述汽车保险

原则、汽车保险、汽车理赔。通过对本门课程的学习，能

够使学生对汽车保险与理赔的理论知识有所了解，为今后

在保险行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汽车保险与理赔》课程前应充

分认识汽车相关专业知识对以后工作岗位的重要性，

认真阅读教学大纲，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学习要求，

在学习过程中，应专心听讲、认真钻研，结合教师讲

解抓住主线，由表及里，形成系统全面的知识脉络，

注意加强理解，不要死记硬背，要在记忆中理解，理

解中记忆。同时注意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努力

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培养

兴趣、勤于思考、发现问题并及时与任课教师沟通，

查阅资料来解决。课后要及时总结，加深对课程内容

的理解，使自己真正掌握汽车保险相关专业知识。

二手车评估与鉴

定

Used car
evalu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二手车鉴定评估》为专业选修课，从汽车服务工程需求

出发，以二手车鉴定评估师职业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为内

容，系统地介绍了二手车鉴定评估的工作流程和所涉及的

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一般而言，在用二手车鉴定评估的

主要目的是通过市场交易或拍卖实现所有权转让，或为清

产核资、抵押贷款、法律诉讼提供咨询服务等。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汽车保险与理赔》课程前应充分

认识汽车相关专业知识对以后工作岗位的重要性，认

真阅读教学大纲，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学习要求，

在学习过程中，应专心听讲、认真钻研，结合教师讲

解抓住主线，由表及里，形成系统全面的知识脉络，

注意加强理解，不要死记硬背，要在记忆中理解，理

解中记忆。同时注意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努力

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培养

兴趣、勤于思考、发现问题并及时与任课教师沟通，

查阅资料来解决。课后要及时总结，加深对课程内容

的理解，使自己真正掌握汽车保险相关专业知识。

汽车检测与诊断

实验 Automobile
detection and
diagnosis
experiment

汽车检测与诊断实验是专业方向实验课。使学生掌握各种

检测、测试和故障诊断仪器及设备的使用方法，并根据不

同实验内容掌握其实验步骤方法，分析其参数结果。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汽车检测与诊断实验》课程前应

充分认识汽车相关专业知识对以后工作岗位的重要

性，认真阅读教学大纲，了解实验课程的基本内容和

学习要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认真钻研，结合教

师讲解抓住主线，由表及里，形成系统全面的知识脉

络，注意加强动手能力。同时注意将所学理论知识与

实验相结合，努力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在运用

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兴趣、勤于思考、发现问题并及时

与任课教师沟通，查阅资料、讨论等方法来解决。课

后要及时总结，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使自己真正

掌握汽车相关检测过程的操作过程。

汽车构造

（Automobile
Construction）

《汽车构造》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核心必修课，其主要

内容是介绍汽车各总成和零部件的结构、工作原理及它们

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学生掌握汽车结构的一般规律，了解

各总成的调节内容，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能掌握汽车发动机、底盘的构

造和工作原理；及时了解国内外汽车新技术的发展及其构

建议学生在学习《汽车构造》课程前应充分认识该课

程在本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认真阅读教学大

纲，了解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学习要求。在理论学习过

程中，应专心听讲、注重重点和难点知识的学习，在

实验实训环节应勤动手，多思考，理论联系实际，结

合教师讲解实现由原理到结构，由零件到总成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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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原理。本课程要求理论必须与实训密切结合。 认识，从而形成全面的知识脉络。同时注意将所学知

识与实践相结合，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时应及时与

任课教师沟通或查阅资料来解决，努力提高综合运用

专业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在全面掌握汽车

构造课程内容的同时，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良好的

学习基础。

汽车文化

（Automobile
Culture）

《汽车文化》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选修课，其主要内容

是介绍现代汽车的发展史、国外知名汽车公司和汽车品牌

以及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和现状，使学生了解现代汽车的

发展历史和国内外汽车行业的发展现状以及汽车行业的发

展趋势。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全面了解国内外主要

汽车公司和汽车品牌，掌握我国汽车市场的现状和发展趋

势；及时了解汽车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建议学生在学习《汽车文化》课程前应认真阅读教学

大纲并了解课程的教学内容。在理论学习过程中，应

专心听讲、注重国内外主要汽车公司和汽车品牌发展

史的学习，结合生活实践掌握国内外知名汽车公司的

发展现状，了解我国主流自主品牌汽车的发展过程和

市场现状。该课程的学习可开阔学生视野，扩大学生

专业知识面，同时提高学生分析和预判汽车产品和汽

车行业发展趋势的能力，为其后续的就业打下良好的

基础。

汽车电子控制技

术（ Automotive
electronic control
technology）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是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一门主要专

业必修课程。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根据目前汽车行业的发展

趋势，系统地了解汽车电子控制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了解

和掌握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电控自动变速器、制动稳定

控制系统、电控悬架系统、电控动力转向系统、巡航控制

系统、安全气囊系统及电子防盗系统和轿车自诊断系统等

一些先进的轿车新技术，熟悉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故障测

试方法，掌握汽车电子控制系统检修的基本技能，为毕业

后从事专业工作奠定基础。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汽车电子控制技术》课程前应对

汽车的结构和工作过程有一定的了解，比较熟悉电路

和电路元件的工作过程，认真阅读教学大纲，了解课

程的基本内容和学习要求。在学习过程中，应专心听

讲、认真钻研，结合教师讲解抓住核心知识，举一反

三，不要死记硬背。同时注意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

合，寻找实践机会，努力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兴趣、勤于思考、发现问题

并及时与任课教师沟通，查阅资料来解决。

汽车电子控制综

合实验

（ Integrated
experiment of
automobile

electronic control）

《汽车电子控制综合实验》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一门实验

课程，主要完成蓄电池、汽车整车电路、启动系统、点火

系统、转向系统、CVT变速箱、ABS系统的故障诊断和检

测，以及发电机、起动机、玻璃升降机构和照明系统的拆

装实验。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汽车电子控制综合实验》课程前

应比较熟悉汽车电控知识，对汽车电控设备的工作过

程有一定的了解，有一定的电路基础。认真阅读教学

大纲，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学习要求。在实验过程

中，应专心听讲、认真操作，举一反三。同时注意将

实验与真实操作相结合，寻找实践机会，提高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兴趣、勤于

思考、发现问题并及时与任课教师沟通，查阅资料来

解决。

汽车服务系统设

计与优化（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automobile

service system）

《汽车服务系统规划》是四年制本科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的一门专业技术课程。作为本专业课程结构体系中的主要

专业课，主要研究汽车服务系统的线性规划、整数规划、

动态规划问题；汽车服务系统的排队论以及存储的相关知

识。通过本课程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基本模型的功能和特点，

熟悉其建模条件、步骤及相应技巧，能根据实际背景抽象

出适当的模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思维与应

用能力。具备运用计算机软件求解各类运筹学模型的能力

和对求解结果进行简单分析的能力，并为学习其他相关课

程打下基础。主要使学生认识汽车服务系统规划在交通运

输，生产与技术管理和经营管理决策中的作用，领会其基

本思想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汽车服务系统规划》课程前应充

分认识汽车服务系统规划对汽车服务工程的重要意

义，认真阅读教学大纲，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学习

要求，回顾已学《线性代数》以及《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中矩阵及概率计算的相关知识与内容，为学习《汽

车服务系统规划》课程奠定基础。在学习过程中，应

专心听讲、认真钻研，结合教师讲解抓住主线，由表

及里，形成系统全面的知识脉络，注意加强理解，不

要死记硬背，要在记忆中理解，理解中记忆。同时注

意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努力提高综合运用知识

的能力。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兴趣、勤于思考、

发现问题并及时与任课教师沟通，查阅资料来解决。

课后要及时总结，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使自己真

正掌握汽车服务系统规划知识。

汽车服务系统规

划课程设计

（ Automotive
Service System

Planning
Curriculum
Design
）

《汽车服务系统规划课程设计》是汽车服务系统规划课程

的重要实践环节，针对汽车服务系统规划的基本理论知识、

基础理论方法的应用能力而设置，是完成汽车服务系统规

划课程以后的一个实践性教学环节，是对学生所学的理论

课进行一次全面的工程与管理相结合的综合训练与检验的

过程。课程设计内容涉及汽车服务系统线性规划问题求解，

整数规划问题求解，动态规划问题求解，图与网络分析，

排队论问题求解。使学生掌握汽车服务系统规划的完整过

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系统分析、工程计算、管理建模的

能力。

建议学习者在完成汽车服务系统规划课程设计任务课

前应充分认识汽车服务系统规划课程设计对汽车服务

工程的重要意义，认真阅读教学大纲，了解课程的基

本内容和学习要求，回顾已学《汽车服务系统规划》

中系统规划计算的相关知识与内容，为完成汽车服务

系统规划课程设计奠定基础。在课程设计过程中，应

专心听讲、认真钻研，根据已学的知识脉络加强理解。

能够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

能力。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兴趣、勤于思考、发

现问题并及时与任课教师沟通，查阅资料来解决，及

时总结，加强自己对汽车服务系统规划知识的综合运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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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服务工程专

业英语

（ Automotive
Service

Engineering
Specialty English

）

《汽车服务工程专业英语》是对于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学生

专业英语能力训练和培养的一门重要课程，是对大学高年

级学生继公共英语课程之后的一个重要补充和提高。内容

包括汽车构造与基本原理、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营销与

售后服务、汽车保险、汽车评估等五方面，内容模块化，

有助于学生有目的的学习了解。每单元包括课文、生词、

专业术语、长难句解析以及全文翻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能提高阅读理解汽车服务工程科技英语文献的能力，

使学生毕业后满足广大企业对汽车服务工程类人才能力的

要求，增强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竞争力。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汽车服务工程专业英语》课程前

应充分认识专业英语学习的重要意义，认真阅读教学

大纲，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学习要求，回顾已学《大

学英语》中的知识与内容，为学习《汽车服务工程专

业英语》课程奠定基础。在学习过程中，应专心听讲，

结合教师讲解抓住主线，注意加强长难句理解，要在

记忆中理解，理解中记忆。同时注意将所学知识与实

践相结合，努力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在运用知

识的过程中培养兴趣、勤于思考、发现问题并及时与

任课教师沟通，查阅资料来解决，掌握汽车服务工程

专业英语知识。

汽车市场调查与

营销商务实习

（Automotive
Market Research
and Marketing
Practice）

《汽车市场调查与营销商务实习》属于汽车服务工程专业

的专业方向课，重点培养学生四大基本能力：调查方案设

计能力、调查资料收集、整理与分析能力、调查报告撰写

能力和创造性运用资料能力，实现从认识—到设计—到实

施一到运用的一体化训练。实习主要目的是熟识市场营销

的基本流程及策略，培养学生综合管理能力和技术运用能

力。通过实习应达到如下目的： 1、通过实习检验学生专

业课程学习成效和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能力；

2、了解汽车市场调查与营销的各环节及管理流程，结合现

场学习，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独立工作能力； 3、
找到将所学的汽车市场营销知识企业实际需要的结合点，

鼓励优秀大学生为企业开展相关业务献计献策。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前应充分认识汽车市场调查与营销

商务实习的重要意义，认真阅读教学大纲，了解课程

的基本内容和学习要求，回顾已学《市场营销学》中

市场营销的相关知识与内容，为进行汽车市场调查与

营销商务实习奠定基础。在实习过程中，应遵守实习

纪律，听从老师安排，认真进行市场调查，结合所学

市场营销学知识进行市场分析。能够将所学知识与实

践相结合，努力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在运用知

识的过程中培养兴趣、勤于思考、发现问题并及时与

任课教师沟通，查阅资料来解决，能够灵活运用所学

知识。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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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9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具有较扎实的计算机理论基础，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与应用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与方法，并具有较强的计算思维能力和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学生成为适应社会和行业需求的计算机软硬件高级应用型

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从事研究与应用计算机的基本训练，具有研究和开发计算机

系统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基本的人文社科知识，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社会责任感强；

2．掌握从事本专业工作所需要的数学和其他相关的自然科学、系统科学知识及一定的经济管理知识；

3．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4．掌握计算机系统的分析和设计的基本方法；

5．具有研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的基本能力；

6．具备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7．了解与计算机有关的法律、规范；

8．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团队合作、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

9．了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动态，具备信息获取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能够跟踪本领域最新技术发展趋势；

10．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获取信息的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

与沟通能

力

2.数学与

自然科

学、经济

管理等知

识

3.计科基

础知识

4.计科专

业知识

5.实践能

力

6.利用工

具解决问

题的能力

7.组织管

理、团队

协作能力

8.信息获

取与自主

学习能力

9.英语应

用能力和

跨文件交

流能力

10.遵守行

业相关法

律法规

11.创新创

业精神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
大学英语 √ √
体育 √

程序设计基础 √ √
信息检索 √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高等数学 √

线性代数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
离散数学 √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 √

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 √
数据结构 √ √

Java程序设计 II √ √

371
366



Linux编程基础 √ √

大数据技术基础 √ √
数字逻辑 √ √

算法设计与分析 √ √

计算方法 √ √
脚本编程技术 √ √ √

汇编语言 √ √

数学模型 √
计算机图形学 √ √

.Net软件开发 √ √

数据库原理 √ √
计算机网络 √ √

计算机组成原理 √ √

操作系统 √ √
框架编程技术 √ √

移动软件开发 √ √

软件体系结构 √ √
大数据分析 √ √

数据挖掘技术 √ √

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 √ √
软件工程 √ √
软件项目管理 √ √
Java Web应用开发 II √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

软件测试 √

嵌入式系统原理（单

片机原理及应用）
√

编译原理 √

嵌入式软件开发实践 √ √

信息安全概论 √
计算机体系结构 √

人工智能导论 √ √

综合布线与组网工程 √ √
模式识别及应用 √ √

无线网络技术 √ √

物联网工程 √ √
计算机专业英语 √ √
学科前沿技术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

程设计
√ √ √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 √ √

数据库原理课程设计 √ √ √
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 √ √ √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

设计
√ √ √

生产实习 √ √ √
毕业实习 √ √ √

毕业设计（论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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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是一个面向应用的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主要学习计算机的基本知识，软硬件开发技术、方法等。该专业强调计算机基础、软硬

件开发的学习，夯实基础，并通过上机实践、实验、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提高学生软硬件开发的能力。

五、主干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离散数学、数据结构、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程序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计算机组成原理、数据库原理、软件工

程、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编译原理、软件项目管理、Java Web应用开发、软件测试、框架编程技术及移动软件开发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程序设计基础（1学分/32学时）、数据结构（0.5学分/16学时）、数据库原理（0.5学分/16学时）、计算机网

络（0.5学分/16学时）、计算机组成原理（0.5学分/16学时）、操作系统（0.5学分/16学时）、课程设计（1学分/1周）、生产实习

（5学分/5周）、毕业实习（5学分/5周）、毕业设计（论文）（10学分/18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1.5 8 34.5 11.5 14.5 23 27 48

要求学时 2284+35周 824 128 584 132 264 352 35周 668+35周
学分占比 100% 25.94% 5% 21.56% 7.19% 9.06% 14.40% 16.88% 30.0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计算机理论基础，软件开发的方法、技术和工具的使用，有较强的计算思维能力和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能够综合运

用相关知识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和项目管理，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和创新意识。（说明：毕业要求应能支撑培养

目标的达成以及专业认证相关要求。）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1.5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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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3.5 32 48 3.5 考试 B031904
信息学院

平台课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Computer Major）

1 16 1 考查 B031901
信息学院

平台课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1.5 616.0 0.0 64.0 160.0 12.5 10.5 8.0 7.5 0.0 2.5 0.5 0.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

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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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4.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Ⅰ（上） 5 80 5 考试 B113101

高等数学Ⅰ（下） 6 96 6 考试 B113102
大学物理Ⅲ(电磁学) 4 56 16 4 考试 B113204

线性代数Ⅰ 3 48 3 考试 B11312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3 48 3 考试 B113123

离散数学 3 48 3 考试 B033903
信息学院

平台课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2.5 32 16 2.5 考试 B033904
信息学院

平台课

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 4 56 16 4 考试 B023260

数据结构 4 56 16 4 考试 B033905
信息学院

平台课

小计 34.5 520 32 32 0 5 15.5 14 0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Java程序设计 II 2.5 32 16 2.5 考试 B038101
Linux编程基础 2.5 32 16 2.5 考试 B038102

大数据技术基础 2 24 16 2 考试 B038172

数字逻辑 3 40 16 3 考试 B038103
算法设计与分析 2.5 32 16 2.5 考试 B038104

计算方法 2.5 32 16 2.5 考试 B038906

脚本编程技术 2.5 32 16 2.5 考试 B038105
汇编语言 2.5 32 16 2.5 考试 B038106

数学模型 2.5 40 2.5 考试 B118126

计算机图形学 2.5 32 16 2.5 考试 B038107
.Net软件开发 2 24 16 2 考试 B038108

小计 27 352 16 144 0 0 0 7 15.5 4.5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4.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数据库原理 3.5 48 16 3.5 考试 B034907

计算机网络 3.5 48 16 3.5 考试 B034908
计算机组成原理 4 56 16 4 考试 B034909

操作系统 3.5 48 16 3.5 考试 B034910

小计 14.5 200 16 48 0 0 0 0 7 7.5 0 0 0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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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

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软

件开

发）

框架编程技术 2 24 16 2 考试 B035109

移动软件开发 2 24 16 2 考试 B035110

软件体系结构 2 24 16 2 考试 B035111

小计 6 72 0 48 0 0 0 0 0 2 4 0 0

方向

二

（大

数据

技

术）

大数据分析 2 24 16 2 考试 B035158

数据挖掘技术 2 24 16 2 考试 B035159
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 2 24 16 2 考试 B035160

小计 6 72 0 48 0 0 0 0 0 2 4 0 0

方向

三

（嵌

入式

技

术）

嵌入式技术 3 32 32 3 考试 B035165
嵌入式操作系统 3 32 32 3 考试 B035166

小计 6 64 0 64 0 0 0 0 0 3 3 0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7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软件工程 3 40 16 3 考试 B036911
软件项目管理 2 32 2 考试 B036912

Java Web应用开发 II 2.5 32 16 2.5 考试 B036125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5 32 16 2.5 考试 B036126
软件测试 2 24 16 2 考试 B035114

嵌入式系统原理（单

片机原理及应用）
2.5 32 16 2.5 考试 B036127

编译原理 3 40 16 3 考试 B036913
嵌入式软件开发实践 1.5 48 1.5 考查 B036131

信息安全概论 2.5 32 16 2.5 考试 B036914

计算机体系结构 2.5 32 16 2.5 考试 B036132
人工智能导论 2.5 32 16 2.5 考试 B036915

综合布线与组网工程 2.5 32 16 2.5 考试 B036133

模式识别及应用 2 24 16 2 考试 B036916
无线网络技术 2 32 2 考试 B036134

物联网工程 3 32 32 2 考试 B036135

计算机专业英语 1 16 1 考查 B036917
学科前沿技术 I 1 16 1 考查 B036918

学科前沿技术 II 1 16 1 考查 B036961

SOA架构应用开发 1 32 1 考查 B036136
Android应用开发实践 1 32 1 考查 B036137

基于 SSH企业级应用

开发
1 32 1 考查 B036138

人机交互娱乐软件开

发
1 32 1 考查 B036139

功能测试及方法 2 24 16 2 考查 B035112

性能测试及方法 2 24 16 2 考查 B03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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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自动化 1 32 1 考查 B036140

软件测试管理实践 考查 B036141
软件安全测试实践 考查 B036142

软件评测实践 考查 B036143

应用软件测试实践 考查 B036144
小计 48 544 80 368 0 0 0 0 0 10 27 10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7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1） 考查

安全教育 （2） 考查

社会实践 （2） 考查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145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146

数据库原理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148

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149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150

生产实习 5 5 5 考查 B037170

毕业实习 5 5 5 考查 B037171
毕业设计（论文） 10 18 10 考查 B037156

小计 27 35 2 1 1 2 1 0 10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程序设计基

础

程序设计基础是计算机类专业本科教学中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在

计算机类专业的本科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一门实践性很

强的课程。

本课程以 C语言为载体，使学生学会阅读用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编写的

简单应用程序，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和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

题的基本步骤，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其严谨的思维方式和良

好的程序设计风格，为进一步学习其它专业基础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是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其主

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抽象能力和

基本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能力。本课程为后续课程

（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操作系统、编

译原理和软件工程等）打下坚实的基础。

科技发展与

学科专业概

论

本课程是一门重要的通识教育必修课。主要介绍计算机发展史、工作原

理及体系结构，教育部关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专业

规范，我校本专业课程体系，专业特色（如：校企合作专业的办学特色），

IT行业发展趋势及对专业人才需求等。为日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物联网工程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没有先修课程，是所

有计算机专业课程的基础，同修课程是程序设计

基础，借助“程序设计基础”课程掌握问题求解的

基本过程，理解计算机的计算过程；它的主要任

务是了解计算机学科的知识体系，以便对学生四

年大学学习给出规划。

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是现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美国 ACM和 IEEE/CS推出

的Computing Curricula 2004课程体系和我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评审

通过的《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程 2001》中离散数学被列为核心课程。

离散数学内容主要包括: 数理逻辑中命题演算、谓词演算等形式逻辑的

推理规律；集合的概念、运算及应用，集合内元素间的关系以及集合之

间的关系,无限集的特性；抽象代数的基本理论和应用,格与布尔代数，图

论学科的基本概念、欧拉图、哈密尔顿图、最小路径算法、中国邮路问

题、树及平面图

离散数学基本上是一门体系独立自行封闭的基

础数学课程，不需要太多的数学基础，但由于它

内容抽象，理论性较强，因此它需要学生先期有

较好的数学思维的训练，最好将此课程安排在高

等数学和线性代数课程之后。线性代数为本课程

提供矩阵和矩阵运算方面的准备；高等数学为本

课程提供必要的数学知识。

本课程为“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操作

系统”、“编译原理”、“人工智能”等许多其它专业

基础课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

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通过全面、系统地介绍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

概念、分析方法、设计方法、基本语法和编程方法；详尽地讲述 C++语
言面向对象的基本特性，其内容包括类、对象、派生类、继承、多态性、

虚函数、模板等；从而使学生能深刻理解和领会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特

点和风格，类的封装性、继承性和多态性与程序的安全性、结构性和灵

本课程的前期课程是程序设计语言，它们为本课

程提供计算机软件基础知识，又为学习其他的专

业课程打下基础。本课程让学生了解面向对象的

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基本技术、功能实现、工作方

法、步骤、过程，并且熟悉大型软件系统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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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达到掌握其设计方法和编程基础的目的，并为后

续课程打下基础。

环境和实施环境；并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培养和

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和开发应用系统的能力。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在计算机科学中是一门综合性的专业基础课，是介于数学、

计算机硬件和计算机软件三者之间的一门核心课程。在计算机科学中，

数据结构不仅是一般程序设计（特别是非数值计算的程序设计）的基础，

而且是设计和实现编译程序、操作系统、数据系统及其它系统程序和大

型应用程序的重要基础。

学习本门课程要求掌握各种主要数据结构的特点、在计算机内部的表示

方法，以及处理数据的算法，对于算法所花费的时间和空间代价的分析

也要求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各

种数据对象的特点，学会数据的组织方法和实现方法，并进一步培养基

本的良好的程序设计能力。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具备一定的程序设计基础和

相关的计算机基础知识，程序设计基础、离散数

学是数据结构的相关的先修课。该课程是后继课

程如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编译原理等课程的

重要基础。

数字逻辑

《数字逻辑》是计算机专业的一门硬件基础课，是《计算机组成原理》

的先修课程。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数字电路的应用和数字逻辑的设

计方法，内容涵盖了数字表示、数字编码、布尔代数、组合逻辑设计方

法、时序逻辑设计方法、可编程的逻辑器件以及数字电路系统中应用的

概念和技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抽象

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具备数字系统硬件分析、

设计和开发的基本技能，为信息学科的硬件开发储备人才。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

数字系统的分析和设计方法，其先修课程为《模

拟电子技术》，后续课程为《计算机组成原理》、

《微机原理》等。

计算方法

计算方法，是研究用计算机求解各种数学问题的数值方法及其理论的一

门学科，它既有高度抽象性与严密科学性的特点，又有应用的广泛性与

实际实验的高度技术性的特点，是一门与计算机使用密切结合的实用性

很强的数学课程.主要介绍插值法、函数逼近与曲线拟合、线性方程组迭

代解法、数值积分与数值微分、非线性方程组解法、常微分方程数值解

等，并特别加强实验环节的训练以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本课程的主要先修课为高等数学、工程数学、计

算机语言。本课程的主要后续课为数据结构、程

序设计、数据库原理、编译原理、操作系统等。

算法设计与

分析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软件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主要研究计

算机算法设计与分析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应用。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掌握算法设计的基本方法，

熟悉算法分析的基本技术，并能熟练运用一些常用算法，为学生进一步

学习后续课程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为程序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和数据结构，课程所涉及的算法均为 C++实
现，是计算机专业学习算法的入门课程，是学习

其他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础。为了后续课程

教学及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需要，主要讲授各种

算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

Java程序设

计 II

Java程序设计是计算机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Java具
有简单性、面向对象性、平台无关性、安全性和健壮性等诸多特点，内

置了多线程和网络支持能力，是网络世界的通用语言。随着当前云计算、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新信息技术的兴起，Java语言成为其中

主流的编程语言和开发平台，学习和掌握 Java语言无疑会对学生将来的

工作和就业带来更多的机遇。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Java语言基础知识、

Java语法构成、面向对象编程技术、常用系统类的使用、图形用户界面

设计、图形处理、多媒体处理、异常处理、文件和数据流处理、数据库

访问和多线程技术等。

本课程针对计算机和软件工程专业学生的基础

和特点，是在先修课程《数据结构》、《面向对

象程序设计》等课程基础上，通过理论教学和上

机实验，使得学生掌握 Java面向对象编程思想、

方法和技巧，并掌握 Java常用数据结构和算法使

用、图形用户界面设计、文件和数据流处理、数

据库访问和多线程技术等重要技术应用，从而为

学生学习 JSP、J2EE的相关课程提供坚实的语言

基础，为同期课程《软件工程》、《数据库原理》

课程提供开发实例，为《Java Web应用开发Ⅰ》

或《移动应用开发》等课程提供技术基础，为毕

业设计提供前台开发技术储备。

信息安全概

论

《信息安全概论》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和物联网工程等专业

的一门专业选修课。课程全面介绍信息安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知识体

系，主要内容包括信息保密技术、信息认证技术、PKI与 PMI认证技术、

密钥管理技术、访问控制技术、网络的攻击与防范、系统安全、网络安

全技术和信息安全管理等内容。本课程以导论的形式对信息安全学科中

的主要领域进行了全面而适度的介绍，有助于信息类专业学生在较短时

间内获得对信息安全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术的概貌认识。本课程侧重于对

主流信息安全技术进行全面介绍，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为将来进一步查

阅或学习信息安全相关知识奠定基础。另外，该课程还坚持实用的原则，

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信息安全意识和普及常用的信息安全技术。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构、

操作系统（计科）、计算机网络等，学生需要具

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方可进行本

课程的学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将来进一步

查阅或学习信息安全相关知识奠定基础。

人工智能导

论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及软件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一门

专业选修课。课程主要研究如何利用计算机来模拟人脑所从事的感知、

推理、学习、思考、规划等人类智能活动，解决需要用人类智能才能解

决的问题。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知识表示、推理机制和求解技术，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技术方法。启发

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培养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为今后在相关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数据结构、程序设计基础、

编译原理和离散数学。通过对人工智能课程的学

习，能够加深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基本算法、基本

原理和基本方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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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模式识别及

应用

本课程主要介绍目前计算机发展中,智能计算的先进技术和算法, 介绍这

些算法如何解决目前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关的热点问题。主要有神经网络，

其中卷积神经网络是最近深度学习的经典算法；介绍特征提取算法，如

何从大量的数据中找出与我们解决的问题相关的信息，将介绍经典主分

量分析，小波分析。介绍的目前流行优化算法，遗传算法， 粒子群算法，

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将将所学知识，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提高创新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 C语言或程序设计， 本课

程将学生的基础知识，例如数学，统计学， 编

程能力融合在一起，解决问题，其他基础课程能

力对本课程有帮助， 反之又促进了其他课程的

学习。

数据库原理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它的

主要内容包括数据库的基本概念、关系数据库标准语言 SQL、关系代数、

关系数据理论、关系数据库设计、关系查询处理和查询优化以及数据库

的安全性、完整性、恢复技术、并发控制等。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存储、

使用和管理数据。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数据库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技

术，能有效使用现有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和软件开发工具，掌握数据库设

计方法和步骤，具有设计数据库模式以及开发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基本能

力。为日后从事软件技术、数据库应用工作、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

门专业基础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存储、

使用和管理数据。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数据库的基

本原理、方法和应用技术，能有效使用现有的数

据库管理系统和软件开发工具，掌握数据库设计

方法和步骤，具有设计数据库模式以及开发数据

库应用系统的基本能力。为日后从事软件技术工

作、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课程。为了

摆脱软件危机的困扰，一门研究软件开发与维护的普遍原理和技术的工

程学科——软件工程迅速发展，现在它已经成为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一个

重要分支。严格遵循软件工程方法论可以大大提高软件开发的成功率，

能够显著减少软件开发和维护中的问题。本课程将着重从实用角度讲述

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概念和技术方法，同时也尽量注意课程的全面性

和系统性。使学生学完本课程之后既能对实际的软件开发工作有所帮助，

又能为今后深入研究这门学科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的主要先行课为数据结构、面向对象技

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后继课程是课

程设计和毕业设计。通过学习数据结构、面向对

象技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等课程，使

学生具备软件开发的基本理论知识。本课程主要

讲授软件工程管理、软件需求分析、软件初步设

计、软件详细设计、软件测试等阶段的方法和技

术，培养学生按照软件工程进行软件开发的能力

和团队协作精神，从而为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打

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整个计算机系统的基础和核

心。它对下操纵硬件的动作，控制各种资源的分配与使用，扩充硬件的

功能；对上为用户程序和其他软件、工具提供环境和服务，方便用户的

使用。该课程内容理论性比较强，综合了各种操作系统的结构、设计思

想、方法、技术和理论，主要讲述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

实现技术，包括处理器管理、进程管理、存储器管理、设备管理和文件

管理等。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计算机系统工作原理、计

算机软硬件资源管理方法和设计开发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基本知识结构，

为今后的应用和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操作系统"课程是高等院校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以及相关专业形成计算机系统思维、掌握计算机软硬件体

系结构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

学习本操作系统课程，需要先学习 C语言、Java
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等课程，本课程与计算

机组成原理要相互配合学习，共同培养学生的计

算机软件和硬件一体的系统思维。本课程的后续

课程包括：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Linux
操作系统等。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和物联网工程等相关专

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当掌握计算机网络

的分层体系结构以及多种典型网络协议的机理，掌握计算机网络相关软

硬件知识。同时，学生应当熟悉计算机网络中广泛使用的工具，能够对

网络进行有效测试与测量。另外，本课程还使学生熟悉基于计算机网络

的多类软硬件应用，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计算机网络相关新兴技术及开发基于网络的应用打下

良好的基础。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和基本方法，其涉及面非常广，几乎涵盖了从低层到高层的网络各层设

计思想与实现技术。除了深入讲述经典计算机网络协议与方法以外，本

课程还包括一些最前沿的新兴网络技术，如软件定义网络、内容分发网

络、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数据中心网络等。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计算机科学导论、程序设计

基础、数据结构、离散数学等，学生需要具备一

定的专业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方可进行本课程

的学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网络工程、

网络编程、网络数据库、局域网技术、信息管理

系统(MIS)、物联网通信技术等领域进一步的学

习和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Linux编程基

础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Linux是一种

可以在 PC上执行的类似 UNIX的操作系统，功能非常强大，可以用于

开发优秀的图形化界面。本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全面地了解和掌

握 Linux系统的基本概念、原理及应用技术，掌握 Linux 环境下 Shell编
程、C编程、Qt编程等基础的编程技术，并为学生进一步学习 Linux高
级开发技术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系统地介

绍 Linux的基础知识、安装和配置方法、文件与

目录系统、shell编程、C编程、Qt图形界面程序

设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是本课程的先修课程，

操作系统、数据结构课程的学习能够加深对本门

课程的理解。

软件项目管

理

软件项目管理是为了让软件项目尤其是大型项目的整个软件生命周期都

能在管理者的控制之下，以预定成本，按期、按质的完成软件并交付用

户使用。

软件项目管理是计算机相关专业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以培训专业的软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包括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

构、软件工程等。国外著名大学、国内重点大学

都把软件项目管理课程作为软件工程专业、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开发方向）的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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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项目管理人才为目的。课程向学生传授项目管理的理论、方法以及技

巧，让学生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软件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实践能力。

本课程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通过结合案例帮助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消

化和理解。本课程是一门理论基础与实践技术相结合的工程类课程，涵

盖了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软件项目管理理论、软件项目管理方法、软

件项目管理工具等多方面的内容。

之一。这门课程对于奠定软件工程专业技术与管

理复合型人才的理论基础起着重要的作用。

Java Web应
用开发 III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方向

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开发和运行 Java Web应用项目，内容涉及

Tomcat服务器、JSP技术、Servlet技术、JDBC技术以及 Struts技术等

内容。目的是使学生掌握 Java Web应用开发的基本过程、方法和技术，

能有效使用现有的 Java Web应用开发工具，掌握 JSP和 Servlet 技术并

开发简单的 Java Web项目，使用 Tomcat服务器发布和运行 Java Web项
目，具有 Java Web应用系统开发的基本能力。为日后从事软件技术、数

据库应用工作、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方向课，其主要

任务是学习 Java Web应用程序设计的基本理论

及实现，其先行课是 C语言程序设计、Java程序

设计基础、Web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等，

后续课程为 Java框架技术。

框架编程技

术

框架编程技术课程是计算机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中 Java学习的最后一个

环节的重点课程，其主要内容是学习 SSH和 SSM 框架。本课程综合使

用前期所学过的所有课程，包括 Java基础、数据库基础、网页前端开发

技术、Java Web开发技术等，Java框架技术在企业级开发中具有重要的

地位。

本课程综合使用前期所学过的所有课程，包括

Java基础、数据库基础、网页前端开发技术、Java
Web开发技术等，Java框架技术在企业级开发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为后续课程如生产实习/大型

项目综合实训、毕业实习/见习式训练、毕业设计

等奠定基础。

移动软件开

发

《移动软件开发》以移动手机中的 Android系统开发为基础，辅以实践

内容，逐步使得学生能够利用已经学习的 java语言，掌握移动平台开发

的基础知识和要点，并通过这些知识，设计出基于 Android平台简单程

序，课程以移动开发的基础知识为主，重点讲解 Android开发环境中各

组件的特点、使用方法、整合技巧等内容，主要包含：开发环境搭建及

配置、界面设计、组件使用、程序单元 Activity、应用核心 Intent，以及

Android事件处理、多媒体资源访问，数据共享，数据访问等内容。在教

学的过程中，通过定制的实践教学内容，来让学生将所学知识通过设计

进行掌握和记忆。

本课程主要讲解 Android开发技术，需要学生学

习过《程序设计基础》掌握基本的编程技巧；学

习过《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掌握面向对象编程的

方法；学习过《java程序设计 II》掌握 java语言

的基本编程方法。本课程学习完毕后，可以为后

期学习《Android应用开发实践》的选修课程打

下基础。

软件体系结

构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和掌握软件体系结构从系统架构分析设计到详细

设计的知识和能力。课程以软件设计知识为主线，包括：软件设计的要

素、软件设计的评价、面向对象的软件设计方法、用户界面设计、体系

结构设计、基于模式的设计等。其中软件体系结构和面向对象的软件设

计为最重要环节，软件体系结构部分介绍软件体系结构基本概念和典型

的软件体系结构风格，培养学生系统架构分析与设计的能力。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具备一定的程序设计基础和

相关的软件工程基础知识，数据结构、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系统、软件工程、UML
统一建模是软件体系结构与设计模式的先修课。

该课程是后继课程软件质量控制、软件项目管

理。

软件测试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是开放方

向和测试方向的专业必修课。在第六学期开设，其课程目标是通过课程

的贯彻实施，学习软件测试理论知识和业界主流的通用测试技术，研究

如何保证软件质量，如何进行软件测试，怎样选取测试用例等；使学生

掌握软件测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基本测试流程、技术和方法，会

熟练编写测试计划，测试用例，测试报告，熟悉几种自动化测试工具并

应用到实践，从而从工程化角度提高和培养学生从事大型软件的测试技

术和能力，使学生具备软件测试的必备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能基

本承担起软件测试的工作任务，为将来从事软件开发和软件测试工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测试方向和开

发方向的专业方向必修课，先行课是数据结构、

软件工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程序设计基础、

离散数学、数据库原理。要求学生具备基础的开

发能力和数据库开发管理能力，对软件开发流程

要比较熟悉。对专业的学生而言，本课程为他们

奠定了软件质量管理的基础，增强了他们的质量

意识；同时，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让他们掌握软

件测试的基本原理和技能，能够对软件产品进行

有效的测试，控制软件产品的质量。

汇编语言

汇编语言是高等院校计算机软、硬件及应用专业的专业基础（核心）课，

它不仅是计算机原理、接口技术及操作系统等其它核心课程的先行课，

而且对训练学生掌握程序设计技术、加深对计算机工作原理的理解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习者掌握 8086至 Pentiun微处

理器的寻址方式、指令系统及其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基本思想和方法，同

时通过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进一步掌握利用程序设计充分发挥计算机效率

的基本思想。通过上机实践熟悉上机操作和程序调试技术。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80x86计算机组织，掌握 8086/8088指令系统和寻

址方式，掌握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基本方法，能进行汇编语言程序的设计、

调试。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计算机应用基础、C语言、

程序设计基础等，掌握了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和

程序设计基础，对计算机的应用有感性认识后，

才能顺利的学习掌握汇编语言的主要知识，同时

也为以后的微机原理等课程打下基础。

.Net软件开发

本课程对 ASP.NET 4.5动态网站开发设计的相关知识进行介绍，包含 C#
语法、ASP.NET服务器端控件、ADO.NET、Ajax等。本课程循序渐进

地介绍 ASP.NET程序设计语言的基础、界面设计、编程方法和数据库系

统实例开发等方面的内容。从浅显、实用的角度出发，结合大量案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开发 ASP.NET程序的

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对网络程序设计有一个全

面的认识和了解，并能够独立自主开发留言板、

BBS、聊天室等网络应用程序。课程性质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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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对 ASP.NET进行讲解，并提供相关习题、课件等供学生课下学习。选修课。Web设计基础作为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让

学生了解编程，掌握一门编程语言；本课程主要

讲解 ASP.NET的开发，以 c#为源语言开发基于

B/S模式的应用程序。

计算机组成

原理

计算机组成原理是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是计算机硬件课程体系

的“基石”，在计算机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该课程

主要讲述控制器、运算器、存储器和输入输出设备的组成和计算机的基

本工作原理。其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计算机的内部结构、工作原理、逻

辑实现、设计方法以及各硬件组成部分之间的内部联系，从而让学生建

立计算机系统的整体概念，这对培养学生设计和发展计算机系统的能力

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概念和原理层次上

给出了计算机硬件系统各部件的组成设计方法，

其先修课程为《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数字

逻辑》、《汇编语言》，后续课程为《微机原理》、

《计算机体系结构》、《计算机网络》。

面向对象建

模 UML

《面向对象建模 UML》是计算机类专业选修的专业实践课程。该课程的

特点是涉及面广、实用性强。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在学习了软件工程

的基本理论知识之后，进一步了解和掌握面向对象的建模语言——统一

建模语言，从而提高软件开发的能力与水平。

本课程的前期课程是《程序设计基础》、《软件

工程》。国外著名大学、国内重点大学都把“面
向对象建模 UML”课程作为软件工程专业、计算

机科学技术专业（软件开发方向）的核心课程之

一。这门课程对于奠定软件工程专业技术与管理

复合型人才的理论基础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门课

程是软件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也是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软件服务外包）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

脚本编程技

术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程序设计类高级课程专

业课。主要任务：在学生已有的高级程序设计知识基础上，进一步学习

Web网站设计中与 JavaScript相关的各种前端技术，包括 HTML、
JavaScript、DOM、CSS、XML、Ajax、Jquery，为日后从事Web开发打

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课，它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当前

主流的前端脚本开发技术，其先行课程为高级程

序设计语言（C语言及 Java语言），后续课程为

Java Web应用开发技术等。

编译原理

《编译原理》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工程系本科生的专业课程，

主要任务是系统地学习编译程序的基本原理、基本实现方法和一些自动

构造工具。学习将高级程序设计语言源程序翻译成计算机能处理的目标

代码语言的过程，介绍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的编译原理及其基本实现技术，

以及编译方面的最新技术发展和研究方向。并通过实验实现简单的词法

和语法编译程序。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包括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

理、C语言、Java程序设计、汇编语言、离散数

学。本课程的后续课程可以包括软件工程。本课

程的相关课程包括操作系统原理、数据库原理、

计算机组成原理，它们共同组成现代计算机的核

心理论基础。

计算机专业

英语

通过计算机专业英语课程的学习，扩大知识面，提高阅读和翻译专业英

语文献资料的能力,并通过课堂英语交流,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从而

能更好地适应信息社会对计算机人才的要求。教学内容包括基本语法、

词汇记忆和阅读翻译技巧，并涵盖了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编程、多媒

体应用、网络与电子商务、全球软件外包等方面的相关知识。通过角色

对话与写作实训，培养学生的说、读、写能力，同时增加课程的互动性

与趣味性。

学习本课程前，学生应具备基本的计算机知识，

并有一定的英语基础。通过学习本课程，可以提

高计算机专业学生的专业英语应用能力。

Android高级

开发

《Android高级开发》是在学生学习掌握了 Android基础知识后，利用掌

握的知识，学习 Android在图形图像处理技术、多媒体应用，数据共享、

网络编程及 Internet应用方面的知识，并掌握多线程程序设计方法、消

息处理、service应用等高级编程技巧。结合大量范列、经典应用的讲解

及实践，使学生能够学习理解 Android开发中的高级内容，掌握更深一

层的 Android开发技术。结合这些技术及基础开发知识，学生能够设计

出具有美观的图形 UI，附带数据库内容，以及网络功能的 Android应用

程序。

本课程主要讲解 Android高级开发技术，需要学

生学习过《程序设计基础》掌握基本的编程技巧；

学习过《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掌握面向对象编程

的方法；学习过《java程序设计 II》掌握 java语
言的基本编程方法。并通过《Android开发基础》

课程，掌握 Android开发的基础知识。

Linux高级开

发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是 Linux开发方向

学生的必选课。本课程主要内容有 Linux系统编程环境及编程工具

（GCC/Makefile/GDB）、文件管理（文件属性控制、ANSI以及 POSIX
标准下文件读写操作、终端编程）、进程管理（创建、退出、执行、等

待、属性控制）、进程间通信（管道、消息队列、共享内存）、进程间

同步机制（信号量）、进程间异步机制（信号）、线程管理（创建、退

出、取消等以及属性控制）、线程间同步（互斥锁、读写锁、条件变量）、

线程与信号以及 BSDsocket编程中的 TCP、UDP、原始套接口、网络服

务器应用开发等内容。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是在学生具有程序设计基础和

Linux编程基础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 Linux高级程序设计与开发能力。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方

向课，先修课程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Linux编
程基础。

学科前沿技

术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以专题讲座的形式

讲授或组织学生进行座谈讨论。讲授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有关的最新前

沿知识，有关的技术发展方向，市场发展预测以及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有关的市场人才需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了解计算机科学

本课程是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软件工程

专业主干专业课程为基础的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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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市场发展预测，以此决定自己的研究内容和发展方

向，并能在社会和市场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ARM体系结

构与编程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是 Linux开发方向

学生的必选课。本课程主要内容有 ARM的体系结构、ARM 开发语言、

开发平台以及基于 ARM 的编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解

基本的嵌入式开发流程、开发使用的工具，掌握嵌入式产品的开发方法

及编程。使学生能偶掌握嵌入式开发的流程、语言和方法。使学生深刻

认识嵌入式软件的开发过程和实现技术。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方

向课，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 Linux编程基础、

Linux高级开发。

嵌入式技术

《嵌入式技术》课程是我校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

专业课，该课程讨论了典型嵌入式系统的设计及应用相关知识，分析了

嵌入式系统设计需要掌握的理论知识、设计方法及步骤，介绍了嵌入式

系统的基本组成及从底层到应用层各个典型模块的设计，将理论知识和

实际对象充分的结合起来，行程一个完整的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技术》课程主要讲解了嵌入式系统软硬件基础知识、嵌入式系

统平台的构建、基于 ARM处理器的系统启动与中断处理、典型的外设

模块/驱动程序设计、嵌入式操作系统基础知识、uC/OSII操作系统的应

用和移植以及嵌入式软件测试基础等部分。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嵌入

式的软件和硬件的体系结构，其先行课是大学物

理、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数字逻辑，后续课程

为微机原理、软件测试等。

嵌入式操作

系统

《嵌入式操作系统》重点讲述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原理，包含操作系统的

任务管理、内存管理、资源管理、任务通信、中断与异步信号等内容。

通过对µCOS-II嵌入式操作系统进行实践，系统的描述了如何移植一个

嵌入式操作系统到特定的硬件平台中。课程还根据不同的嵌入式操作系

统，分析其中的异同和差别，以及其适应的不同嵌入式平台。最后重点

介绍了目前常见的 Linux系列、Windows CE系列、Android系列操作系

统的原理和特点，并讲解了如何编写这些系统下的驱动程序以实现与其

他设计的连接。

学习本课程，需要先了解嵌入式系统的特点，因

而本课程与《嵌入式系统》课程密切相关，是其

后继课程。同时，本课程中还涉及到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等方面的内容，需要《程序设计基础》、

《数据结构》两名课程作为前导课程。此外，本

课程的内容，和《操作系统》课程有部分相关联

的内容，可以对比参考学习。

微机原理与

接口技术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的课程，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结构与系统组成，CPU的内部逻

辑结构及外部引脚功能，存储器结构，系统配置，CPU的典型操作和时

序。存储器的类型及性能指标，了解随机存储器 RAM的结构原理

（SRAM,DRAM）只读存储器 ROM的结构原理

（PROM,EPROM,EEPROM），掌握存储器与 CPU的连接，存储器的层

次结构，高速缓存（Cache）的工作原理，计算机的基本寻址方式，指令

系统及其简单编程应用，I / O端口的编址方式，主机与外设进行数据传

送的基本控制方式（程序控制方式，中断方式,DMA方式），中断控制

器、DMA控制器的组成及编程应用，串行接口，并行接口，计数器／定

时器等各种外围接口芯片的设置和应用。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汇编

语言等，掌握了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对计算机

的应用有感性认识后，结合汇编语言知识，才能

顺利的学习掌握微机原理课程的主要知识，为进

一步学习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嵌入式系统

原理

《嵌入式系统原理》课程是我校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开设的一门

重要专业课，该课程讨论了典型嵌入式系统的设计及应用相关知识，分

析了嵌入式系统设计需要掌握的理论知识、设计方法及步骤，介绍了嵌

入式系统的基本组成及从底层到应用层各个典型模块的设计，将理论知

识和实际对象充分的结合起来，行程一个完整的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原理》课程主要讲解了嵌入式系统软硬件基础知识、嵌入

式系统平台的构建、基于 ARM处理器的系统启动与中断处理、典型的

外设模块/驱动程序设计、嵌入式操作系统基础知识、uC/OSII操作系统

的应用和移植以及嵌入式软件测试基础等部分。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嵌入

式的软件和硬件的体系结构，其先行课是大学物

理、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数字逻辑，后续课程

为微机原理、软件测试等。

计算机体系

结构

《计算机体系结构》课程是我校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开设的一门

重要专业课，对于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自顶向下、系统地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目标是提高学生从总体结构、系

统分析这一层次来研究和分析计算机系统的能力；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系

统结构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结构、基本设计和分析方法，并对

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有所了解。通过学习本课程，能把在

“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编译原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等课

程中所学的软、硬件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计算机系统的完

整概念。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计算

机的硬件的体系结构，其先行课是大学物理、电

路与模拟电子技术、数字逻辑，计算机组成原理，

微机原理。

综合布线与

组网工程

《综合布线与组网工程》课程是我校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开设的

一门重要专业课，该课程依据《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综合

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等国家标准进行讲解，系统介绍了综合布线的

基础理论、构成与工程设计方法、布线施工技术、系统测试与工程验收，

是网络工程师、布线工程师的骨干专业课程，并涉及到计算机网络工程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综合

布线的基础理论、系统工程设计、布线施工技术、

系统测试与工程验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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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实验课程的相关内容。

《综合布线与组网工程》课程从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角度比较全面的

系统的阐述了综合布线的基础理论、系统工程设计、布线施工技术、系

统测试与工程验收等内容。

无线网络技

术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主要内容是当前各

种主流的无线网络技术，主要有计算机网络及无线网络发展概况、网络

原理基本概念；无线传输技术；无线局域网、无线个域网、无线城域网、

无线广域网与移动 Ad Hoc网络；无线传感器网络、无线Mesh网络；无

线网络与物联网。主要任务是研究各种无线网络技术。目的是使学生掌

握无线网络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技术。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任选课，主要内容涉及网络技

术与无线通讯技术、传感器技术的结合。本课程

的先行课计算机网络。

物联网工程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课程的主要内容是

研究物联网的感知识别层、网络构建层、管理服务层和综合应用层的主

要功能和技术原理。物联网是一个基于互联网、传统电信网等信息承载

体，让所有能够被独立寻址的普通物理对象实现互联互通的网络。它具

有普通对象设备化、自治终端互联化和普适服务智能化三个重要特征。

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了解物联网的基本概念，掌握物联网的体系结

构和各层次的关键技术，明确物联网的知识结构，并为学习物联网技术

的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任选课，主要内容涉及物联网

的各层次的功能、原理和相关技术。本课程的先

行课是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计算机组成原理、

计算机网络。

功能测试及

方法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HP测试方向）的一门重要专

业选修课。它的主要内容分为理论篇、工具功能篇两部分。理论篇包括

功能测试的测试过程，如需求分析、测试方法等，以及由功能测试引入

自动化测试的测试方案、流程、策略等。工具篇内容从 UFT的安装开始，

介绍软件界面、录制与回放等，逐步深入到 UFT的工作机制中，介绍对

象库、关键字视图、检查点、参数化、操作模块等知识，进一步将 UFT
应用到实际项目中。为日后从事软件测试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选修课，其先行课是软件测

试，后续课程为软件测试自动化等。

性能测试及

方法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HP测试方向）的一门重要专

业选修课。对软件系统性能测试方法、过程与工具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包括对软件性能之于软件系统的重要性进行了剖析，对常用的软件性能

需求分析方法进行了总结，对软件性能测试的组织与管理方法进行了分

析，对 HP Loadrunner性能测试工具进行了说明，并对企业实际项目的

性能测试案例进行了解析。为日后从事软件测试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重要专业（HP测试方向）选修课，

其先行课是软件测试，后续课程为软件自动化测

试等。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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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嵌入式）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9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具有较扎实的计算机理论和嵌入式系统工程理论基础，掌握嵌入式软件开发的方法、技术和工具的使

用，以及跟踪掌握嵌入式软件开发领域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为全面掌握嵌入式软件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具有较强的

计算思维能力和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学生成为适应社会和行业需求的嵌入式软件高级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从事嵌入式软件开发的基本训练，具有从事嵌入式软件开发

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基本的人文社科知识，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社会责任感强；

2．掌握从事本专业工作所需要的数学和其他相关的自然科学、系统科学知识及一定的经济管理知识；

3．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4．掌握嵌入式软件的分析和设计的基本方法；

5．掌握科学的嵌入式软件开发理论和方法；

6．具备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7．了解与计算机有关的法律、规范，熟悉软件开发的过程标准；

8．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团队合作、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

9．了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动态，具备信息获取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能够跟踪本领域最新技术发展趋势；

10．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获取信息的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

与沟通能

力

2.数学与

自然科

学、经济

管理等知

识

3.计科基

础知识

4.计科专

业知识

5.实践能

力

6.利用工

具解决问

题的能力

7.组织管

理、团队

协作能力

8.信息获

取与自主

学习能力

9.英语应

用能力和

跨文件交

流能力

10.遵守行

业相关法

律法规

11.创新创

业精神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
大学英语 √ √
体育 √

程序设计基础 √ √
信息检索 √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高等数学 √

线性代数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
离散数学 √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 √

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 √
数据结构 √ √

Java程序设计 I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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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编程基础 √ √

大数据技术基础 √ √
数字逻辑 √ √

算法设计与分析 √ √

计算方法 √ √
脚本编程技术 √ √ √

汇编语言 √ √

数学模型 √
计算机图形学 √ √

.Net软件开发 √ √

数据库原理 √ √
计算机网络 √ √

计算机组成原理 √ √

操作系统 √ √
框架编程技术 √ √

移动软件开发 √ √

软件体系结构 √ √
大数据分析 √ √

数据挖掘技术 √ √

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 √ √
软件工程 √ √
软件项目管理 √ √
Java Web应用开发 II √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

软件测试 √

嵌入式系统原理（单

片机原理及应用）
√

编译原理 √

嵌入式软件开发实践 √ √

信息安全概论 √
计算机体系结构 √

人工智能导论 √ √

综合布线与组网工程 √ √
模式识别及应用 √ √

无线网络技术 √ √

物联网工程 √ √
计算机专业英语 √ √
学科前沿技术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

程设计
√ √ √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 √ √

数据库原理课程设计 √ √ √
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 √ √ √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

设计
√ √ √

生产实习 √ √ √
毕业实习 √ √ √

毕业设计（论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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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是一个面向应用的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主要学习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嵌入式软件开发技术、方法等。该专业强调计算机基础、

嵌入式软件开发的学习，夯实基础，并通过上机实践、实验、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提高学生嵌入式软件

开发的能力。

五、主干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离散数学、数据结构、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程序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计算机组成原理、数据库原理、软件工

程、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编译原理、软件项目管理、Java Web应用开发、Android开发、软件测试及移动软件开发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程序设计基础（1学分/32学时）、数据结构（0.5学分/16学时）、数据库原理（0.5学分/16学时）、计算机网

络（0.5学分/16学时）、计算机组成原理（0.5学分/16学时）、操作系统（0.5学分/16学时）、嵌入式系统原理（0.5学分/16学时）、

课程设计（1学分/1周）、生产实习（5学分/5周）、毕业实习（5学分/5周）、毕业设计（论文）（10学分/18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1.5 8 34.5 11.5 14.5 23 27 48

要求学时 2284+35周 824 128 584 132 264 352 35周 668+35周
学分占比 100% 25.94% 5% 21.56% 7.19% 9.06% 14.40% 16.88% 30.0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计算机理论基础，软件开发的方法、技术和工具的使用，有较强的计算思维能力和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能够综合运

用相关知识从事计算机嵌入式软件开发和项目管理，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和创新意识。（说明：毕业要求应能支撑

培养目标的达成以及专业认证相关要求。）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1.5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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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3.5 32 48 3.5 考试 B031904
信息学院

平台课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Computer Major）

1 16 1 考查 B031901
信息学院

平台课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1.5 616.0 0.0 64.0 160.0 12.5 10.5 8.0 7.5 0.0 2.5 0.5 0.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

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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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4.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Ⅰ（上） 5 80 5 考试 B113101

高等数学Ⅰ（下） 6 96 6 考试 B113102
大学物理Ⅲ(电磁学) 4 56 16 4 考试 B113204

线性代数Ⅰ 3 48 3 考试 B11312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3 48 3 考试 B113123

离散数学 3 48 3 考试 B033903
信息学院

平台课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2.5 32 16 2.5 考试 B033904
信息学院

平台课

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 4 56 16 4 考试 B023260

数据结构 4 56 16 4 考试 B033905
信息学院

平台课

小计 34.5 520 32 32 0 5 15.5 14 0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Java程序设计 II 2.5 32 16 2.5 考试 B038101
Linux编程基础 2.5 32 16 2.5 考试 B038102

大数据技术基础 2 24 16 2 考试 B038172

数字逻辑 3 40 16 3 考试 B038103
算法设计与分析 2.5 32 16 2.5 考试 B038104

计算方法 2.5 32 16 2.5 考试 B038906

脚本编程技术 2.5 32 16 2.5 考试 B038105
汇编语言 2.5 32 16 2.5 考试 B038106

数学模型 2.5 40 2.5 考试 B118126

计算机图形学 2.5 32 16 2.5 考试 B038107
.Net软件开发 2 24 16 2 考试 B038108

小计 27 352 16 144 0 0 0 7 15.5 4.5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4.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数据库原理 3.5 48 16 3.5 考试 B034907

计算机网络 3.5 48 16 3.5 考试 B034908
计算机组成原理 4 56 16 4 考试 B034909

操作系统 3.5 48 16 3.5 考试 B034910

小计 14.5 200 16 48 0 0 0 0 7 7.5 0 0 0 小计

388
383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

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An
droid
开

发）

Java Web应用开发 III 2 24 16 2 考试 B035162

Android开发基础 2 24 16 2 考试 B035163

Android高级开发 2 24 16 2 考试 B035164

小计 6 72 0 48 0 0 0 0 0 2 4 0 0

方向

二

（大

数据

技

术）

大数据分析 2 24 16 2 考试 B035158

数据挖掘技术 2 24 16 2 考试 B035159
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 2 24 16 2 考试 B035160

小计 6 72 0 48 0 0 0 0 0 2 4 0 0

方向

三

（Li
nux
开

发）

Linux高级开发 2 24 16 2 考试 B035167
ARM体系结构与编

程
2 24 16 2 考试 B035168

嵌入式 Linux 系统部

署与驱动开发
2 24 16 2 考试 B035169

小计 6 72 0 48 0 0 0 0 2 2 2 0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7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软件工程 3 40 16 3 考试 B036911
软件项目管理 2 32 2 考试 B036912

Java Web应用开发 II 2.5 32 16 2.5 考试 B036125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5 32 16 2.5 考试 B036126
软件测试 2 24 16 2 考试 B035114

框架编程技术 2 24 16 2 考试 B035109

嵌入式系统原理（单

片机原理及应用）
2.5 32 16 2.5 考试 B036127

编译原理 3 40 16 3 考试 B036913

嵌入式软件开发实践 1.5 48 1.5 考试 B036131

信息安全概论 2.5 32 16 2.5 考试 B036914
计算机体系结构 2.5 32 16 2.5 考试 B036132

人工智能导论 2.5 32 16 2.5 考试 B036915

综合布线与组网工程 2.5 32 16 2.5 考试 B036133
模式识别及应用 2 24 16 2 考试 B036916

无线网络技术 2 32 2 考试 B036134

物联网工程 3 32 32 2 考试 B036135
计算机专业英语 1 16 1 考查 B036917

学科前沿技术 I 1 16 1 考查 B036918

学科前沿技术 II 1 16 1 考查 B036961
SOA架构应用开发 1 32 1 考查 B036136

Android应用开发实践 1 32 1 考查 B036137

基于 SSH企业级应用

开发
1 32 1 考查 B036138

人机交互娱乐软件开

发
1 32 1 考查 B03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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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测试及方法 2 24 16 2 考查 B035112

性能测试及方法 2 24 16 2 考查 B035113
软件测试自动化 1 32 1 考查 B036140

软件测试管理实践 考查 B036141

软件安全测试实践 考查 B036142
软件评测实践 考查 B036143

应用软件测试实践 考查 B036144

小计 48 544 80 368 0 0 0 0 0 10 27 10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7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1） 考查

安全教育 （2） 考查

社会实践 （2） 考查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145

数字逻辑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147
数据库原理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148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150

嵌入式系统原理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152
生产实习 5 5 5 考查 B037170

毕业实习 5 5 5 考查 B037171

毕业设计（论文） 10 18 10 考查 B037156
小计 27 35 2 1 0 2 1 1 10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程序设计基

础

程序设计基础是计算机类专业本科教学中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

课，在计算机类专业的本科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一门实

践性很强的课程。

本课程以 C语言为载体，使学生学会阅读用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编

写的简单应用程序，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和用计算机解决实

际问题的基本步骤，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其严谨的思维方式

和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为进一步学习其它专业基础课程打下良好的基

础。

本课程是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抽象能

力和基本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能力。本课程为后续

课程（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操作系统、

编译原理和软件工程等）打下坚实的基础。

科技发展与

学科专业概

论

本课程是一门重要的通识教育必修课。主要介绍计算机发展史、工

作原理及体系结构，教育部关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

专业规范，我校本专业课程体系，专业特色（如：校企合作专业的办学

特色），IT行业发展趋势及对专业人才需求等。为日后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没有先修课程，

是所有计算机专业课程的基础，同修课程是程序

设计基础，借助“程序设计基础”课程掌握问题求

解的基本过程，理解计算机的计算过程；它的主

要任务是了解计算机学科的知识体系，以便对学

生四年大学学习给出规划。

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是现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美国 ACM和 IEEE/CS
推出的Computing Curricula 2004课程体系和我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

评审通过的《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程 2001》中离散数学被列为核心

课程。

离散数学内容主要包括: 数理逻辑中命题演算、谓词演算等形式逻

辑的推理规律；集合的概念、运算及应用，集合内元素间的关系以及集

合之间的关系,无限集的特性；抽象代数的基本理论和应用,格与布尔代

数，图论学科的基本概念、欧拉图、哈密尔顿图、最小路径算法、中国

邮路问题、树及平面图

离散数学基本上是一门体系独立自行封闭

的基础数学课程，不需要太多的数学基础，但由

于它内容抽象，理论性较强，因此它需要学生先

期有较好的数学思维的训练，最好将此课程安排

在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课程之后。线性代数为本

课程提供矩阵和矩阵运算方面的准备；高等数学

为本课程提供必要的数学知识。

本课程为“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操作

系统”、“编译原理”、“人工智能”等许多其它专业

基础课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

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通过全面、系统地介绍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

概念、分析方法、设计方法、基本语法和编程方法；详尽地讲述 C++语
本课程的前期课程是程序设计语言，它们为本课

程提供计算机软件基础知识，又为学习其他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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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面向对象的基本特性，其内容包括类、对象、派生类、继承、多态性、

虚函数、模板等；从而使学生能深刻理解和领会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特

点和风格，类的封装性、继承性和多态性与程序的安全性、结构性和灵

活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达到掌握其设计方法和编程基础的目的，并为后

续课程打下基础。

业课程打下基础。本课程让学生了解面向对象的

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基本技术、功能实现、工作方

法、步骤、过程，并且熟悉大型软件系统的开发

环境和实施环境；并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培养和

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和开发应用系统的能力。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在计算机科学中是一门综合性的专业基础课，是介于数学、

计算机硬件和计算机软件三者之间的一门核心课程。在计算机科学中，

数据结构不仅是一般程序设计（特别是非数值计算的程序设计）的基础，

而且是设计和实现编译程序、操作系统、数据系统及其它系统程序和大

型应用程序的重要基础。

学习本门课程要求掌握各种主要数据结构的特点、在计算机内部的表示

方法，以及处理数据的算法，对于算法所花费的时间和空间代价的分析

也要求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各

种数据对象的特点，学会数据的组织方法和实现方法，并进一步培养基

本的良好的程序设计能力。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具备一定的程序设计基础和

相关的计算机基础知识，程序设计基础、离散数

学是数据结构的相关的先修课。该课程是后继课

程如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编译原理等课程的

重要基础。

数字逻辑

《数字逻辑》是计算机专业的一门硬件基础课，是《计算机组成原理》

的先修课程。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数字电路的应用和数字逻辑的设

计方法，内容涵盖了数字表示、数字编码、布尔代数、组合逻辑设计方

法、时序逻辑设计方法、可编程的逻辑器件以及数字电路系统中应用的

概念和技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抽象

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具备数字系统硬件分析、

设计和开发的基本技能，为信息学科的硬件开发储备人才。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

数字系统的分析和设计方法，其先修课程为《模

拟电子技术》，后续课程为《计算机组成原理》、

《微机原理》等。

计算方法

计算方法，是研究用计算机求解各种数学问题的数值方法及其理论的一

门学科，它既有高度抽象性与严密科学性的特点，又有应用的广泛性与

实际实验的高度技术性的特点，是一门与计算机使用密切结合的实用性

很强的数学课程.主要介绍插值法、函数逼近与曲线拟合、线性方程组迭

代解法、数值积分与数值微分、非线性方程组解法、常微分方程数值解

等，并特别加强实验环节的训练以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本课程的主要先修课为高等数学、工程数学、计

算机语言。本课程的主要后续课为数据结构、程

序设计、数据库原理、编译原理、操作系统等。

算法设计与

分析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软件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主要研究计

算机算法设计与分析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应用。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掌握算法设计的基本方法，

熟悉算法分析的基本技术，并能熟练运用一些常用算法，为学生进一步

学习后续课程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为程序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和数据结构，课程所涉及的算法均为 C++实
现，是计算机专业学习算法的入门课程，是学习

其他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础。为了后续课程

教学及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需要，主要讲授各种

算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

Java程序设

计 II

Java程序设计是计算机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Java具
有简单性、面向对象性、平台无关性、安全性和健壮性等诸多特点，内

置了多线程和网络支持能力，是网络世界的通用语言。随着当前云计算、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新信息技术的兴起，Java语言成为其中

主流的编程语言和开发平台，学习和掌握 Java语言无疑会对学生将来的

工作和就业带来更多的机遇。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Java语言基础知识、

Java语法构成、面向对象编程技术、常用系统类的使用、图形用户界面

设计、图形处理、多媒体处理、异常处理、文件和数据流处理、数据库

访问和多线程技术等。

本课程针对计算机和软件工程专业学生的基础

和特点，是在先修课程《数据结构》、《面向对

象程序设计》等课程基础上，通过理论教学和上

机实验，使得学生掌握 Java面向对象编程思想、

方法和技巧，并掌握 Java常用数据结构和算法使

用、图形用户界面设计、文件和数据流处理、数

据库访问和多线程技术等重要技术应用，从而为

学生学习 JSP、J2EE的相关课程提供坚实的语言

基础，为同期课程《软件工程》、《数据库原理》

课程提供开发实例，为《Java Web应用开发Ⅰ》

或《移动应用开发》等课程提供技术基础，为毕

业设计提供前台开发技术储备。

信息安全概

论

《信息安全概论》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和物联网工程等专业

的一门专业选修课。课程全面介绍信息安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知识体

系，主要内容包括信息保密技术、信息认证技术、PKI与 PMI认证技术、

密钥管理技术、访问控制技术、网络的攻击与防范、系统安全、网络安

全技术和信息安全管理等内容。本课程以导论的形式对信息安全学科中

的主要领域进行了全面而适度的介绍，有助于信息类专业学生在较短时

间内获得对信息安全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术的概貌认识。本课程侧重于对

主流信息安全技术进行全面介绍，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为将来进一步查

阅或学习信息安全相关知识奠定基础。另外，该课程还坚持实用的原则，

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信息安全意识和普及常用的信息安全技术。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构、

操作系统（计科）、计算机网络等，学生需要具

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方可进行本

课程的学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将来进一步

查阅或学习信息安全相关知识奠定基础。

人工智能导

论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及软件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一门

专业选修课。课程主要研究如何利用计算机来模拟人脑所从事的感知、

推理、学习、思考、规划等人类智能活动，解决需要用人类智能才能解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数据结构、程序设计基础、

编译原理和离散数学。通过对人工智能课程的学

习，能够加深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基本算法、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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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问题。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知识表示、推理机制和求解技术，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技术方法。启发

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培养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为今后在相关

领域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原理和基本方法的理解。

模式识别及

应用

本课程主要介绍目前计算机发展中,智能计算的先进技术和算法, 介绍这

些算法如何解决目前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关的热点问题。主要有神经网络，

其中卷积神经网络是最近深度学习的经典算法；介绍特征提取算法，如

何从大量的数据中找出与我们解决的问题相关的信息，将介绍经典主分

量分析，小波分析。介绍的目前流行优化算法，遗传算法， 粒子群算法，

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将将所学知识，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提高创新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 C语言或程序设计， 本课

程将学生的基础知识，例如数学，统计学， 编

程能力融合在一起，解决问题，其他基础课程能

力对本课程有帮助， 反之又促进了其他课程的

学习。

数据库原理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它的

主要内容包括数据库的基本概念、关系数据库标准语言 SQL、关系代数、

关系数据理论、关系数据库设计、关系查询处理和查询优化以及数据库

的安全性、完整性、恢复技术、并发控制等。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存储、

使用和管理数据。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数据库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技

术，能有效使用现有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和软件开发工具，掌握数据库设

计方法和步骤，具有设计数据库模式以及开发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基本能

力。为日后从事软件技术、数据库应用工作、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

门专业基础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存储、

使用和管理数据。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数据库的基

本原理、方法和应用技术，能有效使用现有的数

据库管理系统和软件开发工具，掌握数据库设计

方法和步骤，具有设计数据库模式以及开发数据

库应用系统的基本能力。为日后从事软件技术工

作、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课程。为了

摆脱软件危机的困扰，一门研究软件开发与维护的普遍原理和技术的工

程学科——软件工程迅速发展，现在它已经成为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一个

重要分支。严格遵循软件工程方法论可以大大提高软件开发的成功率，

能够显著减少软件开发和维护中的问题。本课程将着重从实用角度讲述

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概念和技术方法，同时也尽量注意课程的全面性

和系统性。使学生学完本课程之后既能对实际的软件开发工作有所帮助，

又能为今后深入研究这门学科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的主要先行课为数据结构、面向对象技

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后继课程是课

程设计和毕业设计。通过学习数据结构、面向对

象技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等课程，使

学生具备软件开发的基本理论知识。本课程主要

讲授软件工程管理、软件需求分析、软件初步设

计、软件详细设计、软件测试等阶段的方法和技

术，培养学生按照软件工程进行软件开发的能力

和团队协作精神，从而为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打

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整个计算机系统的基础和核

心。它对下操纵硬件的动作，控制各种资源的分配与使用，扩充硬件的

功能；对上为用户程序和其他软件、工具提供环境和服务，方便用户的

使用。该课程内容理论性比较强，综合了各种操作系统的结构、设计思

想、方法、技术和理论，主要讲述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

实现技术，包括处理器管理、进程管理、存储器管理、设备管理和文件

管理等。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计算机系统工作原理、计

算机软硬件资源管理方法和设计开发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基本知识结构，

为今后的应用和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操作系统"课程是高等院校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以及相关专业形成计算机系统思维、掌握计算机软硬件体

系结构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

学习本操作系统课程，需要先学习 C语言、Java
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等课程，本课程与计算

机组成原理要相互配合学习，共同培养学生的计

算机软件和硬件一体的系统思维。本课程的后续

课程包括：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Linux
操作系统等。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和物联网工程等相关专

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当掌握计算机网络

的分层体系结构以及多种典型网络协议的机理，掌握计算机网络相关软

硬件知识。同时，学生应当熟悉计算机网络中广泛使用的工具，能够对

网络进行有效测试与测量。另外，本课程还使学生熟悉基于计算机网络

的多类软硬件应用，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计算机网络相关新兴技术及开发基于网络的应用打下

良好的基础。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和基本方法，其涉及面非常广，几乎涵盖了从低层到高层的网络各层设

计思想与实现技术。除了深入讲述经典计算机网络协议与方法以外，本

课程还包括一些最前沿的新兴网络技术，如软件定义网络、内容分发网

络、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数据中心网络等。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计算机科学导论、程序设计

基础、数据结构、离散数学等，学生需要具备一

定的专业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方可进行本课程

的学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网络工程、

网络编程、网络数据库、局域网技术、信息管理

系统(MIS)、物联网通信技术等领域进一步的学

习和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Linux编程基

础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Linux是一种

可以在 PC上执行的类似 UNIX的操作系统，功能非常强大，可以用于

开发优秀的图形化界面。本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全面地了解和掌

握 Linux系统的基本概念、原理及应用技术，掌握 Linux 环境下 Shell编
程、C编程、Qt编程等基础的编程技术，并为学生进一步学习 Linux高
级开发技术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系统地介

绍 Linux的基础知识、安装和配置方法、文件与

目录系统、shell编程、C编程、Qt图形界面程序

设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是本课程的先修课程，

操作系统、数据结构课程的学习能够加深对本门

课程的理解。

软件项目管 软件项目管理是为了让软件项目尤其是大型项目的整个软件生命周期都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包括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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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能在管理者的控制之下，以预定成本，按期、按质的完成软件并交付用

户使用。

软件项目管理是计算机相关专业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以培训专业的软

件项目管理人才为目的。课程向学生传授项目管理的理论、方法以及技

巧，让学生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软件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实践能力。

本课程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通过结合案例帮助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消

化和理解。本课程是一门理论基础与实践技术相结合的工程类课程，涵

盖了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软件项目管理理论、软件项目管理方法、软

件项目管理工具等多方面的内容。

构、软件工程等。国外著名大学、国内重点大学

都把软件项目管理课程作为软件工程专业、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开发方向）的核心课程

之一。这门课程对于奠定软件工程专业技术与管

理复合型人才的理论基础起着重要的作用。

Java Web应
用开发 III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方向

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开发和运行 Java Web应用项目，内容涉及

Tomcat服务器、JSP技术、Servlet技术、JDBC技术以及 Struts技术等

内容。目的是使学生掌握 Java Web应用开发的基本过程、方法和技术，

能有效使用现有的 Java Web应用开发工具，掌握 JSP和 Servlet 技术并

开发简单的 Java Web项目，使用 Tomcat服务器发布和运行 Java Web项
目，具有 Java Web应用系统开发的基本能力。为日后从事软件技术、数

据库应用工作、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方向课，其主要

任务是学习 Java Web应用程序设计的基本理论

及实现，其先行课是 C语言程序设计、Java程序

设计基础、Web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等，

后续课程为 Java框架技术。

框架编程技

术

框架编程技术课程是计算机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中 Java学习的最后一个

环节的重点课程，其主要内容是学习 SSH和 SSM 框架。本课程综合使

用前期所学过的所有课程，包括 Java基础、数据库基础、网页前端开发

技术、Java Web开发技术等，Java框架技术在企业级开发中具有重要的

地位。

本课程综合使用前期所学过的所有课程，包括

Java基础、数据库基础、网页前端开发技术、Java
Web开发技术等，Java框架技术在企业级开发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为后续课程如生产实习/大型

项目综合实训、毕业实习/见习式训练、毕业设计

等奠定基础。

移动软件开

发

《移动软件开发》以移动手机中的 Android系统开发为基础，辅以实践

内容，逐步使得学生能够利用已经学习的 java语言，掌握移动平台开发

的基础知识和要点，并通过这些知识，设计出基于 Android平台简单程

序，课程以移动开发的基础知识为主，重点讲解 Android开发环境中各

组件的特点、使用方法、整合技巧等内容，主要包含：开发环境搭建及

配置、界面设计、组件使用、程序单元 Activity、应用核心 Intent，以及

Android事件处理、多媒体资源访问，数据共享，数据访问等内容。在教

学的过程中，通过定制的实践教学内容，来让学生将所学知识通过设计

进行掌握和记忆。

本课程主要讲解 Android开发技术，需要学生学

习过《程序设计基础》掌握基本的编程技巧；学

习过《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掌握面向对象编程的

方法；学习过《java程序设计 II》掌握 java语言

的基本编程方法。本课程学习完毕后，可以为后

期学习《Android应用开发实践》的选修课程打

下基础。

软件体系结

构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和掌握软件体系结构从系统架构分析设计到详细

设计的知识和能力。课程以软件设计知识为主线，包括：软件设计的要

素、软件设计的评价、面向对象的软件设计方法、用户界面设计、体系

结构设计、基于模式的设计等。其中软件体系结构和面向对象的软件设

计为最重要环节，软件体系结构部分介绍软件体系结构基本概念和典型

的软件体系结构风格，培养学生系统架构分析与设计的能力。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具备一定的程序设计基础和

相关的软件工程基础知识，数据结构、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系统、软件工程、UML
统一建模是软件体系结构与设计模式的先修课。

该课程是后继课程软件质量控制、软件项目管

理。

软件测试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是开放方

向和测试方向的专业必修课。在第六学期开设，其课程目标是通过课程

的贯彻实施，学习软件测试理论知识和业界主流的通用测试技术，研究

如何保证软件质量，如何进行软件测试，怎样选取测试用例等；使学生

掌握软件测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基本测试流程、技术和方法，会

熟练编写测试计划，测试用例，测试报告，熟悉几种自动化测试工具并

应用到实践，从而从工程化角度提高和培养学生从事大型软件的测试技

术和能力，使学生具备软件测试的必备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能基

本承担起软件测试的工作任务，为将来从事软件开发和软件测试工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测试方向和开

发方向的专业方向必修课，先行课是数据结构、

软件工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程序设计基础、

离散数学、数据库原理。要求学生具备基础的开

发能力和数据库开发管理能力，对软件开发流程

要比较熟悉。对专业的学生而言，本课程为他们

奠定了软件质量管理的基础，增强了他们的质量

意识；同时，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让他们掌握软

件测试的基本原理和技能，能够对软件产品进行

有效的测试，控制软件产品的质量。

汇编语言

汇编语言是高等院校计算机软、硬件及应用专业的专业基础（核心）课，

它不仅是计算机原理、接口技术及操作系统等其它核心课程的先行课，

而且对训练学生掌握程序设计技术、加深对计算机工作原理的理解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习者掌握 8086至 Pentiun微处

理器的寻址方式、指令系统及其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基本思想和方法，同

时通过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进一步掌握利用程序设计充分发挥计算机效率

的基本思想。通过上机实践熟悉上机操作和程序调试技术。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80x86计算机组织，掌握 8086/8088指令系统和寻

址方式，掌握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基本方法，能进行汇编语言程序的设计、

调试。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计算机应用基础、C语言、

程序设计基础等，掌握了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和

程序设计基础，对计算机的应用有感性认识后，

才能顺利的学习掌握汇编语言的主要知识，同时

也为以后的微机原理等课程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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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软件开发

本课程对 ASP.NET 4.5动态网站开发设计的相关知识进行介绍，包含 C#
语法、ASP.NET服务器端控件、ADO.NET、Ajax等。本课程循序渐进

地介绍 ASP.NET程序设计语言的基础、界面设计、编程方法和数据库系

统实例开发等方面的内容。从浅显、实用的角度出发，结合大量案例、

代码对 ASP.NET进行讲解，并提供相关习题、课件等供学生课下学习。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开发 ASP.NET程序的

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对网络程序设计有一个全

面的认识和了解，并能够独立自主开发留言板、

BBS、聊天室等网络应用程序。课程性质为专业

选修课。Web设计基础作为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让

学生了解编程，掌握一门编程语言；本课程主要

讲解 ASP.NET的开发，以 c#为源语言开发基于

B/S模式的应用程序。

计算机组成

原理

计算机组成原理是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是计算机硬件课程体系

的“基石”，在计算机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该课程

主要讲述控制器、运算器、存储器和输入输出设备的组成和计算机的基

本工作原理。其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计算机的内部结构、工作原理、逻

辑实现、设计方法以及各硬件组成部分之间的内部联系，从而让学生建

立计算机系统的整体概念，这对培养学生设计和发展计算机系统的能力

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概念和原理层次上

给出了计算机硬件系统各部件的组成设计方法，

其先修课程为《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数字

逻辑》、《汇编语言》，后续课程为《微机原理》、

《计算机体系结构》、《计算机网络》。

面向对象建

模 UML

《面向对象建模 UML》是计算机类专业选修的专业实践课程。该课程的

特点是涉及面广、实用性强。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在学习了软件工程

的基本理论知识之后，进一步了解和掌握面向对象的建模语言——统一

建模语言，从而提高软件开发的能力与水平。

本课程的前期课程是《程序设计基础》、《软件

工程》。国外著名大学、国内重点大学都把“面
向对象建模 UML”课程作为软件工程专业、计算

机科学技术专业（软件开发方向）的核心课程之

一。这门课程对于奠定软件工程专业技术与管理

复合型人才的理论基础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门课

程是软件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也是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软件服务外包）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

脚本编程技

术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程序设计类高级课程专

业课。主要任务：在学生已有的高级程序设计知识基础上，进一步学习

Web网站设计中与 JavaScript相关的各种前端技术，包括 HTML、
JavaScript、DOM、CSS、XML、Ajax、Jquery，为日后从事Web开发打

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课，它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当前

主流的前端脚本开发技术，其先行课程为高级程

序设计语言（C语言及 Java语言），后续课程为

Java Web应用开发技术等。

编译原理

《编译原理》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工程系本科生的专业课程，

主要任务是系统地学习编译程序的基本原理、基本实现方法和一些自动

构造工具。学习将高级程序设计语言源程序翻译成计算机能处理的目标

代码语言的过程，介绍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的编译原理及其基本实现技术，

以及编译方面的最新技术发展和研究方向。并通过实验实现简单的词法

和语法编译程序。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包括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

理、C语言、Java程序设计、汇编语言、离散数

学。本课程的后续课程可以包括软件工程。本课

程的相关课程包括操作系统原理、数据库原理、

计算机组成原理，它们共同组成现代计算机的核

心理论基础。

计算机专业

英语

通过计算机专业英语课程的学习，扩大知识面，提高阅读和翻译专业英

语文献资料的能力,并通过课堂英语交流,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从而

能更好地适应信息社会对计算机人才的要求。教学内容包括基本语法、

词汇记忆和阅读翻译技巧，并涵盖了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编程、多媒

体应用、网络与电子商务、全球软件外包等方面的相关知识。通过角色

对话与写作实训，培养学生的说、读、写能力，同时增加课程的互动性

与趣味性。

学习本课程前，学生应具备基本的计算机知识，

并有一定的英语基础。通过学习本课程，可以提

高计算机专业学生的专业英语应用能力。

Android高级

开发

《Android高级开发》是在学生学习掌握了 Android基础知识后，利用掌

握的知识，学习 Android在图形图像处理技术、多媒体应用，数据共享、

网络编程及 Internet应用方面的知识，并掌握多线程程序设计方法、消

息处理、service应用等高级编程技巧。结合大量范列、经典应用的讲解

及实践，使学生能够学习理解 Android开发中的高级内容，掌握更深一

层的 Android开发技术。结合这些技术及基础开发知识，学生能够设计

出具有美观的图形 UI，附带数据库内容，以及网络功能的 Android应用

程序。

本课程主要讲解 Android高级开发技术，需要学

生学习过《程序设计基础》掌握基本的编程技巧；

学习过《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掌握面向对象编程

的方法；学习过《java程序设计 II》掌握 java语
言的基本编程方法。并通过《Android开发基础》

课程，掌握 Android开发的基础知识。

Linux高级开

发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是 Linux开发方向

学生的必选课。本课程主要内容有 Linux系统编程环境及编程工具

（GCC/Makefile/GDB）、文件管理（文件属性控制、ANSI以及 POSIX
标准下文件读写操作、终端编程）、进程管理（创建、退出、执行、等

待、属性控制）、进程间通信（管道、消息队列、共享内存）、进程间

同步机制（信号量）、进程间异步机制（信号）、线程管理（创建、退

出、取消等以及属性控制）、线程间同步（互斥锁、读写锁、条件变量）、

线程与信号以及 BSDsocket编程中的 TCP、UDP、原始套接口、网络服

务器应用开发等内容。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是在学生具有程序设计基础和

Linux编程基础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 Linux高级程序设计与开发能力。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方

向课，先修课程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Linux编
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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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前沿技

术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以专题讲座的形式

讲授或组织学生进行座谈讨论。讲授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有关的最新前

沿知识，有关的技术发展方向，市场发展预测以及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有关的市场人才需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了解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市场发展预测，以此决定自己的研究内容和发展方

向，并能在社会和市场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本课程是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软件工程

专业主干专业课程为基础的专业选修课。

ARM体系结

构与编程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是 Linux开发方向

学生的必选课。本课程主要内容有 ARM的体系结构、ARM 开发语言、

开发平台以及基于 ARM 的编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解

基本的嵌入式开发流程、开发使用的工具，掌握嵌入式产品的开发方法

及编程。使学生能偶掌握嵌入式开发的流程、语言和方法。使学生深刻

认识嵌入式软件的开发过程和实现技术。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方

向课，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 Linux编程基础、

Linux高级开发。

嵌入式技术

《嵌入式技术》课程是我校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

专业课，该课程讨论了典型嵌入式系统的设计及应用相关知识，分析了

嵌入式系统设计需要掌握的理论知识、设计方法及步骤，介绍了嵌入式

系统的基本组成及从底层到应用层各个典型模块的设计，将理论知识和

实际对象充分的结合起来，行程一个完整的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技术》课程主要讲解了嵌入式系统软硬件基础知识、嵌入式系

统平台的构建、基于 ARM处理器的系统启动与中断处理、典型的外设

模块/驱动程序设计、嵌入式操作系统基础知识、uC/OSII操作系统的应

用和移植以及嵌入式软件测试基础等部分。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嵌入

式的软件和硬件的体系结构，其先行课是大学物

理、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数字逻辑，后续课程

为微机原理、软件测试等。

嵌入式操作

系统

《嵌入式操作系统》重点讲述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原理，包含操作系统的

任务管理、内存管理、资源管理、任务通信、中断与异步信号等内容。

通过对µCOS-II嵌入式操作系统进行实践，系统的描述了如何移植一个

嵌入式操作系统到特定的硬件平台中。课程还根据不同的嵌入式操作系

统，分析其中的异同和差别，以及其适应的不同嵌入式平台。最后重点

介绍了目前常见的 Linux系列、Windows CE系列、Android系列操作系

统的原理和特点，并讲解了如何编写这些系统下的驱动程序以实现与其

他设计的连接。

学习本课程，需要先了解嵌入式系统的特点，因

而本课程与《嵌入式系统》课程密切相关，是其

后继课程。同时，本课程中还涉及到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等方面的内容，需要《程序设计基础》、

《数据结构》两名课程作为前导课程。此外，本

课程的内容，和《操作系统》课程有部分相关联

的内容，可以对比参考学习。

微机原理与

接口技术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的课程，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结构与系统组成，CPU的内部逻

辑结构及外部引脚功能，存储器结构，系统配置，CPU的典型操作和时

序。存储器的类型及性能指标，了解随机存储器 RAM的结构原理

（SRAM,DRAM）只读存储器 ROM的结构原理

（PROM,EPROM,EEPROM），掌握存储器与 CPU的连接，存储器的层

次结构，高速缓存（Cache）的工作原理，计算机的基本寻址方式，指令

系统及其简单编程应用，I / O端口的编址方式，主机与外设进行数据传

送的基本控制方式（程序控制方式，中断方式,DMA方式），中断控制

器、DMA控制器的组成及编程应用，串行接口，并行接口，计数器／定

时器等各种外围接口芯片的设置和应用。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汇编

语言等，掌握了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对计算机

的应用有感性认识后，结合汇编语言知识，才能

顺利的学习掌握微机原理课程的主要知识，为进

一步学习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嵌入式系统

原理

《嵌入式系统原理》课程是我校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开设的一门

重要专业课，该课程讨论了典型嵌入式系统的设计及应用相关知识，分

析了嵌入式系统设计需要掌握的理论知识、设计方法及步骤，介绍了嵌

入式系统的基本组成及从底层到应用层各个典型模块的设计，将理论知

识和实际对象充分的结合起来，行程一个完整的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原理》课程主要讲解了嵌入式系统软硬件基础知识、嵌入

式系统平台的构建、基于 ARM处理器的系统启动与中断处理、典型的

外设模块/驱动程序设计、嵌入式操作系统基础知识、uC/OSII操作系统

的应用和移植以及嵌入式软件测试基础等部分。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嵌入

式的软件和硬件的体系结构，其先行课是大学物

理、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数字逻辑，后续课程

为微机原理、软件测试等。

计算机体系

结构

《计算机体系结构》课程是我校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开设的一门

重要专业课，对于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自顶向下、系统地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目标是提高学生从总体结构、系

统分析这一层次来研究和分析计算机系统的能力；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系

统结构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结构、基本设计和分析方法，并对

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有所了解。通过学习本课程，能把在

“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编译原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等课

程中所学的软、硬件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计算机系统的完

整概念。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计算

机的硬件的体系结构，其先行课是大学物理、电

路与模拟电子技术、数字逻辑，计算机组成原理，

微机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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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布线与

组网工程

《综合布线与组网工程》课程是我校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开设的

一门重要专业课，该课程依据《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综合

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等国家标准进行讲解，系统介绍了综合布线的

基础理论、构成与工程设计方法、布线施工技术、系统测试与工程验收，

是网络工程师、布线工程师的骨干专业课程，并涉及到计算机网络工程

及实验课程的相关内容。

《综合布线与组网工程》课程从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角度比较全面的

系统的阐述了综合布线的基础理论、系统工程设计、布线施工技术、系

统测试与工程验收等内容。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综合

布线的基础理论、系统工程设计、布线施工技术、

系统测试与工程验收等内容。

无线网络技

术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主要内容是当前各

种主流的无线网络技术，主要有计算机网络及无线网络发展概况、网络

原理基本概念；无线传输技术；无线局域网、无线个域网、无线城域网、

无线广域网与移动 Ad Hoc网络；无线传感器网络、无线Mesh网络；无

线网络与物联网。主要任务是研究各种无线网络技术。目的是使学生掌

握无线网络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技术。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任选课，主要内容涉及网络技

术与无线通讯技术、传感器技术的结合。本课程

的先行课计算机网络。

物联网工程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课程的主要内容是

研究物联网的感知识别层、网络构建层、管理服务层和综合应用层的主

要功能和技术原理。物联网是一个基于互联网、传统电信网等信息承载

体，让所有能够被独立寻址的普通物理对象实现互联互通的网络。它具

有普通对象设备化、自治终端互联化和普适服务智能化三个重要特征。

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了解物联网的基本概念，掌握物联网的体系结

构和各层次的关键技术，明确物联网的知识结构，并为学习物联网技术

的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任选课，主要内容涉及物联网

的各层次的功能、原理和相关技术。本课程的先

行课是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计算机组成原理、

计算机网络。

功能测试及

方法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HP测试方向）的一门重要专

业选修课。它的主要内容分为理论篇、工具功能篇两部分。理论篇包括

功能测试的测试过程，如需求分析、测试方法等，以及由功能测试引入

自动化测试的测试方案、流程、策略等。工具篇内容从 UFT的安装开始，

介绍软件界面、录制与回放等，逐步深入到 UFT的工作机制中，介绍对

象库、关键字视图、检查点、参数化、操作模块等知识，进一步将 UFT
应用到实际项目中。为日后从事软件测试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选修课，其先行课是软件测

试，后续课程为软件测试自动化等。

性能测试及

方法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HP测试方向）的一门重要专

业选修课。对软件系统性能测试方法、过程与工具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包括对软件性能之于软件系统的重要性进行了剖析，对常用的软件性能

需求分析方法进行了总结，对软件性能测试的组织与管理方法进行了分

析，对 HP Loadrunner性能测试工具进行了说明，并对企业实际项目的

性能测试案例进行了解析。为日后从事软件测试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重要专业（HP测试方向）选修课，

其先行课是软件测试，后续课程为软件自动化测

试等。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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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HP）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9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具有较扎实的计算机理论基础，掌握软件开发的方法、技术和工具的使用，以及跟踪掌握软件开发领

域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为全面掌握软件开发技术和软件项目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具有较强的计算思维能力和良好的

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学生成为适应社会和行业需求的软件高级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软件开发的过程、标准及技术，具有软件开发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基本的人文社科知识，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社会责任感强；

2．掌握从事本专业工作所需要的数学和其他相关的自然科学、系统科学知识及一定的经济管理知识；

3．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4．掌握计算机系统的分析和设计的基本方法；

5．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软件需求分析、建模、软件设计和实现；

6．具备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7．了解与计算机有关的法律、规范；

8．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团队合作、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

9．了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动态，具备信息获取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能够跟踪本领域最新技术发展趋势；

10．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获取信息的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

与沟通能

力

2.数学与

自然科

学、经济

管理等知

识

3.计科基

础知识

4.计科专

业知识

5.实践能

力

6.利用工

具解决问

题的能力

7.组织管

理、团队

协作能力

8.信息获

取与自主

学习能力

9.英语应

用能力和

跨文件交

流能力

10.遵守行

业相关法

律法规

11.创新创

业精神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
大学英语 √ √
体育 √

程序设计基础 √ √
信息检索 √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高等数学 √

线性代数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
离散数学 √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 √

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 √
数据结构 √ √

Java程序设计 II √ √

Linux编程基础 √ √
大数据技术基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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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逻辑 √ √

算法设计与分析 √ √
计算方法 √ √

脚本编程技术 √ √ √

汇编语言 √ √
数学模型 √
计算机图形学 √ √

.Net软件开发 √ √
数据库原理 √ √

计算机网络 √ √

计算机组成原理 √ √
操作系统 √ √

框架编程技术 √ √

移动软件开发 √ √
软件体系结构 √ √

大数据分析 √ √

数据挖掘技术 √ √
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 √ √

软件工程 √ √
软件项目管理 √ √
Java Web应用开发 II √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

软件测试 √
嵌入式系统原理（单

片机原理及应用）
√

编译原理 √

嵌入式软件开发实践 √ √
信息安全概论 √

计算机体系结构 √

人工智能导论 √ √
综合布线与组网工程 √ √

模式识别及应用 √ √

无线网络技术 √ √
物联网工程 √ √

计算机专业英语 √ √
学科前沿技术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

程设计
√ √ √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 √ √
数据库原理课程设计 √ √ √

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 √ √ √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

设计
√ √ √

生产实习 √ √ √

毕业实习 √ √ √

毕业设计（论文） √ √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是一个面向应用的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主要学习计算机的基本知识，软件开发技术、方法等。该专业强调计算机基础、软件开

发的学习，夯实基础，并通过上机实践、实验、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提高学生软件开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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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干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离散数学、数据结构、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程序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计算机组成原理、数据库原理、软件工

程、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编译原理、软件项目管理、Java Web应用开发、软件测试、框架编程技术及移动软件开发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说明：含主要专业实验）程序设计基础（1学分/32学时）、数据结构（0.5学分/16学时）、数据库原理（0.5
学分/16学时）、计算机网络（0.5学分/16学时）、计算机组成原理（0.5学分/16学时）、操作系统（0.5学分/16学时）、课程设计（1
学分/1周）、生产实习（5学分/5周）、毕业实习（5学分/5周）、毕业设计（论文）（10学分/18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1.5 8 34.5 10.5 14.5 24 27 48

要求学时 2284+35周 824 128 584 116 264 368 35周 668+35周
学分占比 100% 25.94% 5% 21.56% 6.56% 9.06% 15% 16.88% 30.0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计算机理论基础，软件开发的方法、技术和工具的使用，有较强的计算思维能力和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能够综合运

用相关知识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和项目管理，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和创新意识。（说明：毕业要求应能支撑培养

目标的达成以及专业认证相关要求。）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1.5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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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3.5 32 48 3.5 考试 B031904
信息学院

平台课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Computer Major）

1 16 1 考查 B031901
信息学院

平台课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1.5 616.0 0.0 64.0 160.0 12.5 10.5 8.0 7.5 0.0 2.5 0.5 0.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

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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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4.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Ⅰ（上） 5 80 5 考试 B113101

高等数学Ⅰ（下） 6 96 6 考试 B113102
大学物理Ⅲ(电磁学) 4 56 16 4 考试 B113204

线性代数Ⅰ 3 48 3 考试 B11312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3 48 3 考试 B113123

离散数学 3 48 3 考试 B033903
信息学院

平台课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2.5 32 16 2.5 考试 B033904
信息学院

平台课

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 4 56 16 4 考试 B023260

数据结构 4 56 16 4 考试 B033905
信息学院

平台课

小计 34.5 520 32 32 0 5 15.5 14 0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0.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Java程序设计 II 2.5 32 16 2.5 考试 B038101
Linux编程基础 2.5 32 16 2.5 考试 B038102

大数据技术基础 2 24 16 2 考试 B038172

数字逻辑 3 40 16 3 考试 B038103
算法设计与分析 2.5 32 16 2.5 考试 B038104

计算方法 2.5 32 16 2.5 考试 B038906

脚本编程技术 2.5 32 16 2.5 考试 B038105
汇编语言 2.5 32 16 2.5 考试 B038106

数学模型 2.5 40 2.5 考试 B118126

计算机图形学 2.5 32 16 2.5 考试 B038107
.Net软件开发 2 24 16 2 考试 B038108

小计 27 352 16 144 0 0 0 7 15.5 4.5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4.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数据库原理 3.5 48 16 3.5 考试 B034907

计算机网络 3.5 48 16 3.5 考试 B034908
计算机组成原理 4 56 16 4 考试 B034909

操作系统 3.5 48 16 3.5 考试 B034910

小计 14.5 200 16 48 0 0 0 0 7 7.5 0 0 0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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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软

件开

发）

框架编程技术 2 24 16 2 考试 B035109

移动软件开发 2 24 16 2 考试 B035110

软件体系结构 2 24 16 2 考试 B035111
小计 6 72 0 48 0 0 0 0 0 2 4 0 0

方向

二（大

数据

技术）

大数据分析 2 24 16 2 考试 B035158

数据挖掘技术 2 24 16 2 考试 B035159
机器学习与模式识别 2 24 16 2 考试 B035160

小计 6 72 0 48 0 0 0 0 0 2 4 0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软件工程 3 40 16 3 考试 B036911

软件项目管理 2 32 2 考试 B036912
Java Web应用开发 II 2.5 32 16 2.5 考试 B036125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2.5 32 16 2.5 考试 B036126

软件测试 2 24 16 2 考试 B035114
嵌入式系统原理（单

片机原理及应用）
2.5 32 16 2.5 考试 B036127

编译原理 3 40 16 3 考试 B036913

嵌入式软件开发实践 1.5 48 1.5 考试 B036131
信息安全概论 2.5 32 16 2.5 考试 B036914

计算机体系结构 2.5 32 16 2.5 考试 B036132

人工智能导论 2.5 32 16 2.5 考试 B036915
综合布线与组网工程 2.5 32 16 2.5 考试 B036133

模式识别及应用 2 24 16 2 考试 B036916

无线网络技术 2 32 2 考试 B036134
物联网工程 3 32 32 2 考试 B036135

计算机专业英语 1 16 1 考查 B036917

学科前沿技术 I 1 16 1 考查 B036918
学科前沿技术 II 1 16 1 考查 B036961

SOA架构应用开发 1 32 1 考查 B036136

Android应用开发实践 1 32 1 考查 B036137
基于 SSH企业级应用

开发
1 32 1 考查 B036138

人机交互娱乐软件开

发
1 32 1 考查 B036139

功能测试及方法 2 24 16 2 考查 B035112
性能测试及方法 2 24 16 2 考查 B035113

软件测试自动化 1 32 1 考查 B036140

软件测试管理实践 1 32 1 考查 B036141
软件安全测试实践 1 32 1 考查 B036142

软件评测实践 1 32 1 考查 B036143

应用软件测试实践 2 64 2 考查 B036144
小计 53 544 80 528 0 0 0 0 0 10 27 15 0

402
397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7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1） 考查

安全教育 （2） 考查

社会实践 （2） 考查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145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146

数据库原理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148

计算机网络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149
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150

生产实习 5 5 5 考查 B037170

毕业实习 5 5 5 考查 B037171
毕业设计（论文） 10 18 10 考查 B037156

小计 27 35 2 1 1 2 1 0 10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程序设计基

础

程序设计基础是计算机类专业本科教学中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在

计算机类专业的本科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一门实践性很

强的课程。

本课程以 C语言为载体，使学生学会阅读用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编写的

简单应用程序，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和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

题的基本步骤，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其严谨的思维方式和良

好的程序设计风格，为进一步学习其它专业基础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是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其主

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抽象能力和

基本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能力。本课程为后续课程

（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操作系统、编

译原理和软件工程等）打下坚实的基础。

科技发展与

学科专业概

论

本课程是一门重要的通识教育必修课。主要介绍计算机发展史、工作原

理及体系结构，教育部关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专业

规范，我校本专业课程体系，专业特色（如：校企合作专业的办学特色），

IT行业发展趋势及对专业人才需求等。为日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物联网工程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没有先修课程，是所

有计算机专业课程的基础，同修课程是程序设计

基础，借助“程序设计基础”课程掌握问题求解的

基本过程，理解计算机的计算过程；它的主要任

务是了解计算机学科的知识体系，以便对学生四

年大学学习给出规划。

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是现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美国 ACM和 IEEE/CS推出

的Computing Curricula 2004课程体系和我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评审

通过的《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程 2001》中离散数学被列为核心课程。

离散数学内容主要包括: 数理逻辑中命题演算、谓词演算等形式逻辑的

推理规律；集合的概念、运算及应用，集合内元素间的关系以及集合之

间的关系,无限集的特性；抽象代数的基本理论和应用,格与布尔代数，图

论学科的基本概念、欧拉图、哈密尔顿图、最小路径算法、中国邮路问

题、树及平面图

离散数学基本上是一门体系独立自行封闭的基

础数学课程，不需要太多的数学基础，但由于它

内容抽象，理论性较强，因此它需要学生先期有

较好的数学思维的训练，最好将此课程安排在高

等数学和线性代数课程之后。线性代数为本课程

提供矩阵和矩阵运算方面的准备；高等数学为本

课程提供必要的数学知识。

本课程为“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操作系

统”、“编译原理”、“人工智能”等许多其它专业基

础课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

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通过全面、系统地介绍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

概念、分析方法、设计方法、基本语法和编程方法；详尽地讲述 C++语
言面向对象的基本特性，其内容包括类、对象、派生类、继承、多态性、

虚函数、模板等；从而使学生能深刻理解和领会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特

点和风格，类的封装性、继承性和多态性与程序的安全性、结构性和灵

活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达到掌握其设计方法和编程基础的目的，并为后

续课程打下基础。

本课程的前期课程是程序设计语言，它们为本课

程提供计算机软件基础知识，又为学习其他的专

业课程打下基础。本课程让学生了解面向对象的

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基本技术、功能实现、工作方

法、步骤、过程，并且熟悉大型软件系统的开发

环境和实施环境；并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培养和

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和开发应用系统的能力。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在计算机科学中是一门综合性的专业基础课，是介于数学、

计算机硬件和计算机软件三者之间的一门核心课程。在计算机科学中，

数据结构不仅是一般程序设计（特别是非数值计算的程序设计）的基础，

而且是设计和实现编译程序、操作系统、数据系统及其它系统程序和大

型应用程序的重要基础。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具备一定的程序设计基础和

相关的计算机基础知识，程序设计基础、离散数

学是数据结构的相关的先修课。该课程是后继课

程如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编译原理等课程的

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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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本门课程要求掌握各种主要数据结构的特点、在计算机内部的表示

方法，以及处理数据的算法，对于算法所花费的时间和空间代价的分析

也要求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各

种数据对象的特点，学会数据的组织方法和实现方法，并进一步培养基

本的良好的程序设计能力。

数字逻辑

《数字逻辑》是计算机专业的一门硬件基础课，是《计算机组成原理》

的先修课程。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数字电路的应用和数字逻辑的设

计方法，内容涵盖了数字表示、数字编码、布尔代数、组合逻辑设计方

法、时序逻辑设计方法、可编程的逻辑器件以及数字电路系统中应用的

概念和技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抽象

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具备数字系统硬件分析、

设计和开发的基本技能，为信息学科的硬件开发储备人才。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

数字系统的分析和设计方法，其先修课程为《模

拟电子技术》，后续课程为《计算机组成原理》、

《微机原理》等。

计算方法

计算方法，是研究用计算机求解各种数学问题的数值方法及其理论的一

门学科，它既有高度抽象性与严密科学性的特点，又有应用的广泛性与

实际实验的高度技术性的特点，是一门与计算机使用密切结合的实用性

很强的数学课程.主要介绍插值法、函数逼近与曲线拟合、线性方程组迭

代解法、数值积分与数值微分、非线性方程组解法、常微分方程数值解

等，并特别加强实验环节的训练以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本课程的主要先修课为高等数学、工程数学、计

算机语言。本课程的主要后续课为数据结构、程

序设计、数据库原理、编译原理、操作系统等。

算法设计与

分析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软件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主要研究计

算机算法设计与分析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应用。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掌握算法设计的基本方法，

熟悉算法分析的基本技术，并能熟练运用一些常用算法，为学生进一步

学习后续课程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为程序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和数据结构，课程所涉及的算法均为 C++实
现，是计算机专业学习算法的入门课程，是学习

其他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础。为了后续课程

教学及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需要，主要讲授各种

算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

Java程序设

计 II

Java程序设计是计算机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Java具
有简单性、面向对象性、平台无关性、安全性和健壮性等诸多特点，内

置了多线程和网络支持能力，是网络世界的通用语言。随着当前云计算、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新信息技术的兴起，Java语言成为其中

主流的编程语言和开发平台，学习和掌握 Java语言无疑会对学生将来的

工作和就业带来更多的机遇。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Java语言基础知识、

Java语法构成、面向对象编程技术、常用系统类的使用、图形用户界面

设计、图形处理、多媒体处理、异常处理、文件和数据流处理、数据库

访问和多线程技术等。

本课程针对计算机和软件工程专业学生的基础

和特点，是在先修课程《数据结构》、《面向对

象程序设计》等课程基础上，通过理论教学和上

机实验，使得学生掌握 Java面向对象编程思想、

方法和技巧，并掌握 Java常用数据结构和算法使

用、图形用户界面设计、文件和数据流处理、数

据库访问和多线程技术等重要技术应用，从而为

学生学习 JSP、J2EE的相关课程提供坚实的语言

基础，为同期课程《软件工程》、《数据库原理》

课程提供开发实例，为《Java Web应用开发Ⅰ》

或《移动应用开发》等课程提供技术基础，为毕

业设计提供前台开发技术储备。

信息安全概

论

《信息安全概论》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和物联网工程等专业

的一门专业选修课。课程全面介绍信息安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知识体

系，主要内容包括信息保密技术、信息认证技术、PKI与 PMI认证技术、

密钥管理技术、访问控制技术、网络的攻击与防范、系统安全、网络安

全技术和信息安全管理等内容。本课程以导论的形式对信息安全学科中

的主要领域进行了全面而适度的介绍，有助于信息类专业学生在较短时

间内获得对信息安全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术的概貌认识。本课程侧重于对

主流信息安全技术进行全面介绍，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为将来进一步查

阅或学习信息安全相关知识奠定基础。另外，该课程还坚持实用的原则，

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信息安全意识和普及常用的信息安全技术。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构、

操作系统（计科）、计算机网络等，学生需要具

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方可进行本

课程的学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将来进一步

查阅或学习信息安全相关知识奠定基础。

人工智能导

论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及软件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一门

专业选修课。课程主要研究如何利用计算机来模拟人脑所从事的感知、

推理、学习、思考、规划等人类智能活动，解决需要用人类智能才能解

决的问题。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知识表示、推理机制和求解技术，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技术方法。启发

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培养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为今后在相关

领域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数据结构、程序设计基础、

编译原理和离散数学。通过对人工智能课程的学

习，能够加深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基本算法、基本

原理和基本方法的理解。

模式识别及

应用

本课程主要介绍目前计算机发展中,智能计算的先进技术和算法, 介绍这

些算法如何解决目前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关的热点问题。主要有神经网络，

其中卷积神经网络是最近深度学习的经典算法；介绍特征提取算法，如

何从大量的数据中找出与我们解决的问题相关的信息，将介绍经典主分

量分析，小波分析。介绍的目前流行优化算法，遗传算法， 粒子群算法，

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将将所学知识，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 C语言或程序设计， 本课

程将学生的基础知识，例如数学，统计学， 编

程能力融合在一起，解决问题，其他基础课程能

力对本课程有帮助， 反之又促进了其他课程的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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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创新能力。

数据库原理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它的

主要内容包括数据库的基本概念、关系数据库标准语言 SQL、关系代数、

关系数据理论、关系数据库设计、关系查询处理和查询优化以及数据库

的安全性、完整性、恢复技术、并发控制等。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存储、

使用和管理数据。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数据库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技

术，能有效使用现有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和软件开发工具，掌握数据库设

计方法和步骤，具有设计数据库模式以及开发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基本能

力。为日后从事软件技术、数据库应用工作、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

门专业基础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存储、

使用和管理数据。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数据库的基

本原理、方法和应用技术，能有效使用现有的数

据库管理系统和软件开发工具，掌握数据库设计

方法和步骤，具有设计数据库模式以及开发数据

库应用系统的基本能力。为日后从事软件技术工

作、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课程。为了

摆脱软件危机的困扰，一门研究软件开发与维护的普遍原理和技术的工

程学科——软件工程迅速发展，现在它已经成为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一个

重要分支。严格遵循软件工程方法论可以大大提高软件开发的成功率，

能够显著减少软件开发和维护中的问题。本课程将着重从实用角度讲述

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概念和技术方法，同时也尽量注意课程的全面性

和系统性。使学生学完本课程之后既能对实际的软件开发工作有所帮助，

又能为今后深入研究这门学科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的主要先行课为数据结构、面向对象技

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后继课程是课

程设计和毕业设计。通过学习数据结构、面向对

象技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等课程，使

学生具备软件开发的基本理论知识。本课程主要

讲授软件工程管理、软件需求分析、软件初步设

计、软件详细设计、软件测试等阶段的方法和技

术，培养学生按照软件工程进行软件开发的能力

和团队协作精神，从而为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打

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整个计算机系统的基础和核

心。它对下操纵硬件的动作，控制各种资源的分配与使用，扩充硬件的

功能；对上为用户程序和其他软件、工具提供环境和服务，方便用户的

使用。该课程内容理论性比较强，综合了各种操作系统的结构、设计思

想、方法、技术和理论，主要讲述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

实现技术，包括处理器管理、进程管理、存储器管理、设备管理和文件

管理等。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计算机系统工作原理、计

算机软硬件资源管理方法和设计开发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基本知识结构，

为今后的应用和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操作系统"课程是高等院校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以及相关专业形成计算机系统思维、掌握计算机软硬件体

系结构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

学习本操作系统课程，需要先学习 C语言、Java
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等课程，本课程与计算

机组成原理要相互配合学习，共同培养学生的计

算机软件和硬件一体的系统思维。本课程的后续

课程包括：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Linux
操作系统等。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和物联网工程等相关专

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当掌握计算机网络

的分层体系结构以及多种典型网络协议的机理，掌握计算机网络相关软

硬件知识。同时，学生应当熟悉计算机网络中广泛使用的工具，能够对

网络进行有效测试与测量。另外，本课程还使学生熟悉基于计算机网络

的多类软硬件应用，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计算机网络相关新兴技术及开发基于网络的应用打下

良好的基础。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和基本方法，其涉及面非常广，几乎涵盖了从低层到高层的网络各层设

计思想与实现技术。除了深入讲述经典计算机网络协议与方法以外，本

课程还包括一些最前沿的新兴网络技术，如软件定义网络、内容分发网

络、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数据中心网络等。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计算机科学导论、程序设计

基础、数据结构、离散数学等，学生需要具备一

定的专业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方可进行本课程

的学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网络工程、

网络编程、网络数据库、局域网技术、信息管理

系统(MIS)、物联网通信技术等领域进一步的学

习和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Linux编程基

础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Linux是一种

可以在 PC上执行的类似 UNIX的操作系统，功能非常强大，可以用于

开发优秀的图形化界面。本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全面地了解和掌

握 Linux系统的基本概念、原理及应用技术，掌握 Linux 环境下 Shell编
程、C编程、Qt编程等基础的编程技术，并为学生进一步学习 Linux高
级开发技术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系统地介

绍 Linux的基础知识、安装和配置方法、文件与

目录系统、shell编程、C编程、Qt图形界面程序

设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是本课程的先修课程，

操作系统、数据结构课程的学习能够加深对本门

课程的理解。

软件项目管

理

软件项目管理是为了让软件项目尤其是大型项目的整个软件生命周期都

能在管理者的控制之下，以预定成本，按期、按质的完成软件并交付用

户使用。

软件项目管理是计算机相关专业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以培训专业的软

件项目管理人才为目的。课程向学生传授项目管理的理论、方法以及技

巧，让学生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软件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实践能力。

本课程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通过结合案例帮助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消

化和理解。本课程是一门理论基础与实践技术相结合的工程类课程，涵

盖了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软件项目管理理论、软件项目管理方法、软

件项目管理工具等多方面的内容。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包括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

构、软件工程等。国外著名大学、国内重点大学

都把软件项目管理课程作为软件工程专业、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开发方向）的核心课程

之一。这门课程对于奠定软件工程专业技术与管

理复合型人才的理论基础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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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Web应
用开发 III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方向

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开发和运行 Java Web应用项目，内容涉及

Tomcat服务器、JSP技术、Servlet技术、JDBC技术以及 Struts技术等

内容。目的是使学生掌握 Java Web应用开发的基本过程、方法和技术，

能有效使用现有的 Java Web应用开发工具，掌握 JSP和 Servlet 技术并

开发简单的 Java Web项目，使用 Tomcat服务器发布和运行 Java Web项
目，具有 Java Web应用系统开发的基本能力。为日后从事软件技术、数

据库应用工作、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方向课，其主要

任务是学习 Java Web应用程序设计的基本理论

及实现，其先行课是 C语言程序设计、Java程序

设计基础、Web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等，

后续课程为 Java框架技术。

框架编程技

术

框架编程技术课程是计算机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中 Java学习的最后一个

环节的重点课程，其主要内容是学习 SSH和 SSM 框架。本课程综合使

用前期所学过的所有课程，包括 Java基础、数据库基础、网页前端开发

技术、Java Web开发技术等，Java框架技术在企业级开发中具有重要的

地位。

本课程综合使用前期所学过的所有课程，包括

Java基础、数据库基础、网页前端开发技术、Java
Web开发技术等，Java框架技术在企业级开发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为后续课程如生产实习/大型

项目综合实训、毕业实习/见习式训练、毕业设计

等奠定基础。

移动软件开

发

《移动软件开发》以移动手机中的 Android系统开发为基础，辅以实践

内容，逐步使得学生能够利用已经学习的 java语言，掌握移动平台开发

的基础知识和要点，并通过这些知识，设计出基于 Android平台简单程

序，课程以移动开发的基础知识为主，重点讲解 Android开发环境中各

组件的特点、使用方法、整合技巧等内容，主要包含：开发环境搭建及

配置、界面设计、组件使用、程序单元 Activity、应用核心 Intent，以及

Android事件处理、多媒体资源访问，数据共享，数据访问等内容。在教

学的过程中，通过定制的实践教学内容，来让学生将所学知识通过设计

进行掌握和记忆。

本课程主要讲解 Android开发技术，需要学生学

习过《程序设计基础》掌握基本的编程技巧；学

习过《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掌握面向对象编程的

方法；学习过《java程序设计 II》掌握 java语言

的基本编程方法。本课程学习完毕后，可以为后

期学习《Android应用开发实践》的选修课程打

下基础。

软件体系结

构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和掌握软件体系结构从系统架构分析设计到详细

设计的知识和能力。课程以软件设计知识为主线，包括：软件设计的要

素、软件设计的评价、面向对象的软件设计方法、用户界面设计、体系

结构设计、基于模式的设计等。其中软件体系结构和面向对象的软件设

计为最重要环节，软件体系结构部分介绍软件体系结构基本概念和典型

的软件体系结构风格，培养学生系统架构分析与设计的能力。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具备一定的程序设计基础和

相关的软件工程基础知识，数据结构、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系统、软件工程、UML
统一建模是软件体系结构与设计模式的先修课。

该课程是后继课程软件质量控制、软件项目管

理。

软件测试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是开放方

向和测试方向的专业必修课。在第六学期开设，其课程目标是通过课程

的贯彻实施，学习软件测试理论知识和业界主流的通用测试技术，研究

如何保证软件质量，如何进行软件测试，怎样选取测试用例等；使学生

掌握软件测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基本测试流程、技术和方法，会

熟练编写测试计划，测试用例，测试报告，熟悉几种自动化测试工具并

应用到实践，从而从工程化角度提高和培养学生从事大型软件的测试技

术和能力，使学生具备软件测试的必备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能基

本承担起软件测试的工作任务，为将来从事软件开发和软件测试工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测试方向和开

发方向的专业方向必修课，先行课是数据结构、

软件工程、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程序设计基础、

离散数学、数据库原理。要求学生具备基础的开

发能力和数据库开发管理能力，对软件开发流程

要比较熟悉。对专业的学生而言，本课程为他们

奠定了软件质量管理的基础，增强了他们的质量

意识；同时，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让他们掌握软

件测试的基本原理和技能，能够对软件产品进行

有效的测试，控制软件产品的质量。

汇编语言

汇编语言是高等院校计算机软、硬件及应用专业的专业基础（核心）课，

它不仅是计算机原理、接口技术及操作系统等其它核心课程的先行课，

而且对训练学生掌握程序设计技术、加深对计算机工作原理的理解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习者掌握 8086至 Pentiun微处

理器的寻址方式、指令系统及其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基本思想和方法，同

时通过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进一步掌握利用程序设计充分发挥计算机效率

的基本思想。通过上机实践熟悉上机操作和程序调试技术。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80x86计算机组织，掌握 8086/8088指令系统和寻

址方式，掌握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基本方法，能进行汇编语言程序的设计、

调试。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计算机应用基础、C语言、

程序设计基础等，掌握了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和

程序设计基础，对计算机的应用有感性认识后，

才能顺利的学习掌握汇编语言的主要知识，同时

也为以后的微机原理等课程打下基础。

.Net软件开发

本课程对 ASP.NET 4.5动态网站开发设计的相关知识进行介绍，包含 C#
语法、ASP.NET服务器端控件、ADO.NET、Ajax等。本课程循序渐进

地介绍 ASP.NET程序设计语言的基础、界面设计、编程方法和数据库系

统实例开发等方面的内容。从浅显、实用的角度出发，结合大量案例、

代码对 ASP.NET进行讲解，并提供相关习题、课件等供学生课下学习。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开发 ASP.NET程序的

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对网络程序设计有一个全

面的认识和了解，并能够独立自主开发留言板、

BBS、聊天室等网络应用程序。课程性质为专业

选修课。Web设计基础作为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让

学生了解编程，掌握一门编程语言；本课程主要

讲解 ASP.NET的开发，以 c#为源语言开发基于

B/S模式的应用程序。

计算机组成

原理

计算机组成原理是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是计算机硬件课程体系

的“基石”，在计算机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该课程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概念和原理层次上

给出了计算机硬件系统各部件的组成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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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讲述控制器、运算器、存储器和输入输出设备的组成和计算机的基

本工作原理。其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计算机的内部结构、工作原理、逻

辑实现、设计方法以及各硬件组成部分之间的内部联系，从而让学生建

立计算机系统的整体概念，这对培养学生设计和发展计算机系统的能力

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先修课程为《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数字

逻辑》、《汇编语言》，后续课程为《微机原理》、

《计算机体系结构》、《计算机网络》。

面向对象建

模 UML

《面向对象建模 UML》是计算机类专业选修的专业实践课程。该课程的

特点是涉及面广、实用性强。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在学习了软件工程

的基本理论知识之后，进一步了解和掌握面向对象的建模语言——统一

建模语言，从而提高软件开发的能力与水平。

本课程的前期课程是《程序设计基础》、《软件

工程》。国外著名大学、国内重点大学都把“面
向对象建模 UML”课程作为软件工程专业、计算

机科学技术专业（软件开发方向）的核心课程之

一。这门课程对于奠定软件工程专业技术与管理

复合型人才的理论基础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门课

程是软件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也是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软件服务外包）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

脚本编程技

术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程序设计类高级课程专

业课。主要任务：在学生已有的高级程序设计知识基础上，进一步学习

Web网站设计中与 JavaScript相关的各种前端技术，包括 HTML、
JavaScript、DOM、CSS、XML、Ajax、Jquery，为日后从事Web开发打

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课，它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当前

主流的前端脚本开发技术，其先行课程为高级程

序设计语言（C语言及 Java语言），后续课程为

Java Web应用开发技术等。

编译原理

《编译原理》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工程系本科生的专业课程，

主要任务是系统地学习编译程序的基本原理、基本实现方法和一些自动

构造工具。学习将高级程序设计语言源程序翻译成计算机能处理的目标

代码语言的过程，介绍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的编译原理及其基本实现技术，

以及编译方面的最新技术发展和研究方向。并通过实验实现简单的词法

和语法编译程序。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包括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

理、C语言、Java程序设计、汇编语言、离散数

学。本课程的后续课程可以包括软件工程。本课

程的相关课程包括操作系统原理、数据库原理、

计算机组成原理，它们共同组成现代计算机的核

心理论基础。

计算机专业

英语

通过计算机专业英语课程的学习，扩大知识面，提高阅读和翻译专业英

语文献资料的能力,并通过课堂英语交流,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从而

能更好地适应信息社会对计算机人才的要求。教学内容包括基本语法、

词汇记忆和阅读翻译技巧，并涵盖了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编程、多媒

体应用、网络与电子商务、全球软件外包等方面的相关知识。通过角色

对话与写作实训，培养学生的说、读、写能力，同时增加课程的互动性

与趣味性。

学习本课程前，学生应具备基本的计算机知识，

并有一定的英语基础。通过学习本课程，可以提

高计算机专业学生的专业英语应用能力。

Android高级

开发

《Android高级开发》是在学生学习掌握了 Android基础知识后，利用掌

握的知识，学习 Android在图形图像处理技术、多媒体应用，数据共享、

网络编程及 Internet应用方面的知识，并掌握多线程程序设计方法、消

息处理、service应用等高级编程技巧。结合大量范列、经典应用的讲解

及实践，使学生能够学习理解 Android开发中的高级内容，掌握更深一

层的 Android开发技术。结合这些技术及基础开发知识，学生能够设计

出具有美观的图形 UI，附带数据库内容，以及网络功能的 Android应用

程序。

本课程主要讲解 Android高级开发技术，需要学

生学习过《程序设计基础》掌握基本的编程技巧；

学习过《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掌握面向对象编程

的方法；学习过《java程序设计 II》掌握 java语
言的基本编程方法。并通过《Android开发基础》

课程，掌握 Android开发的基础知识。

Linux高级开

发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是 Linux开发方向

学生的必选课。本课程主要内容有 Linux系统编程环境及编程工具

（GCC/Makefile/GDB）、文件管理（文件属性控制、ANSI以及 POSIX
标准下文件读写操作、终端编程）、进程管理（创建、退出、执行、等

待、属性控制）、进程间通信（管道、消息队列、共享内存）、进程间

同步机制（信号量）、进程间异步机制（信号）、线程管理（创建、退

出、取消等以及属性控制）、线程间同步（互斥锁、读写锁、条件变量）、

线程与信号以及 BSDsocket编程中的 TCP、UDP、原始套接口、网络服

务器应用开发等内容。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是在学生具有程序设计基础和

Linux编程基础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 Linux高级程序设计与开发能力。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方

向课，先修课程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Linux编
程基础。

学科前沿技

术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以专题讲座的形式

讲授或组织学生进行座谈讨论。讲授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有关的最新前

沿知识，有关的技术发展方向，市场发展预测以及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有关的市场人才需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了解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市场发展预测，以此决定自己的研究内容和发展方

向，并能在社会和市场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本课程是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软件工程

专业主干专业课程为基础的专业选修课。

ARM体系结

构与编程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是 Linux开发方向

学生的必选课。本课程主要内容有 ARM的体系结构、ARM 开发语言、

开发平台以及基于 ARM 的编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理解

基本的嵌入式开发流程、开发使用的工具，掌握嵌入式产品的开发方法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方

向课，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 Linux编程基础、

Linux高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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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编程。使学生能偶掌握嵌入式开发的流程、语言和方法。使学生深刻

认识嵌入式软件的开发过程和实现技术。

嵌入式技术

《嵌入式技术》课程是我校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

专业课，该课程讨论了典型嵌入式系统的设计及应用相关知识，分析了

嵌入式系统设计需要掌握的理论知识、设计方法及步骤，介绍了嵌入式

系统的基本组成及从底层到应用层各个典型模块的设计，将理论知识和

实际对象充分的结合起来，行程一个完整的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技术》课程主要讲解了嵌入式系统软硬件基础知识、嵌入式系

统平台的构建、基于 ARM处理器的系统启动与中断处理、典型的外设

模块/驱动程序设计、嵌入式操作系统基础知识、uC/OSII操作系统的应

用和移植以及嵌入式软件测试基础等部分。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嵌入

式的软件和硬件的体系结构，其先行课是大学物

理、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数字逻辑，后续课程

为微机原理、软件测试等。

嵌入式操作

系统

《嵌入式操作系统》重点讲述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原理，包含操作系统的

任务管理、内存管理、资源管理、任务通信、中断与异步信号等内容。

通过对µCOS-II嵌入式操作系统进行实践，系统的描述了如何移植一个

嵌入式操作系统到特定的硬件平台中。课程还根据不同的嵌入式操作系

统，分析其中的异同和差别，以及其适应的不同嵌入式平台。最后重点

介绍了目前常见的 Linux系列、Windows CE系列、Android系列操作系

统的原理和特点，并讲解了如何编写这些系统下的驱动程序以实现与其

他设计的连接。

学习本课程，需要先了解嵌入式系统的特点，因

而本课程与《嵌入式系统》课程密切相关，是其

后继课程。同时，本课程中还涉及到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等方面的内容，需要《程序设计基础》、

《数据结构》两名课程作为前导课程。此外，本

课程的内容，和《操作系统》课程有部分相关联

的内容，可以对比参考学习。

微机原理与

接口技术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的课程，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结构与系统组成，CPU的内部逻

辑结构及外部引脚功能，存储器结构，系统配置，CPU的典型操作和时

序。存储器的类型及性能指标，了解随机存储器 RAM的结构原理

（SRAM,DRAM）只读存储器 ROM的结构原理

（PROM,EPROM,EEPROM），掌握存储器与 CPU的连接，存储器的层

次结构，高速缓存（Cache）的工作原理，计算机的基本寻址方式，指令

系统及其简单编程应用，I / O端口的编址方式，主机与外设进行数据传

送的基本控制方式（程序控制方式，中断方式,DMA方式），中断控制

器、DMA控制器的组成及编程应用，串行接口，并行接口，计数器／定

时器等各种外围接口芯片的设置和应用。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汇编

语言等，掌握了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对计算机

的应用有感性认识后，结合汇编语言知识，才能

顺利的学习掌握微机原理课程的主要知识，为进

一步学习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嵌入式系统

原理

《嵌入式系统原理》课程是我校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开设的一门

重要专业课，该课程讨论了典型嵌入式系统的设计及应用相关知识，分

析了嵌入式系统设计需要掌握的理论知识、设计方法及步骤，介绍了嵌

入式系统的基本组成及从底层到应用层各个典型模块的设计，将理论知

识和实际对象充分的结合起来，行程一个完整的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原理》课程主要讲解了嵌入式系统软硬件基础知识、嵌入

式系统平台的构建、基于 ARM处理器的系统启动与中断处理、典型的

外设模块/驱动程序设计、嵌入式操作系统基础知识、uC/OSII操作系统

的应用和移植以及嵌入式软件测试基础等部分。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嵌入

式的软件和硬件的体系结构，其先行课是大学物

理、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数字逻辑，后续课程

为微机原理、软件测试等。

计算机体系

结构

《计算机体系结构》课程是我校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开设的一门

重要专业课，对于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自顶向下、系统地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目标是提高学生从总体结构、系

统分析这一层次来研究和分析计算机系统的能力；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系

统结构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结构、基本设计和分析方法，并对

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有所了解。通过学习本课程，能把在

“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编译原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等课

程中所学的软、硬件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计算机系统的完

整概念。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计算

机的硬件的体系结构，其先行课是大学物理、电

路与模拟电子技术、数字逻辑，计算机组成原理，

微机原理。

综合布线与

组网工程

《综合布线与组网工程》课程是我校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开设的

一门重要专业课，该课程依据《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综合

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等国家标准进行讲解，系统介绍了综合布线的

基础理论、构成与工程设计方法、布线施工技术、系统测试与工程验收，

是网络工程师、布线工程师的骨干专业课程，并涉及到计算机网络工程

及实验课程的相关内容。

《综合布线与组网工程》课程从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角度比较全面的

系统的阐述了综合布线的基础理论、系统工程设计、布线施工技术、系

统测试与工程验收等内容。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综合

布线的基础理论、系统工程设计、布线施工技术、

系统测试与工程验收等内容。

无线网络技

术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主要内容是当前各

种主流的无线网络技术，主要有计算机网络及无线网络发展概况、网络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任选课，主要内容涉及网络技

术与无线通讯技术、传感器技术的结合。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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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基本概念；无线传输技术；无线局域网、无线个域网、无线城域网、

无线广域网与移动 Ad Hoc网络；无线传感器网络、无线Mesh网络；无

线网络与物联网。主要任务是研究各种无线网络技术。目的是使学生掌

握无线网络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技术。

的先行课计算机网络。

物联网工程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课程的主要内容是

研究物联网的感知识别层、网络构建层、管理服务层和综合应用层的主

要功能和技术原理。物联网是一个基于互联网、传统电信网等信息承载

体，让所有能够被独立寻址的普通物理对象实现互联互通的网络。它具

有普通对象设备化、自治终端互联化和普适服务智能化三个重要特征。

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了解物联网的基本概念，掌握物联网的体系结

构和各层次的关键技术，明确物联网的知识结构，并为学习物联网技术

的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任选课，主要内容涉及物联网

的各层次的功能、原理和相关技术。本课程的先

行课是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计算机组成原理、

计算机网络。

功能测试及

方法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HP测试方向）的一门重要专

业选修课。它的主要内容分为理论篇、工具功能篇两部分。理论篇包括

功能测试的测试过程，如需求分析、测试方法等，以及由功能测试引入

自动化测试的测试方案、流程、策略等。工具篇内容从 UFT的安装开始，

介绍软件界面、录制与回放等，逐步深入到 UFT的工作机制中，介绍对

象库、关键字视图、检查点、参数化、操作模块等知识，进一步将 UFT
应用到实际项目中。为日后从事软件测试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选修课，其先行课是软件测

试，后续课程为软件测试自动化等。

性能测试及

方法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HP测试方向）的一门重要专

业选修课。对软件系统性能测试方法、过程与工具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包括对软件性能之于软件系统的重要性进行了剖析，对常用的软件性能

需求分析方法进行了总结，对软件性能测试的组织与管理方法进行了分

析，对 HP Loadrunner性能测试工具进行了说明，并对企业实际项目的

性能测试案例进行了解析。为日后从事软件测试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重要专业（HP测试方向）选修课，

其先行课是软件测试，后续课程为软件自动化测

试等。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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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服务外包）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9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面向国内外大中型软件外包企事业单位、研发生产企业、软件公司、软件认证评测机构、软件咨询机构等，培养能主动适

应现代社会经济、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需要，系统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工程应用基本技能，精通英语商务应用，熟悉服

务外包企业工作流程的国际化、复合型、高质量应用型软件外包人才。毕业生能熟练使用相关应用软件或开发环境，按照国际规范流

程要求从事外包软件开发、测试、实施、部署、管理等工作。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从事软件服务外包工作必须具有的软件开发与应用能力、项

目管理、团队合作和商务英语应用能力的基本训练，具有从事对欧美软件外包相关工作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将达到如下知识、能力与素质的基本要求：

1.掌握基本的人文社科知识，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社会责任感强。

2.掌握从事本专业工作所需要的数学和其他相关的自然科学、系统科学知识及一定的经济管理知识。

3.掌握一定的计算机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了解本学科的核心概念、知识结构和典型方法。

4.掌握计算机专业核心知识、软件工程基础知识、服务外包专业知识及行业应用知识，了解软件外包企业工作流程。

5.理解服务外包产业特点及运营要求，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软件开发与测试能力。

6.具备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权衡和选择各种设计方案，使用适当的软件工具进行设计开发，

建立规范的系统文档。

7.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团队合作、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

8.具备信息获取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能够跟踪本领域最新技术发展趋势。

9.具备商务英语应用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熟悉欧美文化。

10.了解和遵守软件外包行业相关的法律、规范和方针政策。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

与沟通能

力

2.数学与

自然科

学、经济

管理等知

识

3.计算机

学科基础

知识

4.软件工

程专业核

心知识与

软件外包

行业知识

5.计算机

应用能力

和软件开

发与测试

能力

6.利用工

具解决软

件工程问

题的能力

7.组织管

理、团队

协作能力

8.信息获

取与自主

学习能力

9.商务英

语应用能

力和跨文

件交流能

力

10.遵守行

业相关法

律法规

11.创新创

业精神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商务英语 √ √

程序设计基础 √ √ √
信息检索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高等数学 √
线性代数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

离散数学 √ √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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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 √ √ √

Web设计基础 √ √ √
算法设计与分析 √ √ √ √

Java程序设计Ⅰ √ √ √

C#程序设计 √ √
服务外包导论 √ √

数据库原理 √ √ √ √

软件工程 √ √ √ √
操作系统 √

计算机网络 √

软件体系结构与设计

模式Ⅰ
√ √ √

软件项目管理 √ √ √ √

Java Web应用开发Ⅰ √ √ √

Java框架技术 √ √ √
移动应用开发 √ √ √

移动高级应用开发 √ √ √

Linux操作系统 √ √
汇编语言 √ √

ASP.NET程序设计 √ √

计算机组成原理 √
面向对象建模 UML √ √ √

软件质量与测试 √ √ √

编译原理 √ √
计算机专业英语 √ √

信息安全概论 √

人工智能导论 √
职业素养 √ √ √

欧美文化 √ √

对欧美软件开发流程 √ √ √ √
学科前沿技术 √ √ √ √

软件工程经济学 √ √

团队激励与沟通 √ √
Oracle数据库应用 √ √ √

.Net企业级开发 √ √ √

分布式计算 √ √ √ √
云计算与大数据应用

开发
√ √ √ √

嵌入式软件开发 √ √ √

基于 HTML5的移动

应用开发
√ √ √

基于 IOS的移动应用

开发
√ √ √

软件测试实践 √ √ √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

程设计
√ √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 √

数据库原理课程设计 √ √

软件工程课程设计 √ √
Java程序设计课程设

计
√ √

Java Web应用开发课

程设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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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开发课程设

计
√ √

生产实习 √ √
毕业实习 √ √

毕业设计（论文）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和职业道德，拥有扎实的计算机应用理论和软件理论基础，掌握软件工程领域的前沿技术，具备

服务外包企业急需的扎实理论基础、过硬实践技能，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合作与竞争能力，具有较强综合分析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能熟练从事各类服务外包项目系统分析、设计、测试、软件研发和项目管理的应用型软件服务外包专门人才。

五、主干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离散数学、数据结构、程序设计基础、Web设计基础、数据结构、软件工程、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网络、商务英语、Java程序设计、

Java Web应用开发、移动应用开发、面向对象建模 UML、软件体系结构与设计模式、软件项目管理、软件质量与测试、计算机组成原

理、操作系统、对欧美软件开发流程、程序设计基础实训、Java程序设计实训、Web设计基础实训、数据库原理实训、Java Web应用

开发实训、大型项目综合实训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0 45.5 8 24 9.5 13.5 32.5 27 49.32

要求学时
2549.13+33

周
904 128 392 185.25 248 691.88 33周 714.27+33周

学分占比 100% 28.4375 5 15 5.9375 8.4375 20.3125 16.875 30.825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按培养要求至少完成 160学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5.5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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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商务英语(1)（Business
English I）

2 32 2 B101451

商务英语(2)（Business
EnglishⅡ）

2 32 2 B101452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ming
Fundamentals）

3.5 32 48 3.5 考试 B031904
信息学院

平台课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Computer Science
Major）

1 16 1 考查 B031901
信息学院

平台课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5.5 680.0 0.0 64.0 160.0 12.5 10.5 8.0 7.5 2.0 4.5 0.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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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

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Ⅰ(上) 5 80 5 考试 B113101

高等数学Ⅰ(下) 6 96 6 考试 B113102

线性代数Ⅰ 3 48 3 考试 B11312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3 48 3 考试 B113123

离散数学 3 48 3 考试 B033903
信息学院

平台课

数据结构 4 56 16 4 考试 B033905
信息学院

平台课

程序设计基础节点测

试
(16) 0 考试 B033288

企业节点

测试

程序设计基础节点实

训
(128) 0 考试 B033289

企业节点

实训

数据结构节点测试 (16) 0 考试 B033294
企业节点

测试

数据结构节点实训 (128) 0 考试 B033295
企业节点

实训

小计 24 376 0 16 0 5 9 10 0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9.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Web设计基础 2.5 32 16 2.5 考试 B038222 限选

Web设计基础节点测

试
(16) 0 考试 B038292

企业节点

测试

Web设计基础节点实

训
(128) 0 考试 B038293

企业节点

实训

算法设计与分析 3 40 16 3 考试 B038223 限选

Java程序设计Ⅰ 4 48 32 (32) 4 考试 B038224 限选

Java程序设计节点测

试
(16) 0 考试 B038290

企业节点

测试

Java程序设计节点实

训
(128) 0 考试 B038291

企业节点

实训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2.5 32 16 2.5 考试 B038904
信息学院

平台课

C#程序设计 3 32 32 (32) 2.5 考试 B038281

服务外包导论 1 16 1.5 考查 B038226

小计 16 200 0 112 0 0 6.5 5 3 1.5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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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3.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数据库原理 3.5 48 16 3.5 考试 B034907
信息学院

平台课

数据库原理节点测试 (16) 0 考试 B034296
企业节点

测试

数据库原理节点实训 (128) 0 考试 B034297
企业节点

实训

软件工程 3 40 16 3 考试 B034911
信息学院

平台课

操作系统 3.5 48 16 3.5 考试 B034910
信息学院

平台课

计算机网络 3.5 48 16 3.5 考试 B034908
信息学院

平台课

小计 13.5 184 0 64 0 0 0 0 10 3.5 0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7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We
b应用

开发)

Java Web应用开发Ⅰ 4 48 32 (32) 4 考试 B035228
Java Web应用开发节

点测试
(16) 0 考试 B035296

企业节点

测试

Java Web应用开发节

点实训
(128) 0 考试 B035297

企业节点

实训

Java框架技术 3 32 32 (96) 3 考试 B035229
小计 7 80 0 64 0 0 0 0 0 4 3 0 0

方向

二(移
动应

用开

发)

移动应用开发 4 48 32 (32) 4 考试 B035230

移动高级应用开发 3 32 32 (96) 3 考试 B035231

小计 7 80 0 64 0 0 0 0 0 4 3 0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25.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Linux操作系统 1.5 16 16 1 考试 B036278

汇编语言 2.5 32 16 2.5 考试 B036234
ASP.NET程序设计 3 32 32 (32) 3 考试 B036235

计算机组成原理 4 56 16 4 考试 B036909 信息学院
平台课

面向对象建模 UML 2.5 32 16 2.5 考试 B036221 限选

软件体系结构与设计

模式Ⅰ
2.5 32 16 2.5 考试 B036919

限选，信
息学院平

台课

软件质量与测试 2 24 16 2 考试 B036236 限选

软件项目管理 2 32 2 考试 B036912
限选，信
息学院平

台课

计算机专业英语 1 16 1 考试 B036917
限选，信
息学院平

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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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原理 3 40 16 3 考试 B036913
信息学院

平台课

信息安全概论 2.5 32 16 2.5 考试 B036914
信息学院

平台课

人工智能导论 2.5 32 16 2.5 考试 B036915
信息学院

平台课

职业素养(1) 0.5 8 0.5 考试 B036247
限选、企

业

职业素养(2) 0.5 8 0.5 考试 B036248
限选、企

业

职业素养(3) 0.5 8 0.5 考试 B036249
限选、企

业

职业素养(4) 0.5 8 0.5 考试 B036250
限选、企

业

职业素养(5) 0.5 8 0.5 考试 B036251
限选、企

业

职业素养(6) 0.5 8 0.5 考试 B036252
限选、企

业

欧美文化 2 64 2 考试 B036279
限选、企

业

对欧美软件开发流程 2.5 80 2.5 考试 B036280
限选、企

业

学科前沿技术 1 16 1 考查 B036918
信息学院

平台课

软件工程经济学 1 16 1 考查 B036237 企业

团队激励与沟通 1 16 1 考查 B036238 企业

Oracle数据库应用 1 32 1 考查 B036239 企业

.Net企业级开发 3 32 32 (96) 3 考查 B036240 企业

分布式计算 2 16 32 2 考查 B036241 企业

云计算与大数据应用

开发
2 16 32 2 考查 B036242 企业

嵌入式软件开发 2 16 32 2 考查 B036243 企业

基于 HTML5的移动

应用开发
1 32 1 考查 B036244 企业

基于 IOS的移动应用

开发
1 32 1 考查 B036245 企业

软件测试实践 1 32 1 考查 B036246 企业

小计 52.5 552 0 576 0 0.5 0.5 0.5 6 9.5 15.5 19.5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7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1） 考查

安全教育 （2） 考查

社会实践 （2） 考查

程序设计基础实训 1 1 1 考查 B037274
企业期末

实训

Java程序设计实训 1 1 1 考查 B037275
企业期末

实训

Web设计基础实训 2 2 2 考查 B037276
企业期末

实训

数据库原理实训 1 1 1 考查 B037267
企业期末

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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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Web应用实训 2 2 2 考查 B037269
企业期末

实训

移动应用开发实训 2 2 2 考查 B037270
企业期末

实训

大型项目综合实训 4 4 4 考查 B037271 企业

见习式训练 4 4 4 考查 B037272 企业

毕业设计（论文） 10 18 10 考查 B037273 企业

小计 27 33 3 1 2 1 2 0 8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程序设计基

础

程序设计基础是计算机类专业本科教学中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

课，在计算机类专业的本科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一门实

践性很强的课程。

本课程以 C语言为载体，使学生学会阅读用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编

写的简单应用程序，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和用计算机解决实

际问题的基本步骤，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其严谨的思维方式

和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为进一步学习其它专业基础课程打下良好的基

础。

本课程是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抽象能

力和基本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能力。本课程为后续

课程（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操作系统、

编译原理和软件工程等）打下坚实的基础。

科技发展与

学科专业概

论

本课程是一门重要的通识教育必修课。主要介绍计算机发展史、工

作原理及体系结构，教育部关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

专业规范，我校本专业课程体系，专业特色（如：校企合作专业的办学

特色），IT行业发展趋势及对专业人才需求等。为日后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没有先修课程，

是所有计算机专业课程的基础，同修课程是程序

设计基础，借助“程序设计基础”课程掌握问题求

解的基本过程，理解计算机的计算过程；它的主

要任务是了解计算机学科的知识体系，以便对学

生四年大学学习给出规划。

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是现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美国 ACM和 IEEE/CS
推出的Computing Curricula 2004课程体系和我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

评审通过的《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程 2002》中离散数学被列为核心

课程。

离散数学内容主要包括: 数理逻辑中命题演算、谓词演算等形式逻

辑的推理规律；集合的概念、运算及应用，集合内元素间的关系以及集

合之间的关系,无限集的特性；抽象代数的基本理论和应用,格与布尔代

数，图论学科的基本概念、欧拉图、哈密尔顿图、最小路径算法、中国

邮路问题、树及平面图的基本理论。

离散数学着重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为学生提高专

业理论水平打下坚实的数学基础，为后续专业理论课的学习作好准备，

是计算机专业的必修课。

离散数学基本上是一门体系独立自行封闭

的基础数学课程，不需要太多的数学基础，但由

于它内容抽象，理论性较强，因此它需要学生先

期有较好的数学思维的训练，最好将此课程安排

在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课程之后。线性代数为本

课程提供矩阵和矩阵运算方面的准备；高等数学

为本课程提供必要的数学知识。

本课程为“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操作

系统”、“编译原理”、“人工智能”等许多其它专业

基础课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

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通过全面、系统地介绍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

概念、分析方法、设计方法、基本语法和编程方法；详尽地讲述 C++语
言面向对象的基本特性，其内容包括类、对象、派生类、继承、多态性、

虚函数、模板等；从而使学生能深刻理解和领会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特

点和风格，类的封装性、继承性和多态性与程序的安全性、结构性和灵

活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达到掌握其设计方法和编程基础的目的，并为后

续课程打下基础。

本课程的前期课程是程序设计语言，它们为本课

程提供计算机软件基础知识，又为学习其他的专

业课程打下基础。本课程让学生了解面向对象的

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基本技术、功能实现、工作方

法、步骤、过程，并且熟悉大型软件系统的开发

环境和实施环境；并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培养和

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和开发应用系统的能力。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在计算机科学中是一门综合性的专业基础课，是介于数学、

计算机硬件和计算机软件三者之间的一门核心课程。在计算机科学中，

数据结构不仅是一般程序设计（特别是非数值计算的程序设计）的基础，

而且是设计和实现编译程序、操作系统、数据系统及其它系统程序和大

型应用程序的重要基础。

学习本门课程要求掌握各种主要数据结构的特点、在计算机内部的表示

方法，以及处理数据的算法，对于算法所花费的时间和空间代价的分析

也要求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各

种数据对象的特点，学会数据的组织方法和实现方法，并进一步培养基

本的良好的程序设计能力。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具备一定的程序设计基础和

相关的计算机基础知识，程序设计基础、离散数

学是数据结构的相关的先修课。该课程是后继课

程如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编译原理等课程的

重要基础。

Web设计基

础

随着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发展，基于 web的程序设计技术得到广泛应

用。本课程主要介绍WEB程序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技术、Web技术概述、

站点构建技术、Web编程技术：HTML、CSS、JavaScript、JSP技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有网上应用系统建设所需主流技术的应

本课程的前期课程是程序设计语言，它为本课程

提供计算机软件基础知识，又为学习其他的专业

课程打下基础。本课程让学生了解 web程序开发

的基本方法、步骤、过程，熟悉系统的开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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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力，使用这些技术对信息进行存储、管理与发布。掌握开发 web程
序的基础知识和方法，能够独立自主开发网上图书商城等网络应用程序。

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

识和开发应用系统的能力。

算法设计与

分析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软件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主要研究计

算机算法设计与分析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应用。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掌握算法设计的基本方法，

熟悉算法分析的基本技术，并能熟练运用一些常用算法，为学生进一步

学习后续课程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为程序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和数据结构，课程所涉及的算法均为 C++实
现，是计算机专业学习算法的入门课程，是学习

其他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础。为了后续课程

教学及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需要，主要讲授各种

算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

Java程序设

计Ⅰ

《Java程序设计Ⅰ》是计算机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Java具有简单性、面向对象性、平台无关性、安全性和健壮性等诸多特

点，内置了多线程和网络支持能力，是网络世界的通用语言。随着当前

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新信息技术的兴起，Java语言

成为其中主流的编程语言和开发平台，学习和掌握 Java语言无疑会对学

生将来的工作和就业带来更多的机遇。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Java语言基

础知识、Java语法构成、面向对象编程技术、常用系统类的使用、图形

用户界面设计、图形处理、多媒体处理、异常处理、文件和数据流处理、

数据库访问和多线程技术等。

本课程针对计算机和软件工程专业学生的基础

和特点，是在先修课程《数据结构》、《面向对

象程序设计》等课程基础上，通过理论教学和上

机实验，使得学生掌握 Java面向对象编程思想、

方法和技巧，并掌握 Java常用数据结构和算法使

用、图形用户界面设计、文件和数据流处理、数

据库访问和多线程技术等重要技术应用，从而为

学生学习 JSP、J2EE的相关课程提供坚实的语言

基础，为同期课程《软件工程》、《数据库原理》

课程提供开发实例，为《Java Web应用开发Ⅰ》

或《移动应用开发》等课程提供技术基础，为毕

业设计提供前台开发技术储备。

C#程序设计

深入讲解 C#的语法和类型系统、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包括对象、接口、

继承和多态性）、泛型程序设计（包括泛型类型、可空类型、泛型方法

和匿名方法）以及商业应用开发的基础知识（包括文件操作、数据库访

问、多线程和 ASP.NET应用开发）。

程序设计基础作为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让学生了

解编程，掌握一门编程语言；本课程主要讲解面

向对象及可视化的程序开发。

服务外包导

论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服务外包）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学习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服务外包产生的背景，掌握服务外包的基础理论；

掌握服务外包的概念与特征，了解全球服务外包的基本状况；掌握 ITO、
BPO、KPO的概念，了解 ITO、BPO、KPO市场状况；了解离岸外包、

近岸外包、在岸外包的基本概念及状况；了解欧美、日本发包市场的基

本状况；了解爱尔兰、印度、菲律宾等接包市场的基本状况；了解中国

服务外包的发展状况，为学生今后从事服务外包学习和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

本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服务外包的概念和特征，服务外包的分类，

服务外包发包方市场，服务外包接包方市场，中国服务外包发展状况等。

本课程不需要先修课。为了后续课程教学及学生

综合素质培养的需要，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学生

了解服务外包产生的背景，基本掌握服务外包的

理论基础；掌握服务外包的概念与特征，了解全

球服务外包的基本状况；了解中国服务外包的发

展状况。

数据库原理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它的

主要内容包括数据库的基本概念、关系数据库标准语言 SQL、关系代数、

关系数据理论、关系数据库设计、关系查询处理和查询优化以及数据库

的安全性、完整性、恢复技术、并发控制等。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存储、

使用和管理数据。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数据库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技

术，能有效使用现有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和软件开发工具，掌握数据库设

计方法和步骤，具有设计数据库模式以及开发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基本能

力。为日后从事软件技术、数据库应用工作、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

门专业基础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存储、

使用和管理数据。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数据库的基

本原理、方法和应用技术，能有效使用现有的数

据库管理系统和软件开发工具，掌握数据库设计

方法和步骤，具有设计数据库模式以及开发数据

库应用系统的基本能力。为日后从事软件技术工

作、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课程。为了

摆脱软件危机的困扰，一门研究软件开发与维护的普遍原理和技术的工

程学科——软件工程迅速发展，现在它已经成为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一个

重要分支。严格遵循软件工程方法论可以大大提高软件开发的成功率，

能够显著减少软件开发和维护中的问题。本课程将着重从实用角度讲述

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概念和技术方法，同时也尽量注意课程的全面性

和系统性。使学生学完本课程之后既能对实际的软件开发工作有所帮助，

又能为今后深入研究这门学科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的主要先行课为数据结构、面向对象技

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后继课程是课

程设计和毕业设计。通过学习数据结构、面向对

象技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等课程，使

学生具备软件开发的基本理论知识。本课程主要

讲授软件工程管理、软件需求分析、软件初步设

计、软件详细设计、软件测试等阶段的方法和技

术，培养学生按照软件工程进行软件开发的能力

和团队协作精神，从而为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打

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整个计算机系统的基础和核

心。它对下操纵硬件的动作，控制各种资源的分配与使用，扩充硬件的

功能；对上为用户程序和其他软件、工具提供环境和服务，方便用户的

使用。该课程内容理论性比较强，综合了各种操作系统的结构、设计思

想、方法、技术和理论，主要讲述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

实现技术，包括处理器管理、进程管理、存储器管理、设备管理和文件

管理等。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计算机系统工作原理、计

学习本操作系统课程，需要先学习 C语言、Java
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等课程，本课程与计算

机组成原理要相互配合学习，共同培养学生的计

算机软件和硬件一体的系统思维。本课程的后续

课程包括：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Linux
操作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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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软硬件资源管理方法和设计开发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基本知识结构，

为今后的应用和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操作系统"课程是高等院校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以及相关专业形成计算机系统思维、掌握计算机软硬件体

系结构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和物联网工程等相关专

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当掌握计算机网络

的分层体系结构以及多种典型网络协议的机理，掌握计算机网络相关软

硬件知识。同时，学生应当熟悉计算机网络中广泛使用的工具，能够对

网络进行有效测试与测量。另外，本课程还使学生熟悉基于计算机网络

的多类软硬件应用，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计算机网络相关新兴技术及开发基于网络的应用打下

良好的基础。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和基本方法，其涉及面非常广，几乎涵盖了从低层到高层的网络各层设

计思想与实现技术。除了深入讲述经典计算机网络协议与方法以外，本

课程还包括一些最前沿的新兴网络技术，如软件定义网络、内容分发网

络、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数据中心网络等。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计算机科学导论、程序设计

基础、数据结构、离散数学等，学生需要具备一

定的专业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方可进行本课程

的学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网络工程、

网络编程、网络数据库、局域网技术、信息管理

系统(MIS)、物联网通信技术等领域进一步的学

习和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软件体系结

构与设计模

式Ⅰ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和掌握软件系统从系统架构分析设计到详细设计

的知识和能力，因此课程的内容主要分为软件体系结构和设计模式两大

部分，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系统架构分析与设计能力和运用模式设计思想

开展软件详细设计的能力。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和物联网

工程等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课程的先修课

程是《软件工程》、《Java语言程序设计》、《面

向对象程序设计》、《面向对象建模 UML》等。

软件项目管

理

软件项目管理是为了让软件项目尤其是大型项目的整个软件生命周期都

能在管理者的控制之下，以预定成本，按期、按质的完成软件并交付用

户使用。

软件项目管理是计算机相关专业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以培训专业的软

件项目管理人才为目的。课程向学生传授项目管理的理论、方法以及技

巧，让学生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软件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实践能力。

本课程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通过结合案例帮助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消

化和理解。本课程是一门理论基础与实践技术相结合的工程类课程，涵

盖了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软件项目管理理论、软件项目管理方法、软

件项目管理工具等多方面的内容。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包括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

构、软件工程等。国外著名大学、国内重点大学

都把软件项目管理课程作为软件工程专业、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开发方向）的核心课程

之一。这门课程对于奠定软件工程专业技术与管

理复合型人才的理论基础起着重要的作用。

Java Web应
用开发Ⅰ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方向

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开发和运行 Java Web应用项目，内容涉及

Tomcat服务器、JSP技术、Servlet技术、JDBC技术以及 Struts技术等

内容。目的是使学生掌握 Java Web应用开发的基本过程、方法和技术，

能有效使用现有的 Java Web应用开发工具，掌握 JSP和 Servlet 技术并

开发简单的 Java Web项目，使用 Tomcat服务器发布和运行 Java Web项
目，具有 Java Web应用系统开发的基本能力。为日后从事软件技术、数

据库应用工作、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方向课，其主要

任务是学习 Java Web应用程序设计的基本理论

及实现，其先行课是 C语言程序设计、Java程序

设计基础、Web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等，

后续课程为 Java框架技术。

Java框架技

术

Java框架技术课程是计算机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中 Java学习的最后一个

环节的重点课程，其主要内容是学习 SSH和 SSM 框架。本课程综合使

用前期所学过的所有课程，包括 Java基础、数据库基础、网页前端开发

技术、Java Web开发技术等，Java框架技术在企业级开发中具有重要的

地位。

本课程综合使用前期所学过的所有课程，包括

Java基础、数据库基础、网页前端开发技术、Java
Web开发技术等，Java框架技术在企业级开发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为后续课程如生产实习/大型

项目综合实训、毕业实习/见习式训练、毕业设计

等奠定基础。

移动应用开

发

《移动应用开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一门重要

的专业方向课，是为学习移动应用软件开发的必要课程。该课程使得学

生掌握 Android应用软件开发的主要环境与工具，掌握 Android应用软

件的常用控件的使用方法、数据库与存储技术、多线程技术、网络通信

开发和移动通信功能开发等 Android移动应用软件系统分析与设计的基

本方法和步骤，并能针对简单的移动应用问题进行分析设计和开发。

本课程针对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基础和特点，学习

本课程，需要先学习《数据库原理》、《Java程
序设计Ⅰ》、《软件工程》、《算法分析与设计》、

《数据结构》等课程，该课程促进学生将理论知

识与实践相结合，应用新技术和方法，。本课程

的后续课程包括：《移动高级应用开发》、《Java
Web应用开发Ⅰ》等。

移动高级应

用开发

《移动高级应用开发(移动应用开发方向)》是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方向课，是学习移动高级应用

开发的必要课程。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Android体系与系统架构、Android
开发工具新接触、Android控件架构与自定义控件详解、ListView使用技

巧、AndroidScroll分析、Android绘图机制与处理技巧、Android 动画机

制与使用技巧、Activity与 Activity调用栈分析、Android系统信息与安

全机制、Android性能优化等。

本课程使得学生在 Android基础应用开发的基础上，掌握完成面向企业

本课程针对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基础和特点，学习

本课程，需要先学习《移动应用开发》、《Java Web
应用开发Ⅰ》、《软件体系结构与设计模式Ⅰ》、

《面向对象建模 UML》等课程，该课程促进学

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应用新技术和方

法。本课程的后续课程包括：《基于 HTML5的
移动应用开发》、《基于 IOS的移动应用开发》

等。

419
414



和移动互联网应用的高阶 Android项目开发技术，提高移动高级应用的

开发能力，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Linux操作系

统

《Linux操作系统》是信息学院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也是一门理论与实

践并重的课程。实验是该课程实验教学环节方面的重要内容。

通过实验可以加深学生对 Linux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功能的理解。

本实验课程的任务是让学生熟练掌握 Linux系统、并学会 Linux环境下

的程序设计，为今后从事 Linux相关的开发工作打下良好的实践基础。

汇编语言

汇编语言是高等院校计算机软、硬件及应用专业的专业基础（核心）课，

它不仅是计算机原理、接口技术及操作系统等其它核心课程的先行课，

而且对训练学生掌握程序设计技术、加深对计算机工作原理的理解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习者掌握 8086至 Pentiun微处

理器的寻址方式、指令系统及其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基本思想和方法，同

时通过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进一步掌握利用程序设计充分发挥计算机效率

的基本思想。通过上机实践熟悉上机操作和程序调试技术。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80x86计算机组织，掌握 8086/8088指令系统和寻

址方式，掌握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基本方法，能进行汇编语言程序的设计、

调试。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计算机应用基础、C语言、

程序设计基础等，掌握了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和

程序设计基础，对计算机的应用有感性认识后，

才能顺利的学习掌握汇编语言的主要知识，同时

也为以后的微机原理等课程打下基础。

ASP.NET程

序设计

本课程对 ASP.NET 4.5动态网站开发设计的相关知识进行介绍，包含 C#
语法、ASP.NET服务器端控件、ADO.NET、Ajax等。本课程循序渐进

地介绍 ASP.NET程序设计语言的基础、界面设计、编程方法和数据库系

统实例开发等方面的内容。从浅显、实用的角度出发，结合大量案例、

代码对 ASP.NET进行讲解，并提供相关习题、课件等供学生课下学习。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开发 ASP.NET程序的

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对网络程序设计有一个全

面的认识和了解，并能够独立自主开发留言板、

BBS、聊天室等网络应用程序。课程性质为专业

选修课。Web设计基础作为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让

学生了解编程，掌握一门编程语言；本课程主要

讲解 ASP.NET的开发，以 c#为源语言开发基于

B/S模式的应用程序。

计算机组成

原理

计算机组成原理是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是计算机硬件课程体系

的“基石”，在计算机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该课程

主要讲述控制器、运算器、存储器和输入输出设备的组成和计算机的基

本工作原理。其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计算机的内部结构、工作原理、逻

辑实现、设计方法以及各硬件组成部分之间的内部联系，从而让学生建

立计算机系统的整体概念，这对培养学生设计和发展计算机系统的能力

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概念和原理层次上

给出了计算机硬件系统各部件的组成设计方法，

其先修课程为《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数字

逻辑》、《汇编语言》，后续课程为《微机原理》、

《计算机体系结构》、《计算机网络》。

面向对象建

模 UML

《面向对象建模 UML》是计算机类专业选修的专业实践课程。该课程的

特点是涉及面广、实用性强。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在学习了软件工程

的基本理论知识之后，进一步了解和掌握面向对象的建模语言——统一

建模语言，从而提高软件开发的能力与水平。

本课程的前期课程是《程序设计基础》、《软件

工程》。国外著名大学、国内重点大学都把“面
向对象建模 UML”课程作为软件工程专业、计算

机科学技术专业（软件开发方向）的核心课程之

一。这门课程对于奠定软件工程专业技术与管理

复合型人才的理论基础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门课

程是软件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也是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软件服务外包）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

软件质量与

测试

该课程是计算机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的专业课，是培养学生软件测试能

力的课程。其任务是在软件测试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重点培养学生的测

试技术，并通过测试提高软件质量。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测

试用例的分析设计、测试报告的编写、测试技术和测试工具的灵活使用，

提高学生软件测试的综合应用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程序设计基础、软件工程等。

为了后续课程教学及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需要，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软件质量的保证和测

试原理，软件测试用例设计，突出对工程化测试

技术的教学与实践应用。

编译原理

《编译原理》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工程系本科生的专业课程，

主要任务是系统地学习编译程序的基本原理、基本实现方法和一些自动

构造工具。学习将高级程序设计语言源程序翻译成计算机能处理的目标

代码语言的过程，介绍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的编译原理及其基本实现技术，

以及编译方面的最新技术发展和研究方向。并通过实验实现简单的词法

和语法编译程序。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包括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

理、C语言、Java程序设计、汇编语言、离散数

学。本课程的后续课程可以包括软件工程。本课

程的相关课程包括操作系统原理、数据库原理、

计算机组成原理，它们共同组成现代计算机的核

心理论基础。

计算机专业

英语

通过计算机专业英语课程的学习，扩大知识面，提高阅读和翻译专业英

语文献资料的能力,并通过课堂英语交流,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从而

能更好地适应信息社会对计算机人才的要求。教学内容包括基本语法、

词汇记忆和阅读翻译技巧，并涵盖了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编程、多媒

体应用、网络与电子商务、全球软件外包等方面的相关知识。通过角色

对话与写作实训，培养学生的说、读、写能力，同时增加课程的互动性

与趣味性。

学习本课程前，学生应具备基本的计算机知识，

并有一定的英语基础。通过学习本课程，可以提

高计算机专业学生的专业英语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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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概

论

《信息安全概论》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和物联网工程等专业

的一门专业选修课。课程全面介绍信息安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知识体

系，主要内容包括信息保密技术、信息认证技术、PKI与 PMI认证技术、

密钥管理技术、访问控制技术、网络的攻击与防范、系统安全、网络安

全技术和信息安全管理等内容。本课程以导论的形式对信息安全学科中

的主要领域进行了全面而适度的介绍，有助于信息类专业学生在较短时

间内获得对信息安全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术的概貌认识。本课程侧重于对

主流信息安全技术进行全面介绍，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为将来进一步查

阅或学习信息安全相关知识奠定基础。另外，该课程还坚持实用的原则，

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信息安全意识和普及常用的信息安全技术。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构、

操作系统（计科）、计算机网络等，学生需要具

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方可进行本

课程的学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将来进一步

查阅或学习信息安全相关知识奠定基础

人工智能导

论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及软件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一门

专业选修课。课程主要研究如何利用计算机来模拟人脑所从事的感知、

推理、学习、思考、规划等人类智能活动，解决需要用人类智能才能解

决的问题。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知识表示、推理机制和求解技术，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技术方法。启发

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培养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为今后在相关

领域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数据结构、程序设计基础、

编译原理和离散数学。通过对人工智能课程的学

习，能够加深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基本算法、基本

原理和基本方法的理解。

职业素养

职业素养，又称职业核心能力，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职业沟通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等。简单地说，也就

是一个人适应工作岗位变化，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以及敢于和善于创新

的能力。它是职业活动中最基本的能力，适用于任何职业的任何阶段，

具有普遍性。本课程通过构建能力目标、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训练课

程的讲授，达到提高人的职业核心能力的目的。

本课程作为职业素质教育无疑顺应了时代的需

求，它贴近职场实际，采用“行为引导”教学法，

通过构建能力目标、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训练

课程的讲授，达到提高人的职业核心能力的目

的。

希望从职业场景提炼出来的职业素质教育能真

正造福于校企合作的全体同学，使我们的“准职

业人”通过学习重获职场自信，不断走向成功。

欧美文化

随着软件外包行业的迅猛发展，日益国际化的软件外包行业从业人员需

要一定的英语沟通能力，并且要了解欧美的文化。本课程将帮助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软件外包）专业的学生了解欧美的文化，熟悉和掌握更多

的专业英语词汇与表达，提高英语水平和在今后实际工作交往中的英语

沟通能力。

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服务外包)专业的选

修课，本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英美的文化，为今

后毕业从事相关的外包服务打下语言和文化的

基础，课程五前驱和后继课程。

对欧美软件

开发流程

欧美软件开发流程是与对欧美软件外包紧密联系的实践性课程，是实现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完成教学计划的一门重要课程。本课程主要对

欧美软件开发中常用的技术技巧进行介绍，重点剖析，为学生如何在以

后的工作中更好的应用所学知识指明了方向。

本课程介绍的内容是敏捷开发相关知识、代码重

构、单元测试、设计模式。在学习本课程之前，

需要先学习《Java程序设计》、《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课程，使学生掌握 java程序设计语言和面

向对象基本理论基础之后，进一步学习敏捷开发

和设计模式相关知识等。

学科前沿技

术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以专题讲座的形式

讲授或组织学生进行座谈讨论。讲授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有关的最新前

沿知识，有关的技术发展方向，市场发展预测以及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有关的市场人才需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了解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市场发展预测，以此决定自己的研究内容和发展方

向，并能在社会和市场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本课程是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软件工程

专业主干专业课程为基础的专业选修课。

软件工程经

济学

软件工程经济学是综合了软件工程和工程经济学之后的后续课程，主要

研究软件的经济价值，从软件的成本、定价、社会效益以及生产过程、

测试过程的各个阶段来分析其经济价值。能够对软件开发的各个环节进

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其经济效益，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软件工程经济学是一门技术性较强的专业课程，

是软件工程专业的一门学科专业课。通过本课程

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利用各种模型对软件开发

与测试的各个阶段进行成本估算的方法。本课程

的先导课程为软件工程，如果有工程经济的基础

更佳。

团队激励与

沟通

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这些都离不开熟练掌握和应用管理沟通的原理和技巧。

本课程适应计算机教育教学的需要，在内容设计上突破按知识体系设计

内容的窠臼，强调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内容包括：沟通与管理沟通（知

识铺垫），口头表达（口头表达能力），书面沟通（书面沟通能力），

非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能力），倾听技巧（倾听能力）和团队沟通（团

队沟通能力）等。每一大能力中又包含一些具体技能，并采取了“知识铺

垫--方法和技能培养--实践能力演练”的模块化设计，将能力培养贯穿于

教材内容的始终，从而实现了知识学习与技能提升的有机统一。

团队激励与沟通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课程，

是软件工程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课。通过本课程

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团队激励与沟通的基本知

识、技能，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从而提高管理

能力。本课程自成体系，与其它课程关联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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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数据库

应用

本课程为纯上机实验课，学生在上课过程中可以边学边练，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得学生掌握 Oracle数据库的实际操作步骤，Oracle数据库对象

的使用及利用 sql语句、pl/sql语句操作数据库的方式。

学习本课程之前，需要先学习数据结构、数据库

原理等课程。在后续的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和毕

业设计环节的系统开发和数据库管理过程中，会

用到本课程所学内容。

.Net企业级开

发

.Net企业级开发是计算机类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因此本课程

不但要注重.Net程序设计语言基本知识的学习，更要注重程序设计技能

的培养。课程讲解数据访问层与业务逻辑层实现技术、数据控件与视图

层实现技术、应用其他常用技术完善系统、ASP.NET MVC框架、持久

化技术 NHibernate、集成框架 Spring.NET、博客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要求学生了解和熟悉.Net程序开发的环境，逐步

掌握编辑、调试、运行程序的方法，初步积累编

程经验；并培养学生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及团队

开发模式。C#程序设计基础作为本课程的前期课

程让学生了解编程，掌握一门编程语言；本课程

主要结合企业案例讲解面向对象及可视化的程

序开发。

分布式计算

本课程作为计算机类专业的选修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结合Web Services
进行分布式应用开发的能力，以及编写高复用、高性能 Java分布式应用

的能力，是计算机类专业之 B/S、C/S应用程序开发课程的进阶。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选修课，要求通

过学生具体的动手实践，理解分布式计算的概念

并掌握分布式软件开发的具体过程。本课程主要

任务是学习分布式计算的概念与分布式软件开

发，其先行课是 C语言程序设计、Java程序设计、

Web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等。

云计算与大

数据应用开

发

云计算和大数据已经成为当今 IT行业最热门的发展领域。云计算和大数

据的出现将深刻影响未来，逐步改变当前信息产业结构、信息处理模式、

信息消费模式以及软件生产组织方式等。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将了解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应用，

掌握大数据处理和云计算的相关原理和技术，并能够根据实际需求，构

建相应的大数据处理和云计算平台框架。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具备一定的程序设计基础、网

络基础和数据库应用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本课

程将为学生毕业前的项目实训等课程打下基础。

嵌入式软件

开发

嵌入式软件开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

修课程。随着后 PC时代的到来，以高速度、高可靠、低功耗为特征的

嵌入式系统的应用日益广泛和深入，嵌入式系统设计在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嵌入式系

统的组成和基本原理、ARM体系结构特点、嵌入式系统设计的一般原理

及方法、以及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及应用等。

本课程是一门软硬件相结合的课程，要求学生具

有扎实的软硬件基础以及程序开发能力，能够在

嵌入式实验平台上完成相应的嵌入式产品的开

发。

先修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程序设计基础、汇

编语言、计算机系统结构、操作系统等。

基于 HTML5
的移动应用

开发

将理论学习内容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具体的实验题目复习、巩固和应用所

学理论知识。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应用理论解决具体问

题。要求学生掌握基于 HTML5的移动应用开发的环境，逐步掌握编辑、

调试、运行程序的方法，初步积累编程经验；并培养学生良好的程序设

计风格及团队协作精神。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基础的编程能力、因此需要

在学习程序设计基础、Java程序设计、web设计

基础、数据库原理等课程之后再修读。

基于 IOS的移

动应用开发

要求学生掌握 IOS的移动应用开发的环境，逐步掌握编辑、调试、运行

程序的方法，初步积累编程经验；并培养学生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及团

队开发能力。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基础的编程能力、因此需要

在学习程序设计基础、Java程序设计、web设计

基础、数据库原理等课程之后再修读。

软件测试实

践

该课程是一门实践课程，学生通过案例测试，能够较好的熟悉测试的过

程和测试的方法，以及熟练掌握信息系统的测试工作，理解软件测试的

原理，掌握软件测试的方法，学会软件自动化测试的工具，同时为学生

下一学期的毕业设计奠定良好的基础，并通过“测试团队”培养学生的测

试管理能力和合作精神。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

软件测试技术在软件工程中的重要作用，基本掌握软件测试的概念、原

理、技术和方法，能够把软件测试技术方法应用于软件开发的全过程。

本课程要求学生理解软件测试的作用和软件测

试的方法，先修课程包括软件工程、数据结构与

算法等。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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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9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基础知识，系统掌握计算机科学基础理论、软件工程专业的基础知识及应

用知识，具有良好的软件设计与开发能力、组织管理和团队协作能力，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较强的创新意识，具有较强就业竞争力

的软件工程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学生系统地学习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计算机软件开发与应用、

项目管理、团队合作等方面能力与应用技能的基本训练。

毕业生将达到如下知识、能力与素质的基本要求：

1.掌握基本的人文社科知识，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社会责任感强。

2.掌握从事本专业工作所需要的数学和其他相关的自然科学、系统科学知识及一定的经济管理知识。

3.掌握一定的计算机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了解本学科的核心概念、知识结构和典型方法。

4.掌握软件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熟悉软件需求分析、设计、实现、测试、维护以及过程与管理的方法与技术，了解软件工

程规范和标准。

5.具备作为软件工程师从事工程实践所需的专业能力。

6.具备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权衡和选择各种设计方案，使用适当的软件工具进行设计开发，

建立规范的系统文档。

7.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团队合作、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

8.具备信息获取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能够跟踪本领域最新技术发展趋势。

9.具备初步的外语应用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10.了解和遵守软件行业相关的法律、规范和方针政策。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

与沟通能

力

2.数学与

自然科

学、经济

管理等知

识

3.计算机

学科基础

知识

4.软件工

程专业知

识

5.软件工

程专业实

践能力

6.利用工

具解决软

件工程问

题的能力

7.组织管

理、团队

协作能力

8.信息获

取与自主

学习能力

9.英语应

用能力和

跨文件交

流能力

10.遵守

行业相关

法律法规

11.创新

创业精神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

程序设计基础 √ √ √

信息检索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高等数学 √

线性代数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

离散数学 √ √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 √ √
数据结构 √ √ √

Web设计基础 √ √ √

算法设计与分析 √ √ √ √
Java程序设计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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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程序设计 √ √

计算方法 √ √
软件需求分析 √ √ √ √

数据库原理 √ √ √ √

软件工程 √ √ √ √
操作系统 √

计算机网络 √

软件体系结构与设计模式

Ⅰ
√ √ √

软件项目管理 √ √ √ √

Java Web应用开发Ⅰ √ √ √

Java框架技术 √ √ √
移动应用开发 √ √ √

移动高级应用开发 √ √ √

Linux操作系统 √ √
汇编语言 √ √

ASP.NET程序设计 √ √

计算机组成原理 √
面向对象建模 UML √ √ √

软件质量与测试 √ √ √

编译原理 √ √
计算机专业英语 √ √

信息安全概论 √

人工智能导论 √
学科前沿技术 √ √ √ √

软件工程经济学 √ √

团队激励与沟通 √ √
Oracle数据库应用 √ √ √

.Net企业级开发 √ √ √

分布式计算 √ √ √ √
云计算与大数据应用开发 √ √ √ √

嵌入式软件开发 √ √ √

基于HTML5的移动应用开

发
√ √ √

基于 IOS的移动应用开发 √ √ √

软件测试实践 √ √ √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设

计
√ √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 √

数据库原理课程设计 √ √

软件工程课程设计 √ √
Java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 √

Java Web应用开发课程设

计
√ √

移动应用开发课程设计 √ √
生产实习 √ √

毕业实习 √ √

毕业设计（论文） √ √

424
419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面向区域经济发展，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以工程化人才培养为中心，注重应用能力培养和素质教育，培养适应计算机应用

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软件产业的发展，具备计算机软件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用软件工程的思想、方法和技术来分

析、设计和实现计算机软件系统的能力，毕业后能在 IT行业、科研机构、企事业中从事软件系统的设计、开发、管理、服务等工作的

软件工程应用型人才。

五、主干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离散数学、数据结构、程序设计基础、Web设计基础、算法分析与设计、数据库原理、软件工程、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计算机组

成原理、面向对象建模 UML、软件需求分析、软件体系结构与设计模式、软件项目管理、Java语言程序设计、Java Web应用程序设计、

移动应用开发、软件质量与测试、分布式计算、程序设计基础课程设计、Java程序设计课程设计、Web设计基础课程设计、数据库原

理课程设计、Java Web应用开发实训、生产实习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0 41.5 8 24 12 16 31.5 27 48.9556

要求学时
2543.28+35

周
840 128 392 231.38 296 655.9 35周 702.58+35周

学分占比 100% 25.9375 5 15 7.5 10 19.6875 16.875 30.59725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按培养要求至少完成 160学分。

九、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1.5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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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ming
Fundamentals）

3.5 32 48 3.5 考试 B031904
信息学院

平台课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Major）

1 16 1 考查 B031901
信息学院

平台课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1.5 616.0 0.0 64.0 160.0 12.5 10.5 8.0 7.5 0.0 2.5 0.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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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

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Ⅰ(上) 5 80 5 考试 B113101

高等数学Ⅰ(下) 6 96 6 考试 B113102

线性代数Ⅰ 3 48 3 考试 B113121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3 48 3 考试 B113123

离散数学 3 48 3 考试 B033903
信息学院

平台课

数据结构 4 56 16 4 考试 B033905
信息学院

平台课

小计 24 376 0 16 0 5 9 10 0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Web设计基础 2.5 32 16 2.5 考试 B038222 限选

算法设计与分析 3 40 16 3 考试 B038223 限选

Java程序设计Ⅰ 4 48 32 (32) 4 考试 B038224 限选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2.5 32 16 2.5 考试 B038904
信息学院

平台课

C#程序设计 3 32 32 (32) 2.5 考试 B038281

计算方法 2.5 32 16 2.5 考试 B038906
信息学院

平台课

软件需求分析 2 32 2 考查 B038227

小计 19.5 248 0 128 0 0 6.5 5 5.5 2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数据库原理 3.5 48 16 3.5 考试 B034907
信息学院

平台课

软件工程 3 40 16 3 考试 B034911
信息学院

平台课

操作系统 3.5 48 16 3.5 考试 B034910
信息学院

平台课

计算机网络 3.5 48 16 3.5 考试 B034908
信息学院

平台课

软件体系结构与设计

模式Ⅰ
2.5 32 16 2.5 考试 B034919

信息学院

平台课

小计 16 216 0 80 0 0 0 0 10 6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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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7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一

（Web
应用开

发)

Java Web应用开发Ⅰ 4 48 32 (32) 4 考试 B035228

Java框架技术 3 32 32 (96) 3 考试 B035229

小计 7 80 0 64 0 0 0 0 0 4 3 0 0

方向二

(移动

应用开

发)

移动应用开发 4 48 32 (32) 4 考试 B035230
移动高级应用开发 3 32 32 (96) 3 考试 B035231

小计 7 80 0 64 0 0 0 0 0 4 3 0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24.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

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Linux操作系统 1.5 16 16 1 考试 B036278

汇编语言 2.5 32 16 2.5 考试 B036234

ASP.NET程序设计 3 32 32 (32) 3 考试 B036235

计算机组成原理 4 56 16 4 考试 B036909 信息学院

平台课

面向对象建模 UML 2.5 32 16 2.5 考试 B036221 限选

软件项目管理 2 32 2 考试 B036912 信息学院

平台课

软件质量与测试 2 24 16 2 考试 B036236 限选

编译原理 3 40 16 3 考试 B036913
限选，信

息学院平

台课

计算机专业英语 1 16 1 考试 B036917
限选，信

息学院平

台课

信息安全概论 2.5 32 16 2.5 考试 B036914
限选，信

息学院平

台课

人工智能导论 2.5 32 16 2.5 考试 B036915 信息学院

平台课

学科前沿技术 1 16 1 考查 B036918 信息学院

平台课

软件工程经济学 1 16 1 考查 B036237
团队激励与沟通 1 16 1 考查 B036238

Oracle数据库应用 1 32 1 考查 B036239

.Net企业级开发 3 32 32 (96) 3 考查 B036240
分布式计算 2 16 32 2 考查 B036241

云计算与大数据应用

开发
2 16 32 2 考查 B036242

嵌入式软件开发 2 16 32 2 考查 B036243
基于 HTML5的移动

应用开发
1 32 1 考查 B036244

基于 IOS的移动应用

开发
1 32 1 考查 B036245

软件测试实践 1 32 1 考查 B036246
小计 42.5 472 0 416 0 0 0 0 5.5 6.5 15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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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7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1） 考查

安全教育 （2） 考查

社会实践 （2） 考查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277
Java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260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257

数据库原理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258
软件工程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259

Java Web应用开发课程设计 2 2 2 考查 B037261

移动应用开发课程设计 2 2 2 考查 B037262
生产实习 4 5 4 考查 B037263

毕业实习 4 5 4 考查 B037264

毕业设计（论文） 10 18 10 考查 B037273
小计 27 35 3 1 1 2 2 0 8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程序设计基

础

程序设计基础是计算机类专业本科教学中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在计

算机类专业的本科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

课程。

本课程以 C语言为载体，使学生学会阅读用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编写的

简单应用程序，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和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

的基本步骤，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其严谨的思维方式和良好的

程序设计风格，为进一步学习其它专业基础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是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其

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抽象能

力和基本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能力。本课程为后

续课程（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操作

系统、编译原理和软件工程等）打下坚实的基

础。

信息检索

科技发展与

学科专业概

论

本课程是一门重要的通识教育必修课。主要介绍计算机发展史、工作原理

及体系结构，教育部关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专业规

范，我校本专业课程体系，专业特色（如：校企合作专业的办学特色），

IT行业发展趋势及对专业人才需求等。为日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物联网工程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没有先修课程，是

所有计算机专业课程的基础，同修课程是程序

设计基础，借助“程序设计基础”课程掌握问题

求解的基本过程，理解计算机的计算过程；它

的主要任务是了解计算机学科的知识体系，以

便对学生四年大学学习给出规划。

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是现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美国 ACM和 IEEE/CS推出的

ComputingCurricula2004课程体系和我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评审通过

的《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程 2002》中离散数学被列为核心课程。

离散数学内容主要包括:数理逻辑中命题演算、谓词演算等形式逻辑的推

理规律；集合的概念、运算及应用，集合内元素间的关系以及集合之间的

关系,无限集的特性；抽象代数的基本理论和应用,格与布尔代数，图论学

科的基本概念、欧拉图、哈密尔顿图、最小路径算法、中国邮路问题、树

及平面图的基本理论。

离散数学着重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为学生提高专业理论

水平打下坚实的数学基础，为后续专业理论课的学习作好准备，是计算机

专业的必修课。

离散数学基本上是一门体系独立自行封闭的基

础数学课程，不需要太多的数学基础，但由于

它内容抽象，理论性较强，因此它需要学生先

期有较好的数学思维的训练，最好将此课程安

排在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课程之后。线性代数

为本课程提供矩阵和矩阵运算方面的准备；高

等数学为本课程提供必要的数学知识。

本课程为“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操作系

统”、“编译原理”、“人工智能”等许多其它专业

基础课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

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通过全面、系统地介绍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概

念、分析方法、设计方法、基本语法和编程方法；详尽地讲述 C++语言面

向对象的基本特性，其内容包括类、对象、派生类、继承、多态性、虚函

数、模板等；从而使学生能深刻理解和领会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特点和风

格，类的封装性、继承性和多态性与程序的安全性、结构性和灵活多样性

之间的关系，达到掌握其设计方法和编程基础的目的，并为后续课程打下

基础。

本课程的前期课程是程序设计语言，它们为本

课程提供计算机软件基础知识，又为学习其他

的专业课程打下基础。本课程让学生了解面向

对象的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基本技术、功能实现、

工作方法、步骤、过程，并且熟悉大型软件系

统的开发环境和实施环境；并通过具体案例分

析，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和开发应用

系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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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在计算机科学中是一门综合性的专业基础课，是介于数学、

计算机硬件和计算机软件三者之间的一门核心课程。在计算机科学中，数

据结构不仅是一般程序设计（特别是非数值计算的程序设计）的基础，而

且是设计和实现编译程序、操作系统、数据系统及其它系统程序和大型应

用程序的重要基础。

学习本门课程要求掌握各种主要数据结构的特点、在计算机内部的表示方

法，以及处理数据的算法，对于算法所花费的时间和空间代价的分析也要

求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各种数据

对象的特点，学会数据的组织方法和实现方法，并进一步培养基本的良好

的程序设计能力。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具备一定的程序设计基础和

相关的计算机基础知识，程序设计基础、离散

数学是数据结构的相关的先修课。该课程是后

继课程如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编译原理等

课程的重要基础。

Web设计基

础

随着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发展，基于 web的程序设计技术得到广泛应

用。本课程主要介绍WEB程序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技术、Web技术概述、

站点构建技术、Web编程技术：HTML、CSS、JavaScript、JSP技术。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有网上应用系统建设所需主流技术的应用能

力，使用这些技术对信息进行存储、管理与发布。掌握开发 web程序的

基础知识和方法，能够独立自主开发网上图书商城等网络应用程序。

本课程的前期课程是程序设计语言，它为本课

程提供计算机软件基础知识，又为学习其他的

专业课程打下基础。本课程让学生了解 web程
序开发的基本方法、步骤、过程，熟悉系统的

开发环境。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培养和提高学

生综合运用知识和开发应用系统的能力。

算法设计与

分析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软件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主要研究计算

机算法设计与分析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应用。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掌握算法设计的基本方法，熟悉

算法分析的基本技术，并能熟练运用一些常用算法，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后

续课程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为程序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和数据结构，课程所涉及的算法均为

C++实现，是计算机专业学习算法的入门课程，

是学习其他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础。为了

后续课程教学及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需要，主

要讲授各种算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

Java程序设计

Ⅰ

《Java程序设计Ⅰ》是计算机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Java具有简单性、面向对象性、平台无关性、安全性和健壮性等诸多特点，

内置了多线程和网络支持能力，是网络世界的通用语言。随着当前云计算、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新信息技术的兴起，Java语言成为其中主

流的编程语言和开发平台，学习和掌握 Java语言无疑会对学生将来的工

作和就业带来更多的机遇。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Java语言基础知识、Java
语法构成、面向对象编程技术、常用系统类的使用、图形用户界面设计、

图形处理、多媒体处理、异常处理、文件和数据流处理、数据库访问和多

线程技术等。

本课程针对计算机和软件工程专业学生的基础

和特点，是在先修课程《数据结构》、《面向

对象程序设计》等课程基础上，通过理论教学

和上机实验，使得学生掌握 Java面向对象编程

思想、方法和技巧，并掌握 Java常用数据结构

和算法使用、图形用户界面设计、文件和数据

流处理、数据库访问和多线程技术等重要技术

应用，从而为学生学习 JSP、J2EE的相关课程

提供坚实的语言基础，为同期课程《软件工程》、

《数据库原理》课程提供开发实例，为《Java
Web应用开发Ⅰ》或《移动应用开发》等课程

提供技术基础，为毕业设计提供前台开发技术

储备。

C#程序设计

深入讲解 C#的语法和类型系统、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包括对象、接口、

继承和多态性）、泛型程序设计（包括泛型类型、可空类型、泛型方法和

匿名方法）以及商业应用开发的基础知识（包括文件操作、数据库访问、

多线程和 ASP.NET应用开发）。

程序设计基础作为本课程的前期课程让学生了

解编程，掌握一门编程语言；本课程主要讲解

面向对象及可视化的程序开发。

计算方法

数值计算方法，是研究用计算机求解各种数学问题的数值方法及其理论的

一门学科，它既有高度抽象性与严密科学性的特点，又有应用的广泛性与

实际实验的高度技术性的特点，是一门与计算机使用密切结合的实用性很

强的数学课程.主要介绍插值法、函数逼近与曲线拟合、线性方程组迭代

解法、数值积分与数值微分、非线性方程组解法、常微分方程数值解等，

并特别加强实验环节的训练以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不仅能使学生初步掌握数值计算方法的基本理论知

识，了解算法设计及数学建模思想，而且能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科学计算能

力和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为学习后继课程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也为将来从事科学计算、计算机应用和科学研究等工作奠定必要的数学基

础。

本课程的主要先修课为高等数学、工程数学、

计算机语言。本课程的主要后续课为数据结构、

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编译原理、操作系统

等。

软件需求分

析

《软件需求分析》课程从软件需求工程的角度出发，以需求开发过程为主

线，完整讲授需求获取、需求分析、需求验证、需求规格说明和需求管理

等需求工程活动，使学生掌握正确获取软件需求的方法；能够有效地策划

和管理需求工程各阶段的系统化实践，为今后从事软件开发和应用打下良

好的基础。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服务外包）

专业、软件工程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的一门重

要的专业课。本课程的主要先行课为数据结构、

面向对象技术、程序设计基础。

数据库原理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它的主

要内容包括数据库的基本概念、关系数据库标准语言 SQL、关系代数、

关系数据理论、关系数据库设计、关系查询处理和查询优化以及数据库的

安全性、完整性、恢复技术、并发控制等。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存储、使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

门专业基础课。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存储、

使用和管理数据。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数据库的

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技术，能有效使用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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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管理数据。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数据库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技术，

能有效使用现有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和软件开发工具，掌握数据库设计方法

和步骤，具有设计数据库模式以及开发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基本能力。为日

后从事软件技术、数据库应用工作、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和软件开发工具，掌握数据

库设计方法和步骤，具有设计数据库模式以及

开发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基本能力。为日后从事

软件技术工作、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课程。为了摆

脱软件危机的困扰，一门研究软件开发与维护的普遍原理和技术的工程学

科——软件工程迅速发展，现在它已经成为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分

支。严格遵循软件工程方法论可以大大提高软件开发的成功率，能够显著

减少软件开发和维护中的问题。本课程将着重从实用角度讲述软件工程的

基本原理、概念和技术方法，同时也尽量注意课程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使

学生学完本课程之后既能对实际的软件开发工作有所帮助，又能为今后深

入研究这门学科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的主要先行课为数据结构、面向对象技

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后继课程是

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通过学习数据结构、面

向对象技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等课

程，使学生具备软件开发的基本理论知识。本

课程主要讲授软件工程管理、软件需求分析、

软件初步设计、软件详细设计、软件测试等阶

段的方法和技术，培养学生按照软件工程进行

软件开发的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从而为课程

设计和毕业设计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整个计算机系统的基础和核

心。它对下操纵硬件的动作，控制各种资源的分配与使用，扩充硬件的功

能；对上为用户程序和其他软件、工具提供环境和服务，方便用户的使用。

该课程内容理论性比较强，综合了各种操作系统的结构、设计思想、方法、

技术和理论，主要讲述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实现技术，包

括处理器管理、进程管理、存储器管理、设备管理和文件管理等。通过课

程学习使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计算机系统工作原理、计算机软硬件资源管

理方法和设计开发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基本知识结构，为今后的应用和研究

打下良好的基础。"操作系统"课程是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以及相关

专业形成计算机系统思维、掌握计算机软硬件体系结构的一门重要的必修

课程。

学习本操作系统课程，需要先学习 C语言、Java
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等课程，本课程与计

算机组成原理要相互配合学习，共同培养学生

的计算机软件和硬件一体的系统思维。本课程

的后续课程包括：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

络、Linux操作系统等。

计算机网络

《计算机网络》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和物联网工程等相关专业

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当掌握计算机网络的分

层体系结构以及多种典型网络协议的机理，掌握计算机网络相关软硬件知

识。同时，学生应当熟悉计算机网络中广泛使用的工具，能够对网络进行

有效测试与测量。另外，本课程还使学生熟悉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多类软硬

件应用，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为进一步深

入学习计算机网络相关新兴技术及开发基于网络的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其

涉及面非常广，几乎涵盖了从低层到高层的网络各层设计思想与实现技

术。除了深入讲述经典计算机网络协议与方法以外，本课程还包括一些最

前沿的新兴网络技术，如软件定义网络、内容分发网络、移动互联网技术

和数据中心网络等。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计算机科学导论、程序设

计基础、数据结构、离散数学等，学生需要具

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方可进行本

课程的学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网

络工程、网络编程、网络数据库、局域网技术、

信息管理系统(MIS)、物联网通信技术等领域进

一步的学习和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软件体系结

构与设计模

式Ⅰ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和掌握软件系统从系统架构分析设计到详细设计

的知识和能力，因此课程的内容主要分为软件体系结构和设计模式两大部

分，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系统架构分析与设计能力和运用模式设计思想开展

软件详细设计的能力。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和物联

网工程等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课程的先

修课程是《软件工程》、《Java语言程序设计》、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面向对象建模 UML》
等。

软件项目管

理

软件项目管理是为了让软件项目尤其是大型项目的整个软件生命周期都

能在管理者的控制之下，以预定成本，按期、按质的完成软件并交付用户

使用。

软件项目管理是计算机相关专业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以培训专业的软件

项目管理人才为目的。课程向学生传授项目管理的理论、方法以及技巧，

让学生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软件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实践能力。本课程

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通过结合案例帮助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消化和理

解。本课程是一门理论基础与实践技术相结合的工程类课程，涵盖了项目

管理的基本概念、软件项目管理理论、软件项目管理方法、软件项目管理

工具等多方面的内容。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包括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

构、软件工程等。国外著名大学、国内重点大

学都把软件项目管理课程作为软件工程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开发方向）的核

心课程之一。这门课程对于奠定软件工程专业

技术与管理复合型人才的理论基础起着重要的

作用。

Java Web应
用开发Ⅰ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方向课。

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开发和运行 Java Web应用项目，内容涉及

Tomcat服务器、JSP技术、Servlet技术、JDBC技术以及 Struts技术等内

容。目的是使学生掌握 Java Web应用开发的基本过程、方法和技术，能

有效使用现有的 Java Web应用开发工具，掌握 JSP和 Servlet技术并开发

简单的 Java Web项目，使用 Tomcat服务器发布和运行 Java Web项目，

具有 Java Web应用系统开发的基本能力。为日后从事软件技术、数据库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方向课，其主

要任务是学习 Java Web应用程序设计的基本理

论及实现，其先行课是 C语言程序设计、Java
程序设计基础、Web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等，后续课程为 Java框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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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工作、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Java框架技术

Java框架技术课程是计算机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中 Java学习的最后一个

环节的重点课程，其主要内容是学习 SSH和 SSM 框架。本课程综合使用

前期所学过的所有课程，包括 Java基础、数据库基础、网页前端开发技

术、Java Web开发技术等，Java框架技术在企业级开发中具有重要的地

位。

本课程综合使用前期所学过的所有课程，包括

Java基础、数据库基础、网页前端开发技术、

Java Web开发技术等，Java框架技术在企业级

开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为后续课程如生产

实习/大型项目综合实训、毕业实习/见习式训

练、毕业设计等奠定基础。

移动应用开

发

《移动应用开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一门重要的

专业方向课，是为学习移动应用软件开发的必要课程。该课程使得学生掌

握 Android应用软件开发的主要环境与工具，掌握 Android 应用软件的常

用控件的使用方法、数据库与存储技术、多线程技术、网络通信开发和移

动通信功能开发等Android移动应用软件系统分析与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步

骤，并能针对简单的移动应用问题进行分析设计和开发。

本课程针对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基础和特点，学

习本课程，需要先学习《数据库原理》、《Java
程序设计Ⅰ》、《软件工程》、《算法分析与

设计》、《数据结构》等课程，该课程促进学

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应用新技术和方

法，。本课程的后续课程包括：《移动高级应

用开发》、《Java Web应用开发Ⅰ》等。

移动高级应

用开发

《移动高级应用开发(移动应用开发方向)》是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方向课，是学习移动高级应用开

发的必要课程。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Android体系与系统架构、Android开
发工具新接触、Android控件架构与自定义控件详解、ListView使用技巧、

AndroidScroll分析、Android绘图机制与处理技巧、Android动画机制与

使用技巧、Activity与 Activity调用栈分析、Android系统信息与安全机制、

Android性能优化等。

本课程使得学生在 Android基础应用开发的基础上，掌握完成面向企业和

移动互联网应用的高阶 Android项目开发技术，提高移动高级应用的开发

能力，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本课程针对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基础和特点，学

习本课程，需要先学习《移动应用开发》、《Java
Web应用开发Ⅰ》、《软件体系结构与设计模

式Ⅰ》、《面向对象建模 UML》等课程，该课

程促进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应用新

技术和方法。本课程的后续课程包括：《基于

HTML5的移动应用开发》、《基于 IOS的移动

应用开发》等。

Linux操作系

统

《Linux操作系统》是信息学院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也是一门理论与实践

并重的课程。实验是该课程实验教学环节方面的重要内容。

通过实验可以加深学生对 Linux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功能的理解。

本实验课程的任务是让学生熟练掌握 Linux系统、并学会 Linux环境下的

程序设计，为今后从事 Linux相关的开发工作打下良好的实践基础。

汇编语言

汇编语言是高等院校计算机软、硬件及应用专业的专业基础（核心）课，

它不仅是计算机原理、接口技术及操作系统等其它核心课程的先行课，而

且对训练学生掌握程序设计技术、加深对计算机工作原理的理解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习者掌握 8086至 Pentiun微处理器的

寻址方式、指令系统及其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基本思想和方法，同时通过汇

编语言程序设计进一步掌握利用程序设计充分发挥计算机效率的基本思

想。通过上机实践熟悉上机操作和程序调试技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了解 80x86计算机组织，掌握 8086/8088指令系统和寻址方式，掌握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基本方法，能进行汇编语言程序的设计、调试。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计算机应用基础、C语言、

程序设计基础等，掌握了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

和程序设计基础，对计算机的应用有感性认识

后，才能顺利的学习掌握汇编语言的主要知识，

同时也为以后的微机原理等课程打下基础。

ASP.NET程

序设计

本课程对 ASP.NET 4.5动态网站开发设计的相关知识进行介绍，包含 C#
语法、ASP.NET服务器端控件、ADO.NET、Ajax等。本课程循序渐进地

介绍 ASP.NET程序设计语言的基础、界面设计、编程方法和数据库系统

实例开发等方面的内容。从浅显、实用的角度出发，结合大量案例、代码

对 ASP.NET进行讲解，并提供相关习题、课件等供学生课下学习。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开发 ASP.NET程序的

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对网络程序设计有一个

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并能够独立自主开发留言

板、BBS、聊天室等网络应用程序。课程性质

为专业选修课。Web设计基础作为本课程的前

期课程让学生了解编程，掌握一门编程语言；

本课程主要讲解 ASP.NET的开发，以 c#为源语

言开发基于 B/S模式的应用程序。

计算机组成

原理

计算机组成原理是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是计算机硬件课程体系的

“基石”，在计算机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该课程主要

讲述控制器、运算器、存储器和输入输出设备的组成和计算机的基本工作

原理。其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计算机的内部结构、工作原理、逻辑实现、

设计方法以及各硬件组成部分之间的内部联系，从而让学生建立计算机系

统的整体概念，这对培养学生设计和发展计算机系统的能力起着重要的作

用。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概念和原理层次

上给出了计算机硬件系统各部件的组成设计方

法，其先修课程为《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

《数字逻辑》、《汇编语言》，后续课程为《微

机原理》、《计算机体系结构》、《计算机网

络》。

面向对象建

模 UML

《面向对象建模 UML》是计算机类专业选修的专业实践课程。该课程的

特点是涉及面广、实用性强。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在学习了软件工程的

基本理论知识之后，进一步了解和掌握面向对象的建模语言——统一建模

语言，从而提高软件开发的能力与水平。

本课程的前期课程是《程序设计基础》、《软

件工程》。国外著名大学、国内重点大学都把“面
向对象建模 UML”课程作为软件工程专业、计

算机科学技术专业（软件开发方向）的核心课

程之一。这门课程对于奠定软件工程专业技术

与管理复合型人才的理论基础起着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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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门课程是软件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

也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服务外包）专业

的核心课程之一。

软件质量与

测试

该课程是计算机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的专业课，是培养学生软件测试能力

的课程。其任务是在软件测试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重点培养学生的测试技

术，并通过测试提高软件质量。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测试用例

的分析设计、测试报告的编写、测试技术和测试工具的灵活使用，提高学

生软件测试的综合应用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程序设计基础、软件工程等。

为了后续课程教学及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需

要，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软件质量的保证

和测试原理，软件测试用例设计，突出对工程

化测试技术的教学与实践应用。

编译原理

《编译原理》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软件工程系本科生的专业课程，

主要任务是系统地学习编译程序的基本原理、基本实现方法和一些自动构

造工具。学习将高级程序设计语言源程序翻译成计算机能处理的目标代码

语言的过程，介绍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的编译原理及其基本实现技术，以及

编译方面的最新技术发展和研究方向。并通过实验实现简单的词法和语法

编译程序。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包括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

原理、C语言、Java程序设计、汇编语言、离

散数学。本课程的后续课程可以包括软件工程。

本课程的相关课程包括操作系统原理、数据库

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它们共同组成现代计

算机的核心理论基础。

计算机专业

英语

通过计算机专业英语课程的学习，扩大知识面，提高阅读和翻译专业英语

文献资料的能力,并通过课堂英语交流,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从而能

更好地适应信息社会对计算机人才的要求。教学内容包括基本语法、词汇

记忆和阅读翻译技巧，并涵盖了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编程、多媒体应用、

网络与电子商务、全球软件外包等方面的相关知识。通过角色对话与写作

实训，培养学生的说、读、写能力，同时增加课程的互动性与趣味性。

学习本课程前，学生应具备基本的计算机知识，

并有一定的英语基础。通过学习本课程，可以

提高计算机专业学生的专业英语应用能力。

信息安全概

论

《信息安全概论》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和物联网工程等专业的

一门专业选修课。课程全面介绍信息安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知识体系，

主要内容包括信息保密技术、信息认证技术、PKI与 PMI认证技术、密

钥管理技术、访问控制技术、网络的攻击与防范、系统安全、网络安全技

术和信息安全管理等内容。本课程以导论的形式对信息安全学科中的主要

领域进行了全面而适度的介绍，有助于信息类专业学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

对信息安全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术的概貌认识。本课程侧重于对主流信息安

全技术进行全面介绍，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为将来进一步查阅或学习信息

安全相关知识奠定基础。另外，该课程还坚持实用的原则，侧重于培养学

生的信息安全意识和普及常用的信息安全技术。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构、

操作系统（计科）、计算机网络等，学生需要

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方可进行

本课程的学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将来进

一步查阅或学习信息安全相关知识奠定基础

人工智能导

论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及软件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一门

专业选修课。课程主要研究如何利用计算机来模拟人脑所从事的感知、推

理、学习、思考、规划等人类智能活动，解决需要用人类智能才能解决的

问题。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知识

表示、推理机制和求解技术，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技术方法。启发学生对

人工智能的兴趣，培养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为今后在相关领域的研

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数据结构、程序设计基础、

编译原理和离散数学。通过对人工智能课程的

学习，能够加深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基本算法、

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理解。

学科前沿技

术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以专题讲座的形式讲

授或组织学生进行座谈讨论。讲授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有关的最新前沿知

识，有关的技术发展方向，市场发展预测以及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有关的

市场人才需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了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

发展方向和市场发展预测，以此决定自己的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并能在

社会和市场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本课程是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软件工程

专业主干专业课程为基础的专业选修课。

软件工程经

济学

软件工程经济学是综合了软件工程和工程经济学之后的后续课程，主要研

究软件的经济价值，从软件的成本、定价、社会效益以及生产过程、测试

过程的各个阶段来分析其经济价值。能够对软件开发的各个环节进行定性

和定量分析其经济效益，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软件工程经济学是一门技术性较强的专业课

程，是软件工程专业的一门学科专业课。通过

本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利用各种模型对

软件开发与测试的各个阶段进行成本估算的方

法。本课程的先导课程为软件工程，如果有工

程经济的基础更佳。

团队激励与

沟通

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这些都离不开熟练掌握和应用管理沟通的原理和技巧。

本课程适应计算机教育教学的需要，在内容设计上突破按知识体系设计内

容的窠臼，强调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内容包括：沟通与管理沟通（知识铺

垫），口头表达（口头表达能力），书面沟通（书面沟通能力），非语言

沟通（非语言沟通能力），倾听技巧（倾听能力）和团队沟通（团队沟通

能力）等。每一大能力中又包含一些具体技能，并采取了“知识铺垫--方
法和技能培养--实践能力演练”的模块化设计，将能力培养贯穿于教材内

容的始终，从而实现了知识学习与技能提升的有机统一。

团队激励与沟通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课

程，是软件工程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课。通过

本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团队激励与沟通

的基本知识、技能，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从

而提高管理能力。本课程自成体系，与其它课

程关联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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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数据库

应用

本课程为纯上机实验课，学生在上课过程中可以边学边练，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得学生掌握 Oracle数据库的实际操作步骤，Oracle数据库对象的使

用及利用 sql语句、pl/sql语句操作数据库的方式。

学习本课程之前，需要先学习数据结构、数据

库原理等课程。在后续的生产实习、毕业实习

和毕业设计环节的系统开发和数据库管理过程

中，会用到本课程所学内容。

.Net企业级开

发

.Net企业级开发是计算机类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因此本课程不

但要注重.Net程序设计语言基本知识的学习，更要注重程序设计技能的培

养。课程讲解数据访问层与业务逻辑层实现技术、数据控件与视图层实现

技术、应用其他常用技术完善系统、ASP.NET MVC框架、持久化技术

NHibernate、集成框架 Spring.NET、博客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要求学生了解和熟悉.Net程序开发的环境，逐

步掌握编辑、调试、运行程序的方法，初步积

累编程经验；并培养学生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及团队开发模式。C#程序设计基础作为本课程

的前期课程让学生了解编程，掌握一门编程语

言；本课程主要结合企业案例讲解面向对象及

可视化的程序开发。

分布式计算

本课程作为计算机类专业的选修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结合Web Services
进行分布式应用开发的能力，以及编写高复用、高性能 Java分布式应用

的能力，是计算机类专业之 B/S、C/S应用程序开发课程的进阶。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选修课，要求

通过学生具体的动手实践，理解分布式计算的

概念并掌握分布式软件开发的具体过程。本课

程主要任务是学习分布式计算的概念与分布式

软件开发，其先行课是 C语言程序设计、Java
程序设计、Web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等。

云计算与大

数据应用开

发

云计算和大数据已经成为当今 IT行业最热门的发展领域。云计算和大数

据的出现将深刻影响未来，逐步改变当前信息产业结构、信息处理模式、

信息消费模式以及软件生产组织方式等。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将了解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应用，掌

握大数据处理和云计算的相关原理和技术，并能够根据实际需求，构建相

应的大数据处理和云计算平台框架。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具备一定的程序设计基础、

网络基础和数据库应用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

本课程将为学生毕业前的项目实训等课程打下

基础。

嵌入式软件

开发

嵌入式软件开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

修课程。随着后 PC时代的到来，以高速度、高可靠、低功耗为特征的嵌

入式系统的应用日益广泛和深入，嵌入式系统设计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课程体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嵌入式系统的组

成和基本原理、ARM体系结构特点、嵌入式系统设计的一般原理及方法、

以及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及应用等。

本课程是一门软硬件相结合的课程，要求学生

具有扎实的软硬件基础以及程序开发能力，能

够在嵌入式实验平台上完成相应的嵌入式产品

的开发。

先修课程：计算机组成原理、程序设计基础、

汇编语言、计算机系统结构、操作系统等。

基于 HTML5
的移动应用

开发

将理论学习内容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具体的实验题目复习、巩固和应用所

学理论知识。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应用理论解决具体问题。

要求学生掌握基于 HTML5的移动应用开发的环境，逐步掌握编辑、调试、

运行程序的方法，初步积累编程经验；并培养学生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及

团队协作精神。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基础的编程能力、因此需

要在学习程序设计基础、Java程序设计、web
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等课程之后再修读。

基于 IOS的移

动应用开发

要求学生掌握 IOS的移动应用开发的环境，逐步掌握编辑、调试、运行

程序的方法，初步积累编程经验；并培养学生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及团队

开发能力。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基础的编程能力、因此需

要在学习程序设计基础、Java程序设计、web
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等课程之后再修读。

软件测试实

践

该课程是一门实践课程，学生通过案例测试，能够较好的熟悉测试的过程

和测试的方法，以及熟练掌握信息系统的测试工作，理解软件测试的原理，

掌握软件测试的方法，学会软件自动化测试的工具，同时为学生下一学期

的毕业设计奠定良好的基础，并通过“测试团队”培养学生的测试管理能力

和合作精神。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软件测试技术

在软件工程中的重要作用，基本掌握软件测试的概念、原理、技术和方法，

能够把软件测试技术方法应用于软件开发的全过程。

本课程要求学生理解软件测试的作用和软件测

试的方法，先修课程包括软件工程、数据结构

与算法等。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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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计算机类 专业代码：080905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备传感技术、网络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等信息领域的基础知识，熟练掌握物联网软硬件设计与开发、物联网系统设

计与集成技术，能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从事与物联网工程技术相关的教学、研究、设计、开发、维护、管理等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物联网工程的基础理论、方法和基本技能，接受物联网感知与标识、物联网组网、物联网控制、物联网编程等方

面的基本训练，具备在信息技术相关领域从事物联网应用系统的设计、开发、研究和管理的能力。

1. 具备良好的思想修养、职业道德，体现对职业、社会、环境的责任。

2. 具备从事物联网相关工作的分析、规划、设计、开发、运营、管理的一般性和专门的工程技术知识，了解本专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3. 掌握计算学科的基本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强烈的工程意识，并具备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方法和技术解

决复杂的实际问题，对结果进行分析的能力；

4. 具有终身学习意识，能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和新技术、新知识，持续提高自己的能力；

5. 了解计算学科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具有创新意识，并具有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初步能力；

6. 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业的重要法律、法规及方针与政策，理解工程技术与信息技术应用相关的伦理基本要求，在系统设计

过程中能够综合考虑经济、环境、法律、安全、健康、伦理等制约因素；

7. 具备较好的表达能力、交往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及学习能力；

8. 具有初步的外语应用能力，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材料，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社会

责任、职

业道德

2.工具性

知识

3.信息获

取及再学

习能力

4.自然科

学知识

5.专业技

术知识

6.应用

知识能力

7.工程技

术知识

8.工程实

践与设

计、改造

创新

9.组织管

理、团队

协作

10.身心

素质、适

应社会

11.国际

视野、交

流合作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形势与政策 √ √
大学英语 √ √
体育 √ √
程序设计基础 √ √
信息检索 √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 √
高等数学 I √ √
线性代数 I √ √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 √
大学物理Ⅲ √
电路与电子技术 √
离散数学 √ √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 √ √ √
数据结构 √ √ √
移动软件开发实践 √ √ √ √
Web开发基础 √ √ √ √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 √ √
数据库系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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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通信技术 √ √
射频识别与 NFC技术 √ √ √
物联网控制技术 √ √
嵌入式操作系统 √ √ √
计算方法 √ √
计算机网络 √ √ √ √ √
操作系统 √ √
计算机组成原理 √ √ √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 √ √ √
物联网工程与实践 √ √ √ √
无线传感器网络 √ √ √ √
高级程序设计 √ √ √ √
云计算与大数据 √ √ √ √
计算机辅助电路设计 √ √ √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 √ √ √ √
Python编程 √ √ √ √
Linux编程 √ √ √ √
信息安全概论 √ √
人工智能导论 √ √
M2M技术概论 √ √
软件项目管理 √ √ √
软件体系结构与设计模

式 II
√ √

模式识别及应用 √ √
计算机专业英语 √ √
可编程逻辑器件原理及

应用
√ √ √

无线电定位导航原理及

应用
√ √

.NET开发 √ √ √
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 √ √ √ √
GPRS/GIS技术及应用 √ √
空间数据库与数据处理 √ √
物流工程 √ √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I √ √
基于 HTML5的移动应

用开发
√ √ √ √ √

基于 IOS的移动应用开

发
√ √ √ √ √

Zigbee技术与无线 SoC √ √ √
学科前沿技术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
公益劳动 √ √
安全教育 √ √ √
社会实践 √ √ √ √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

设计
√ √ √ √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 √ √ √
数据分析实践 √ √ √ √
高级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 √ √ √
物联网应用系统开发 √ √ √ √
物联网技术实训 √ √ √ √
生产实习 √ √ √ √ √
毕业实习 √ √ √ √ √
毕业设计（论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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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立足于信息大类知识培养体系，结合本校轻工特色，将人才培养与学校行业优势相结合，根据材料、造纸、环境、食品、啤酒、

物流等行业人才需求，以制造企业管控智能化为特色，强调突出物联网工程技术在相关领域的应用，开展以测控技术、嵌入式系统、

无线网络技术、云计算、智能信息处理、大数据挖掘等信息技术为重点的基础理论和工程素质教育。

五、主干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技术、通信工程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传感器与检测技术、无线传感器网络、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高

级程序设计、物联网通信技术、物联网控制技术、信息安全概论、物联网工程与实践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移动软件开发实践、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设计、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数据分析实践、物联网应用系统开发、

物联网技术实训、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1.5 8 36 13.5 18 17 26 48.5
要求学时 2552+36周 840 128 608 304 336 336 36周 720+36周
学分占比 100% 25.94% 5% 22.50% 8.44% 11.25% 10.63% 16.25% 30.31%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按培养方案要求至少完成 160学分。

九、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1.5学分（其中实践 7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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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ming Fundamentals）
3.5 32 48 3.5 考试 B031904

学院平台

课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信息学院

公开课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
Major）

1 16 1 考查 B031901
学院平台

课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

1 16 1 B121610

小计 41.5 616.0 0.0 64.0 160.0 12.5 10.5 8.0 7.5 0.0 2.5 0.5 0.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一年级

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6（其中实践 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 I（上） 5 80 5 考试 B113101 理学院开课

高等数学 I（下） 6 96 6 考试 B113102 理学院开课

大学物理 III 4 56 16 4 考试 B113204 理学院开课

离散数学 3 48 3 考试 B033903 学院平台课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2.5 32 16 2.5 考试 B033904 学院平台课

电路与电子技术 5.5 80 16 5.5 考试 B033303
数据结构 4 56 16 4 考试 B033905 学院平台课

线性代数 I 3 48 3 考试 B113121 理学院开课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3 48 3 考试 B113123 理学院开课

小计 36 544 16 48 0 9 11.5 12.5 3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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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3.5（其中实践 5.5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移动软件开发实践 1 32 1 考查 B038307
Web开发基础 1 32 1 考查 B038308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2 16 32 2 考试 B038309
数据库系统 2.5 24 32 2.5 考查 B038305
射频识别与 NFC技术 2 24 16 2 考试 B038312
物联网通信技术 2.5 32 16 2.5 考试 B038311
物联网控制技术 2.5 32 16 2.5 考试 B038313
计算方法 2.5 32 16 2.5 考试 B038906 学院平台课

嵌入式操作系统 2 24 16 2 考试 B038314
小计 18 184 96 112 0 0 1 0 10 4.5 2.5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8（其中实践 3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计算机网络 3.5 48 16 3.5 考试 B034908 学院平台课

计算机组成原理 4 56 16 4 考试 B034909 学院平台课

操作系统 3.5 48 16 3.5 考试 B034910 学院平台课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3 40 16 3 考试 B034318
无线传感器网络 3 32 32 3 考试 B034319
物联网工程与实践 1 16 1 考试 B034312

小计 18 240 64 32 0 0 0 0 3.5 10.5 4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6（其中实践最低 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物联网

信息处

理与软

件服务

高级程序设计 4 48 32 4 考试 B035313
云计算与大数据 2 16 32 2 考试 B035321

小计 6 64 32 32 0 0 0 0 0 4 2 0 0

物联网

感知与

控制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 4 48 32 4 考试 B035323
计算机辅助电路设计 2 16 32 2 考试 B035316

小计 6 64 32 32 0 0 0 0 0 4 2 0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1（其中实践 3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Python编程 1.5 8 32 1.5 考查 B036324
信息安全概论 2.5 32 16 2.5 考试 B036914 学院平台课

Linux编程 2 16 32 2.5 考查 B036351
M2M技术概论 1.5 24 2 考试 B036352
人工智能导论 2.5 32 16 2.5 考试 B036915 学院平台课

软件体系结构与设计模式 I 2.5 32 16 2.5 考试 B036919 学院平台课

模式识别及应用 2 24 16 2 考试 B036916 学院平台课

.NET开发 2 24 16 2 考查 B036336
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 2 24 16 2 考试 B036337
GPRS/GIS技术及应用 2 24 16 2 考试 B036338
计算机专业英语 1 16 1 考试 B036917 学院平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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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项目管理 2 32 2 考试 B036912 学院平台课

学科前沿技术 1 16 1 考试 B036918 学院平台课

空间数据库与数据处理 2 24 16 2 考试 B036339
物流工程 2 24 16 2 考试 B036340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I 4 56 16 4 考试 B036341
ZigBee技术与无线 Soc 2 24 16 2 考试 B036342
基于 HTML5的移动应用开发 1 32 1 考查 B036244
基于 IOS的移动应用开发 1 32 1 考查 B036245
可编程逻辑器件原理及应用 2 24 16 2 考试 B036334
无线电定位导航原理及应用 2 24 16 2 考试 B036335

小计 36.5 432 80 224 0 0 0 1.5 0 2.5 18 16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6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2） 考查

社会实践 （2） 考查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347
电子技术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37345
数据分析实践 1 1 1 考查 B037333
物联网应用系统开发 1 1 2 考查 B037334
物联网技术实训 2 2 2 考查 B037335
生产实习 4 5 4 考查 B037349
毕业实习 4 5 4 考查 B037350
毕业设计（论文） 10 18 10 考查 B037351

小计 26 36 2 1 1 1 2 0 10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本课程是一门重要的通识教育必修课。主要介绍物联网发展

史、物联网体系结构及涉及的关键技术，物联网的应用及发

展趋势。教育部关于物联网工程专业规范，我校本专业培养

方案、课程体系，专业特色（如：校企合作专业的办学特色），

IT行业发展趋势及对专业人才需求等。为日后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

基础。

该门课程是物联网工程的专业导向课。学生只要

前期对 IT 产业的发展、传感器技术、网络技术

的应用有一定的了解即可。

程序设计基础

程序设计基础是计算机类专业本科教学中的一门重要的专业

基础课，在计算机类专业的本科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和

作用，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必须重视实践应用能力的

培养。

C语言是国内外广泛使用的一种计算机语言，它以其丰富灵

活的控制和数据结构，简洁而高效的语句表达、清晰的程序

结构、良好的移植性、较小的时空开销，已被广泛的应用于

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的开发中。

在本科生教学体系中，本课程教学仅是起点，而

非终点。该课程为后续课程如数据结构、面向对

象程序设计、操作系统、编译原理和软件工程等

打下坚实的基础，旨在培养学生的程序设计理

念、掌握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树立起编程思想，

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程和今后从事软

件开发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建议采用 MOOC
的教学模式，加强编程能力的训练。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课程通过全面、系统地介绍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的基本概念、分析方法、设计方法、基本语法和编程方

法；详尽地讲述 C++语言面向对象的基本特性，其内容包括

类、对象、派生类、继承、多态性、虚函数、模板等；从而

使学生能深刻理解和领会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特点和风格，

类的封装性、继承性和多态性与程序的安全性、结构性和灵

活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达到掌握其设计方法和编程基础的目

的，并为后续课程打下基础。

该课程需要有一定的编程基础，所以应该在 C语

言学习之后再开课，而且需要对程序设计思想有

所了解之后才能学习 JAVA课程。学完该课程之

后，应该对面向对象的思想有更深的理解。建议

加大实践性教学环节。

离散数学
离散数学，是现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以研究离散量的

结构和相互间的关系为主要目标，其研究对象一般是有限个

离散数学基本上是一门体系独立自行封闭的基

础数学课程，不需要太多的数学基础，但由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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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数个元素。在美国 ACM 和 IEEE/CS 推出的 Computing
Curricula 2004 课程体系和我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评审

通过的《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程 2002》中离散数学被列

为核心课程。

离散数学内容主要包括: 数理逻辑中命题演算、谓词演算等形

式逻辑的推理规律；集合的概念、运算及应用，集合内元素

间的关系以及集合之间的关系,无限集的特性；抽象代数的基

本理论和应用,格与布尔代数，图论学科的基本概念、欧拉图、

哈密尔顿图、最小路径算法、中国邮路问题、树及平面图的

基本理论。

离散数学着重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为学生

提高专业理论水平打下坚实的数学基础，为后续专业理论课

的学习作好准备，是计算机专业的必修课。

内容抽象，理论性较强，因此它需要学生先期有

较好的数学思维的训练，最好将此课程安排在高

等数学和线性代数课程之后。线性代数为本课程

提供矩阵和矩阵运算方面的准备；高等数学为本

课程提供必要的数学知识。

本课程为数据结构、数据库原理、操作系统、编

译原理、人工智能等许多其它专业基础课奠定必

要的数学基础。

数据结构

本课程在计算机科学中是一门综合性的专业基础课，是介于

数学、计算机硬件和计算机软件三者之间的一门核心课程。

在计算机科学中，数据结构不仅是一般程序设计（特别是非

数值计算的程序设计）的基础，而且是设计和实现编译程序、

操作系统、数据系统及其它系统程序和大型应用程序的重要

基础。

学习本门课程要求掌握各种主要数据结构的特点、在计算机

内部的表示方法，以及处理数据的算法，对于算法所花费的

时间和空间代价的分析也要求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通

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各种数据对象的特点，学会

数据的组织方法和实现方法，并进一步培养基本的良好的程

序设计能力。

本课程要求学生已具备一定的程序设计基础和

相关的计算机基础知识，程序设计基础、离散数

学是数据结构的相关的先修课。该课程是后继课

程如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编译原理等课程的

重要基础。

计算方法

数值计算方法，是研究用计算机求解各种数学问题的数值方

法及其理论的一门学科，它既有高度抽象性与严密科学性的

特点，又有应用的广泛性与实际实验的高度技术性的特点，

是一门与计算机使用密切结合的实用性很强的数学课程.主要

介绍插值法、函数逼近与曲线拟合、线性方程组迭代解法、

数值积分与数值微分、非线性方程组解法、常微分方程数值

解等，并特别加强实验环节的训练以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不仅能使学生初步掌握数值计算方法的

基本理论知识，了解算法设计及数学建模思想，而且能使学

生具备一定的科学计算能力和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

为学习后继课程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也为将来从事科学计

算、计算机应用和科学研究等工作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

本课程的主要先修课为高等数学、工程数学、计

算机语言。本课程的主要后续课为数据结构、程

序设计、数据库原理、编译原理、操作系统等。

计算机网络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和物联网工程等相关

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当掌

握计算机网络的分层体系结构以及多种典型网络协议的机

理，掌握计算机网络相关软硬件知识。同时，学生应当熟悉

计算机网络中广泛使用的工具，能够对网络进行有效测试与

测量。另外，本课程还使学生熟悉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多类软

硬件应用，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抽象概括能

力，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计算机网络相关新兴技术及开发基于

网络的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

网络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其涉及面非常广，

几乎涵盖了从低层到高层的网络各层设计思想与实现技术。

除了深入讲述经典计算机网络协议与方法以外，本课程还包

括一些最前沿的新兴网络技术，如软件定义网络、内容分发

网络、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数据中心网络等。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计算机科学导论、程序设计

基础、数据结构、离散数学。

计算机组成原理

计算机组成原理是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是计算机硬

件课程体系的“基石”，在计算机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起着承

上启下的作用。该课程主要讲述控制器、运算器、存储器和

输入输出设备的组成和计算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其目的就是

让学生掌握计算机的内部结构、工作原理、逻辑实现、设计

方法以及各硬件组成部分之间的内部联系，从而让学生建立

计算机系统的整体概念，这对培养学生设计和发展计算机系

统的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学习本课程需要首先具有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

子技术或者数字逻辑的基础知识，最好能学习一

门汇编语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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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整个计算机系统

的基础和核心。它对下操纵硬件的动作，控制各种资源的分

配与使用，扩充硬件的功能；对上为用户程序和其他软件、

工具提供环境和服务，方便用户的使用。该课程内容理论性

比较强，综合了各种操作系统的结构、设计思想、方法、技

术和理论，主要讲述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实

现技术，包括处理器管理、进程管理、存储器管理、设备管

理和文件管理等。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计算

机系统工作原理、计算机软硬件资源管理方法和设计开发计

算机应用系统的基本知识结构，为今后的应用和研究打下良

好的基础。操作系统课程是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以及

相关专业形成计算机系统思维、掌握计算机软硬件体系结构

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程。

学习本课程需要首先具备 C 语言编程、数据结

构、计算机组成原理方面的知识，具有深厚的编

程基础，最好能具有微机原理和汇编语言的基础

知识，为嵌入式系统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软件项目管理

软件项目管理是为了让软件项目尤其是大型项目的整个软件

生命周期都能在管理者的控制之下，以预定成本，按期、按

质的完成软件并交付用户使用。

软件项目管理是计算机相关专业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以培

训专业的软件项目管理人才为目的。课程向学生传授项目管

理的理论、方法以及技巧，让学生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软件

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实践能力。本课程注重理论与实际的

结合，通过结合案例帮助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消化和理解。本

课程是一门理论基础与实践技术相结合的工程类课程，涵盖

了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软件项目管理理论、软件项目管理

方法、软件项目管理工具等多方面的内容。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包括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

构、软件工程等。国外著名大学、国内重点大学

都把软件项目管理课程作为软件工程专业、计算

机科学技术专业（软件开发方向）的核心课程之

一。

信息安全概论

信息安全概论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和物联网工程

等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课程全面介绍信息安全的基本概

念、原理和知识体系，主要内容包括信息保密技术、信息认

证技术、PKI与 PMI认证技术、密钥管理技术、访问控制技

术、网络的攻击与防范、系统安全、网络安全技术和信息安

全管理等内容。本课程以导论的形式对信息安全学科中的主

要领域进行了全面而适度的介绍，有助于信息类专业学生在

较短时间内获得对信息安全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术的概貌认

识。本课程侧重于对主流信息安全技术进行全面介绍，扩大

学生的知识面，为将来进一步查阅或学习信息安全相关知识

奠定基础。另外，该课程还坚持实用原则，侧重于培养学生

的信息安全意识和普及常用的信息安全技术。

此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构、

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后续课程为无线传感器

网络等。

人工智能导论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及相近专业本科教学计划

中一门专业选修课。课程主要研究如何利用计算机来模拟人

脑所从事的感知、推理、学习、思考、规划等人类智能活动，

解决需要用人类智能才能解决的问题。通过课程学习，使学

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知识表示、推理机

制和求解技术，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技术方法。启发学生对

人工智能的兴趣，培养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为今后在

相关领域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性质为专业选修课，先修课程为计算机网

络、程序设计基础等。本课程可以结合计算机网

络、程序设计基础课程，加强对学生人工智能的

深入学习。

模式识别及应用

本课程主要介绍目前计算机发展中,智能计算的先进技术和算

法, 介绍这些算法如何解决目前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关的热点

问题。主要有神经网络，其中卷积神经网络是最近深度学习

的经典算法； 介绍特征提取算法， 如何从大量的数据中找

出与我们解决的问题相关的信息，将介绍经典主分量分析，

小波分析。介绍的目前流行优化算法，遗传算法， 粒子群算

法，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将将所学知识，更好

的融合在一起，提高创新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 C语言或程序设计、离散数

学、人工智能等，课程将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与

编程能力融合在一起以解决实际问题，本课程可

促进有关传感器技术的开发和实用。

计算机专业英语

通过计算机专业英语课程的学习，扩大知识面，提高阅读和

翻译专业英语文献资料的能力,并通过课堂英语交流,提高学

生的英语口语能力，从而能更好地适应信息社会对计算机人

才的要求。教学内容包括基本语法、词汇记忆和阅读翻译技

巧，并涵盖了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编程、多媒体应用、网

络与电子商务、全球软件外包等方面的相关知识。通过角色

对话与写作实训，培养学生的说、读、写能力，同时增加课

程的互动性与趣味性。

学习本课程前，学生应具备本专业相关的理论知

识与技术基础，了解物联网技术在各领域的应

用；并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和词汇量。通过学

习本课程，可以提高计算机专业学生的专业英语

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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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前沿技术
本课程是普通高校计算机类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以专题

讲座的形式讲授或组织学生进行座谈讨论。

本课程是以物联工程专业的主干课程为基础的

专业选修课，主要介绍物联网发展的理论和技术

动态。

软件体系结构与设计模

式 I

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和掌握软件系统从系统架构分析设计到

详细设计的知识和能力，因此课程的内容主要分为软件体系

结构和设计模式两大部分，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系统架构分析

与设计能力和运用模式设计思想开展软件详细设计的能力。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和物联网

工程等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课程的先修课

程是软件工程、Java语言程序设计、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面向对象建模 UML等，为高级程序设

计和软件测试打下基础。

电路与电子技术

电路与电子技术是物联网工程专业必修的主要基础课，其任

务是使学生获得电路的基本理论知识、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

和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比较系统地掌握一些常用电子器件和电子电路的

工作原理及分析设计方法，掌握常用电子仪器的使用方法和

基本单元电路的调试方法，为后续专业课和为毕业后进入科

学研究领域掌握不断发展着的电子技术打下良好的基础。本

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以后深入学

习电子技术某些领域中的内容打好基础。

本门课程的开设需要先修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

课程，后续课程为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嵌入式系

统原理与应用等。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本课程是物联网工程专业的核心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能了解传感器的基本概念、传感器的构成、传感器工作

的有关定律及原理、传感器的地位和作用、现代传感器和检

测技术发展的趋势。本课程的作用是针对物联网用传感器的

特点和发展趋势，构建物联网工程专业学生的基础知识结构，

达到学生能够正确选择和应用传感器的目的，培养学生利用

现代通信技术、传感器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解决生产实际中信

息采集与处理问题的能力，为物联网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奠定

基础。

本课程是物联网工程专业的一门核心课。它的导

课有高等数学、电路与电子技术、大学物理、程

序设计基础，后续课有无线传感器网络、物联网

工程与实践等；主要理解物联网用传感器的智能

化、网络化、微型化的特性和应用方式。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五学期。

无线传感器网络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集传感器技术、微电机技术、现代网络和

无线通信技术于一体的综合信息处理平台，具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是计算机信息领域最活跃的研究热点之一。本课程介

绍无线传感器网络研究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和应用技术。第

一部分介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基本知识和体系结构，重点包

括MAC协议、路由协议、拓扑控制等内容。第二部分是无限

传感器网络的相关支持技术，包括定位、时间同步、数据管

理、网络安全。第三部分是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应用技术，包

括主流的操作系统、控制软件，以及相关应用实例分析。

在学习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嵌入式开发技术之后，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

数据采集技术、无线组网技术、无线传感器网络

的开发实践等方面的内容，为进一步研究和从事

无线传感器网络应用开发和物联网工程实践、应

用系统设计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参考。

移动软件开发实践

本课程是物联网工程专业选修课，课程为独立设课实验，课

程任务让学生熟悉移动软件开发的编程思想，让学生掌握

Android 平台下的软件开发的基本结构、基本组成和基本原

理，掌握移动平台软件开发的基本分析与设计方法，掌握 Java
移动开发的基本方法，使学生对移动软件开发系统的分析、

设计、开发能力得到训练。

本课程的学习需要具备基本的程序设计基础，具

有编程思想，有 JAVA学习经验。

高级程序设计

本课程的是物联网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主要介绍当前主

流的 Java Web开发技术，使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对 Java Web应
用开发进行系统介绍，使学生对各类Web开发技术及其应用

发展趋势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把握，通过掌握Web网站的构

建技术和Web编程的基本技能，提高学生基于Web的开发能

力。同时通过大量案例的分析，引入软件工程各个阶段的和

实践，开阔学生的视野，并提高看待问题的高度；锻炼学生

的实际动手能力，启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使学生的理论知识

和实践技能得到共同发展。

本课程需要具备基本的编程基础和网页开发知

识，主要先行课为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程序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web开发基础等，

为物联网应用层开发提供支持。

云计算与大数据

本课程是物联网工程专业选修课，该课程的任务是帮助学生

了解在大数据背景下，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的理论、思想，

掌握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的技术方法，并能运用相应的工具

进行大数据的处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应用能力；通过大量案例的分析，开阔学生的视野，并提高

看待问题的高度；锻炼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启发学生的创

新意识，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得到共同发展。

本课程需要基本的计算机类的基础知识储备，主

要先行课为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程序

设计基础、数据库系统等，为物联网应用层信息

处理打下基础。

计算机辅助电路设计
本课程是一门物联网工程专业选修课，是一门通用技术，在

电子行业中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设计的电路越来越复杂，

本课程的开设需要先修电路与电子技术，建议安

排在电路与电子技术课程之后的学期进行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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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也越来越大，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也就成为电子类学生必修的课程。本课程选择 Altium
Designer 6作为课程设计的 EDA软件，它是 Altium公司推出

的最新的板级电路设计系统，它完美地综合了原理图绘制、

电路仿真、PCB设计、设计规则检查、FPGA 及逻辑器件设

计等功能，为学生提供了全面的设计解决方案，培养学生锻

炼电路仿真设计的工程应用能力。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是物联网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

课，主要讲述嵌入式系统的基本理论、原理和接口技术。本

课程是一门既与硬件关系紧密，又与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

式软件关系十分紧密课程。它围绕目前流行的 32位 ARM处

理器和源码开放的 Linux 操作系统，讲述嵌入式系统的概念

以及软、硬件组成，嵌入式系统开发过程以及嵌入式应用程

序开发设计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Cortex-M3
ARM 芯片架构原理及 STM32F107基础和高级应用，培养学

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为物联网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打下基础。

本课程的开设需要先修单片机原理、电路与电子

技术等课程，后续课程为无线传感器网络、传感

器与检测技术、射频识别与 NFC技术等。

Python编程

Python是一种面向对象、解释型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是一

种开放源代码的脚本编程语言，这种脚本语言特别强调开发

速度和代码的清晰程度，是当下Web开发领域最具活力的编

程语言之一,而且其应用范围已经扩散到了嵌入式控制以及物

联网领域,在很多方面拥有极为出色的灵活性表现。

无论在网络程序员中（比如 Google 的相当多的产品就是用

Python编写的，Python也是豆瓣的主要开发语言），还是在

科学计算领域，Python 都有很广泛的应用。而 Continuum
Analytics要进行下一代数据分析工具的开发，使得 Python在
数据分析领域的应用，如同在科学，工程和规模化计算方面

那样强大。

Python是一门脚本编程语言，由于课时较少，学

习时需具有其它编程语言基础（C或 Java均可）。

Linux编程

Linux作为一款操作系统，比较灵活，而且源代码是公开的，

更方便开发人员自己增添程序。物联网是一个将物物相连的

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的一些处理节点和终端设备上可以使用

Linux操作系统来完成一些物联网的信息收集、与处理功能，

比如扫地机器人的内核可以安装 Linux 系统，来实现网络连

接、信息传输并接受远程控制命令，根据控制命令驱动或停

止扫地机器人的工作状态。

本课程是一门工程实践性很强的技术基础课。通过学习本课

程，使学生掌握 Linux 核心中进程调度、设备管理、文件系

统、shell编程的基本原理和实现方法。具备 Linux 系统基础

编程能力。

学习时需要 C语言编程基础；可以为其它嵌入式

操作系统的学习和应用开发打下基础。

M2M技术概论

M2M 技术概论为物联网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是信息学

科、通信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M2M技术概论不仅是实现机

器网络通信的手段和工具，也是物联网的基础。该课程首先

介绍了M2M技术相关的基本概念；其次考虑到M2M的市场

是一个全新的市场，而重点分析了在M2M市场上取得成功所

需要注意的商业模式：随后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全球范围内

M2M技术在建筑、能源、交通、金融、贸易和物流等不同领

域内的最新应用现状和发展前景。该课程是进一步学习物联

网相关专业的基础，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科的先修课程有计算机网络、物联网通信技

术，后续课程为物联网工程与实践。建议结合物

联网系统设计、大数据讲座一起教学，加强学生

对M2M技术的深入学习。

物联网工程与实践

物联网的本质是通过网络对所关注的物体的状态进行实时监

控，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的信息化交互理念提

高到一个新高度，拓展到万物连接。物联网借助传感器设备、

二维码、电子标签等获取实时信息，通过无线及有线网络将

实时信息发送到远程数据服务中心，各数据服务中心互联，

实现对物品的实时跟踪、监控等智能化管理。

物联网应用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

相结合的交叉学科，集应用与理论研究于一体，对于物联网

工程专业本科生来说，定位在物联网应用更为合适，因此本

课程的内容从工程化的角度，培养学生物联网系统设计能力。

本课程在掌握了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无线传感器

网络、高级程序设计等专业知识后，学习如何建

立某一应用领域的物联网应用系统，培养各项技

术的应用集成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安全意识。

可编程逻辑器件原理及

应用

该课程为物联网工程专业的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

生可掌握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基本概念及结构原理、VHDL语

本课程在学生学习电子技术后，初步掌握数字电

路各种数字器件功能、原理、电路设计与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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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基本语法，并能进行简单的功能模块的设计；初步掌握

数字系统的基本概念及基本的分析设计方法、QuartusⅡ的使

用方法，并能进行简单的数字系统设计。

本课程具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特性，宜采用理论讲述与

设计实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力求使学生完成本门

课程的学习之后，建立起电路设计的新概念，熟练掌握不同

于传统的、全新的、自上而下的电子电路设计方法；提高学

生利用计算机对电子电路进行辅助分析及自动化设计的能

力，培养学生优化电路设计系统的创新能力。

法基础上，进一步从应用的角度出发，借助开发

工具进行数字电子系统的设计，并结合单片机课

程进行综合系统实验开发，为物联网系统的节点

的数据采集、信号滤波电路设计提供技术支持。

无线电定位导航原理及

应用

本课程主要阐述了无线电导航的基本理论，系统定位误差理

论，多种不同导航系统的工作原理、组成及信号设计与处理

的关键技术和无线电导航系统的其他应用潜力。各部分以介

绍性为主，尽可能拓展学习者的知识面。

本课程是一门专业选修课，主要用于拓展学生的

知识面，在物联网专业中具有相对独立性。

.NET开发

.NET 开发是物联网工程专业选修课，该课程主要讲解 ASP.
NET2.0的相关技术，从最广泛的Web应用原理到具体的技术

实现和编程细节，结合 Visual Studio 2005开发工具实现站点

的创建和部署。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掌握使用 Visual
Studio 2005创建Web应用的相关技能，并能够独自完成企业

级的常规Web应用程序的开发。锻炼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启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得到共

同发展。

本课程需要具备基本的编程和开发能力，主要先

行课为数据结构、面向对象技术、程序设计基础、

数据库原理、web开发基础，为物联网应用层开

发与设计打下基础。

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

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是物联网工程专业选修课，该课程是关

于分析和处理数据的理论和方法。数据作为信息的重要载体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物联网工程专业则主

要研究信息技术的核心基础与运用现代计算机工具高效求解

物联网中异构数据的科学与工程问题的数学理论与方法。同

时帮助学生了解在大数据背景下，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的

理论、思想，掌握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的技术方法，并能运

用相应的工具进行大数据的处理和分析；锻炼学生的实际动

手能力，启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

能得到共同发展。

本课程涉及内容较多，主要先行课为数据结构、

面向对象技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高

等数学、概率与统计，为大数据分析打下一定基

础。

GPRS/GIS技术及应用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 GIS应用开发技术的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和应用技能，了解 GIS技术发展的概况，通过

对 GIS应用实例的分析和学习，掌握 GIS应用的基本应用模

式、步骤和方法。

本课程是一门应用技术类课程，学习本课程应该

首先掌握应用程序编写方法，因此首先应该掌握

使用一门编程语言编写应用程序。

空间数据库与数据处理

空间数据库与数据处理是物联网工程专业选修课，本课程要

求学生理解和掌握空间数据库的概念以及 ArcGIS软件安装、

配置以及简单的使用，能用 ArcGIS软件进行简单的操作，能

自己采集、编辑和组织空间数据，在熟悉空间分析的基础上，

能对空间数据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各种操作。同时帮助学生了

解在大数据背景下，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的理论、思想，

掌握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的技术方法，并能运用相应的工具

进行大数据的处理和分析；锻炼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启发

学生的创新意识，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得到共同发

展。

本课程的主要先行课为数据结构、面向对象技

术、程序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为物联网应用

层开发打下基础。

物流工程

物流工程为物联网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之一。物流工程以

特产系统及其物流为研究对象，主要解决对各种实体生产要

素及其综合体如何进行系统分析，规划与设计，管理，控制

和改良等问题，以求得系统的结构创新和效益最优。这些内

容是工业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通过教学使得学生掌握

物流工程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初步具备对生产系统进行物流

工程的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射频识别与 NFC技术、高

级程序设计、移动软件开发实践、物联网通信技

术等，后续课程有物联网工程与实践等实践性课

程。建议结合物流工程讲座进行教学。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I

本课程是高校计算机教育“软硬两条腿”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其内容与工程实际紧密相联系，实用性很强，是一门在

理论指导下，偏重于实际应用的课程。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结构与系统组

成，CPU的内部逻辑结构及外部引脚功能，存储器结构，系

统配置，CPU的典型操作和时序。存储器的类型及性能指标，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电工与电子技术技术、汇编

语言、计算机组成原理等，本课程侧重于针对硬

件的编程。为后续嵌入式硬件课程的学习打好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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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随机存储器 RAM 的结构原理（SRAM,DRAM）只读存

储器 ROM 的结构原理（PROM,EPROM,EEPROM），掌握

存储器与 CPU的连接、存储器的层次结构、高速缓存（Cache）
的工作原理、计算机的基本寻址方式、指令系统及其简单编

程应用、I / O端口的编址方式、主机与外设进行数据传送的

基本控制方式（程序控制方式、中断方式,DMA方式）、中断

控制器、DMA控制器的组成及编程应用、串行接口、并行接

口、计数器／定时器等各种外围接口芯片的设置和应用。

ZigBee技术与无线 Soc

本课程是物联网工程专业的选修课程。本课程主要讲授

ZigBee 协议的 ZSTACK 协议栈和基于 CC2530 的 ZigBee 芯
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深入了解 ZigBee的基本概念，

熟悉掌握 ZigBee 技术原理、ZigBee 节点硬件设计、CC2530
基础开发、CC2530无线射频、ZSTACK协议栈分析和ZSTACK
协议栈应用开发。通过实践篇的学习，使学生深入掌握

CC2530的基础开发，以及 ZSTACK协议栈的运行机制。

本课程是 C语言程序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传

感器与检测技术的后续课程，在掌握基本硬件资

源和开发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对 ZigBee 协议栈

的开发编程，实现对传感器节点的组网和数据的

无线传输。培养学生物联网感知层的应用开发能

力。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单片机是现代电子工程领域一门飞速发展的技术，是教学及

产业界的学习嵌入式开发与设计的入门课程。单片机具有体

积小、功能强、可靠性高、面向控制和价格低廉等一系列优

点，不仅已成为工业测控领域普遍采用的智能化控制工具，

而且已渗入到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各个角落，有力地推动了各

行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应用前景广阔。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以MCS-51系列机为例，详细介绍MCS-51
系列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和单片机在各领域中的应用，使学

生掌握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和开发的基本技能，为实现各种

智能化的设计奠定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电路与电子技术、程序设计

基础、大学物理等，在掌握硬件芯片使用特性和

接口电路编程方法的基础上，学习和掌握单片机

系统的功能特性和系统扩展的设计方法，为进一

步学习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

用、传感器节点的设计、RFID等课程打下坚实

的基础。

数据库系统

本课程是物联网工程专业选修课，系统讲述数据库系统的基

础理论、基本技术和基本方法。内容包括：数据库系统的基

本概念、数据模型、关系数据库及其标准语言 SQL、数据库

安全性和完整性的概念和方法、关系规范化理论、数据库设

计方法和步骤，数据库恢复和并发控制等事务管理基础知识，

关系查询处理和查询优化等。

本课程修读需要基础编程知识，其先行课程为程

序设计基础、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后续课程为软

件工程、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等。

物联网通信技术

物联网通信技术为物联网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是信

息学科、通信学科及自动化学科的交叉融合。物联网是互联

网的发展和延伸，因此物联网中所采用的通信技术以承载数

据为主，具有数据通信的概念。物联网作为数据通信的承载

网络具有非常丰富的技术内涵，即包含了通信技术的多个层

面。该课程对物联网通信技术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主要包

含了短距离通信技术、无线传感器网络、通信网及其交换技

术及无线移动通信技术，是进一步学习物联网相关专业的基

础，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课程性质为专业选修课，先修课程为计算机网

络、程序设计基础等。后续课程为无线传感网络、

物流工程等。

射频识别与 NFC技术

射频识别（RFID）技术是当前最受人们关注的热点技术之一，

射频识别（RFID）技术近年来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也是我国

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技术之一。基于射频识别（RFID）技术所

提出的物联网的概念，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

个方面，给我们的社会活动、生产活动、行为方法和思维观

念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本课程介绍了 RFID技术的基本概念、RFID的基础理论和标

准、典型芯片、在 125kHz、13.56MHz 微波阅读器、应答器

和天线的设计、软硬件实现的方法、在 EPC编码的基础上介

绍了物联网的基本概念与应用。

本课程采用从基础理论到工程实践的叙述方式，

力求由浅入深、由简到繁介绍 RFID技术的最新

发展与应用。学习本课程需具有电路、数字通信

原理、微波技术、密码学，程序设计基础、嵌入

式技术等多学科专业知识，；本课程可以为传感

器技术、物联网工程与实践、物联网系统分析与

设计打下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四学期。

物联网控制技术

物联网控制技术为物联网工程专业的基础选修课，是信息学

科、通信学科及自动化控制学科的交叉融合。物联网是互联

网的发展和延伸，因此物联网中所采用的控制技术是物联网

通信的核心。该课程全面介绍了物联网中所需要的控制理论

和技术，包括经典控制理论、现代控制理论、计算机控制技

术、传感网中的控制技术和网络控制系统，是进一步学习物

联网相关专业的基础，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

本课程性质为专业基础课，先修课程为计算机网

络、程序设计基础、电路与电子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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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操作系统

嵌入式操作系统在无线传感器网络软件体系架构中占有及其

重要的位置，它为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应用和开发提供支撑服

务，管理硬件资源和执行任务，降低传感器网络的开发难度，

简化设计和维护工作。

TinyOS操作系统是事实上的无线传感器网络操作系统标准，

本课程从应用开发角度出发，基于 CC2530硬件平台，深入地

讲解了 TinyOS 的体系结构、nesC 编程、TinyOS 在 CC2530
平台上的移植、TinyOS网络编程，TinyOS高级应用及开发等

技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练掌握基于组件和任务

的 TinyOS应用编程能力，培养学生嵌入式系统设计、文档编

写、软硬件测试方面的能力，为今后从事物联网的应用、研

究或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从本课程地位来说，它以先导课如程序设计基

础、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为基础，为后续课程如无

线传感器网络、物联网工程与实践、物联网应用

系统分析与设计等课程提供开发支撑平台，为其

它嵌入式系统的学习提供借鉴和思路。

Web开发基础

随着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发展，基于 web 的程序设计技术

得到广泛应用。本课程主要介绍WEB程序设计的基本原理和

技术、Web技术概述、站点构建技术、Web编程技术：HTML、
CSS、JavaScript。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有网上应

用系统建设所需主流技术的应用能力，使用这些技术对信息

进行存储、管理与发布。掌握开发 web程序的基础知识和方

法，能够独立自主开发网上图书商城等网络应用程序

本课程是一门基础课程，学习时需要具备程序设

计能力，为后续物联网信息处理和软件服务打下

基础。

基于 HTML5的移动应

用开发

将理论学习内容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具体的实验题目复习、巩

固和应用所学理论知识。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应用理论解决具体问题。要求学生掌握基于 HTML5的移动应

用开发的环境，逐步掌握编辑、调试、运行程序的方法，初

步积累编程经验；并培养学生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及团队协

作精神。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基础的编程能力、因此需要

在学习程序设计基础、Java程序设计、web设计

基础、数据库原理等课程之后再修读。

基于 IOS的移动应用开

发

要求学生掌握 IOS的移动应用开发的环境，逐步掌握编辑、

调试、运行程序的方法，初步积累编程经验；并培养学生良

好的程序设计风格及团队开发能力。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基础的编程能力、因此需要

在学习程序设计基础、Java程序设计、web设计

基础、数据库原理等课程之后再修读。

十一、有关说明

447
442



林产化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2403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在林产化工、精细化工、制浆造纸、化学工业、植物资源化利用、制药等领域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具有化学、化工、轻工、

高分子、计算机等学科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林产相关行业工业过程的基本原理、工程设计方法等专门知识，具有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能

力，有良好的外语应用能力，能适应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变化，具备从事工程技术、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研究开发等基本能力的具有

国际视野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毕业生可到林产化工及相关行业的各类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及高等院校等从事管理、教学、科

研、工程技术及设计、产品质量控制、商品检验、贸易等工作。

二、培养要求

林产化工专业学生通过对化学、化工及天然植物资源相关理论课程的学习，掌握植物资源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和利用的相关知识，了解

林产化工加工技术在生物质炼制、材料、能源、精细化工等领域的应用知识，并接受基本的实验操作技能、工艺设计、产品性能检测分

析、生产技术管理和新产品开发研究的训练，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并适应个性化培养的要求。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掌握哲学、历史、管理等人文社科知识中的基本知识，并能将其中的理论和素养运用于学习知识和解决日常问题过程中；

2.外语、计算机、文献检索、科技写作、阅读、数据处理等工具性知识；

3.掌握并能应用基础科学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基础知识，侧重于应用工程技术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4.系统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在人文知识和基础知识的引导下，利用专业基础和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5.利用专业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6.良好的个人能力，包括：表达能力、独立工作能力、终生学习能力、合作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

7.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8.工程设计和工程应用能力。

9.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具有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心态和国际视野。

10.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职业道德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较强的主动性、责任感与团队合作精神。

11.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基础及专业知识，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竞争意识，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工程素质。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社

科知识

2.外语计

算机等工

具性知识

3.专业基

础知识

4.专业知

识

5.分析、解

决问题能

力

6.个人能

力

7.创新意

识和创新

能力

8.工程设

计和工程

应用能力

9.人文素

质

10.职业素

质

11.科学和

工程素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 √ √

形势与政策 √ √ √ √
大学英语 √ √ √ √

体育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信息检索 √ √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 √
无机及分析化学 √ √ √

无机化学实验 √ √ √ √

分析化学实验 √ √ √ √
有机化学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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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实验Ⅲ √ √ √ √

物理化学Ⅱ √ √ √
物理化学实验Ⅲ √ √ √ √

高等数学Ⅱ √ √ √

化工原理Ⅲ √ √ √ √
大学物理Ⅱ √ √ √

工程制图 √ √ √

工程力学 √ √ √ √
机械设计基础Ｉ √ √ √ √

线性代数Ⅱ √ √ √ √

电工学 √ √ √ √
林产化工仪器分析 √ √ √ √ √

植物资源化学 √ √ √ √ √ √ √

植物资源化学实验 √ √ √ √ √ √ √
林产化学工艺学 √ √ √ √ √ √ √

林产化学工艺学实验 √ √ √ √ √ √ √

天然产物化学 √ √ √ √ √ √ √
生物质化学品 √ √ √ √ √ √

林产化工工厂设计 √ √ √ √ √ √

生物化工工艺学 √ √ √ √ √ √
生物质能源 √ √ √ √ √ √

木材水热转化 √ √ √ √ √ √

高分子化学 √ √ √ √ √ √
木材胶粘剂与涂料制

造工艺
√ √ √ √ √ √

精细化工概论 √ √ √ √ √ √

香精香料工艺学 √ √ √ √ √ √
天然高分子材料 √ √ √ √ √ √

林产化工 CAD √ √ √ √ √ √

制浆造纸概论 √ √ √ √ √ √
糖类化学 √ √ √ √ √ √

精细有机合成 √ √ √ √ √ √

新型炭材料 √ √ √ √ √ √
林产化工环境保护概

论
√ √ √ √ √ √

专业英语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工程训练Ⅲ √ √ √ √ √ √ √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 √ √ √ √ √ √

林产化工专业分类训

练
√ √ √ √ √ √ √

林产化工实验 √ √ √ √ √ √ √

林产化工专业综合实

验
√ √ √ √ √ √ √

认识实习 √ √ √ √ √ √ √
生产实习 √ √ √ √ √ √ √

毕业实习 √ √ √ √ √ √ √

毕业设计（论文）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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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特色

林产化工专业是跨越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以及林业工程的一个应用型复合专业。它的研究方向是对植物提取物、木质纤维原料等生物

质资源的化学特性和化学加工利用、生物化学加工利用等途径进行应用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工业应用技术的研究，为全面、合理、高效利

用我国丰富的植物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和实用技术。林产化工专业是山东省的特色专业，毕业生具有化学化工相关知识，并熟悉植物资源

的综合利用相关知识，毕业生就业面广，涉及化工、制药、石油化工、制浆造纸、食品及生物质资源化利用等领域。

五、主干学科

化学工程与技术、林业工程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林产化学工艺学、木材化学、天然产物化学、木材热解与炭材料，生物

质能源，生物质化学品。

主要实践性环节：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专业综合实验，工程训练，林产化工实验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41.5 5 12 21.5 30 47

要求学时 2408 840 128 736 96 232 376 37周 544+37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 25.94% 3.12% 7.50% 13.44% 18.75% 29.38%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学分 160
毕业要求：具有化学、化工、轻工、高分子、机械、计算机等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林产化工相关工艺技术、生产原理、工程设计方法等

专门知识，具有人文素质、科学素质和工程素质，具有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有良好的外语应用能力，能适应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

变化，具备从事林产化工工程技术、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研究开发等基本能力。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学分 4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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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Multi-media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6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Introduction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Forest
Product Major）

1 16 1 考查 B9112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48 160 13 10.5 11 4.5 2 0.5 0.5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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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4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Ⅲ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0.75 24 0.75 考查 B043017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75 24 0.75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Ⅱ

（Organic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3013

有机化学实验Ⅲ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8

物理化学Ⅱ

（Physical Chemistry
Ⅱ）

4 64 4 考试 B043014

物理化学实验Ⅲ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9

化工原理Ⅲ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Ⅲ ）

4.5 64 16 4.5 考试 B043016

高等数学Ⅱ（上）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大学物理 Ⅱ

(PhysicsⅡ)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4 考试 B013003

工程力学

（Engineering
Mechanics）

2 32 2 考试 B013010

机械设计基础

（Fundament of
Mechanical Design ）

3 40 8 3 考试 B013005

小计 41.5 584 136 16 9.8 12.8 11.5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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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林产化工仪器分析

(Instrumental Analysis
of Forest Product
Engineering)

2 16 32 2 考试 B916213

线性代数 II (Linear
Algebra)

2.5 40 3 考试 B118122

电工学 II
（Electrical
Engineering）

3 40 8 3 考试 B028405

小计 5 56 40 3 3 2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植物资源化学

(Chemistry of Plant
Resources )

3 48 3 B914207

植物资源化学实验

(Experiment of plant
chemistry)

1 32 1 B914208

林产化学工艺学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of Forest
Products）

4 64 4 B914204

林产化学工艺学实验

（Experiment of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of Forest
Products）

1 32 1 B914205

天然产物化学

（Chemistry of Natural
Products）

3 40 16 4 B914209

小计 12 152 80 4 9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0.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生物质化学品

(Biomass chemicals)
2 24 16 2 B915201

林产化工工厂设计

（Design of Chemical
Factory）

2 32 4 B915208

生物化工工艺学

(Technology of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2 24 16 2 考试 B915202

生物质能源

（Biomass Energy）
2 32 2 B91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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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水热转化

（Hydrolysis
conversion of Wood）

2.5 32 16 3 B915204

小计 10.5 144 48 5 4 4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高分子化学（Polymer
Chemistry）

1.5 24 2 B916201

木材胶粘剂与涂料制

造工艺（Adhesive and
Paint）

1.5 24 2 B916202

精细化工概论

（Introduction of Fine
Chemicals）

1.5 24 2 B916203

香精香料工艺学

（Flavor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1.5 24 2 B916204

天然高分子材料

(Materials of Natural
High Molecules)

1.5 24 2 B916205

林产化工 CAD（Basic
of CAD for Forest
Product Chemical
Engineering）

1 8 16 1.5 B916206

制浆造纸概论

（Principles of Pulping
and Papermaking）

2 32 2 B916207

糖类化学（Sugar
Chemistry）

1.5 24 2 B916208

精细有机合成（Fine
Organic Synthesis）

1.5 24 2 B916209

新型炭材料(New
Carbon Materials)

1.5 24 2 B916210

林产化工环境保护概

论（Introduction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5 24 2 B916211

专业英语（Specialized
English）

2 32 4 B916212

小计 22.5 304 16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30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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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

(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工程训练Ⅲ 2 2 2 考查 B017102
林产化工专业分类训练

（Special classified training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Chemical Products）

1 1 1 考查 B917201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Course
Design of Principles of Chemical
Industry)

1 1 1 考查 B047001

林产化工专业综合实验

（Integrated Experi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forest
products)

2 2 2 考查 B917224

认识实习

(Cognition Practice)
1 1 1 考查 B917225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Practice)
2 2 2 考查 B917226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7 7 7 考查 B917221

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Design (Thesis) )
10 18 18 考查 B917222

林产化工实验(Experi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forest
products)

2 2 2 考查 B917223

小计 30 38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植物资源化学

(Chemistry of Plant
Resources )

本课程与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有密切关系，

是林产化工专业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课。主要讲授植物纤维的

来源、纤维形态、化学结构、物理性能、反应性能以及不同化学组

分的用途，为后续学习林产化学工艺学，天然产物化学，木材热解

等相关专业课程奠定牢固的理论基础。

专业核心必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

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4学期。

植物资源化学实验

(Experiment of plant
chemistry)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植物纤维原料的生物结构和主要

化学成分的分析方法，同时可培养学生在实验中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独立操作实验、完成实验的能力。

专业核心必修课，独立设置实验课，建议与“植
物资源化学”同步进行，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
期。

林产化学工艺学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of Forest

Products）

本课程与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等课程

有密切关系，是林产化工专业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系统讲

述了水蒸气蒸馏、精馏、溶剂提取等加工过程的基本原理和特点，

介绍了主要林产化学产品的原料组成和性质、反应机理、生产工艺

过程、适宜的操作条件、生产设备以及产品质量和用途。

专业核心必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

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植物

资源化学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林产化学工艺学实验

（Experiment of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of Forest
Products）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水蒸气蒸馏、溶剂提取等方法提

取林产品的实验方法，同时可培养学生在实验中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独立操作实验、完成实验的能力，为今

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必修课，独立设置实验课，建议与“林产化学工

艺学”同步进行，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天然产物化学

（Chemistry of
Natural Products）

本课程是林产化工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目的是使学生认识和了

解生物合成过程中由次生代谢产生的一些重要的生物活性物质和

有效成分。如生物碱、活性多糖及苷类、香豆素、木脂体类化合物、

醌类、萜类和挥发油（天然香料）、黄酮类化合物、皂苷类（甾体

苷类、三萜苷类）、强心苷类、有机硫化物、天然色素类和其他植

物活性成分。了解并掌握一些重要的天然产物的结构特点、理化性

质、提取分离方法及结构的鉴定、生物活性。

专业核心必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

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植物

资源化学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生物质化学品

(Biomass chemicals)

系统地介绍生物质化学品结构和基本性能，并重点介绍利用生物质

如淀粉、糖、纤维素、木质素、甲壳素和油脂作为原料，生产各种

化学品如淀粉基精细化学品、糖基精细化学品、纤维素基精细化学

专业方向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植物资源化

学，林产化学工艺学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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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木质素精细化学品、生物质塑料、生物燃料、甲壳素衍生物和

油脂基精细化学品的合成原理、技术路线和主要技术参数，同时对

所合成的精细化学品的物理、化学性能和应用性能做了较为详细的

阐述，并对这些化学品在工农业各个领域的应用进行了介绍。

学期。

林产化工工厂设计

（Design of Chemical
Factory）

介绍化工厂设计的程序、工艺流程设计、化工过程参数的计算，物

料衡算、设备选型、车间布置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系统地获得化工厂设计（理论、规定、程序和方法）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方法。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设计思想和求是精神，严谨负责协

调创新的工作作风和基本设计技能，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

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生顺利开展毕业设计工作打下坚

实的基础。

专业方向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植物资源化

学，林产化学工艺学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生物化工工艺学

(Technology of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生物化工工艺学是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将生物技术与化学工程相

结合，利用生物代谢过程并借助于对代谢过程的控制来获得生物产

品的学科。生物化工工艺学以探讨生化产品生产过程的共性为目

的，从工艺的角度阐明细胞的生长和代谢产物与细胞的培养条件之

间的相互关系，为生化生产过程的优化提供理论基础。其任务是使

学生进一步深化和提高所学的基本知识，深入理解生化生产过程的

工艺原理

专业方向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植物资源化

学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生物质能源

（Biomass Energy）

本课程结合当前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的热点，从生物质能源的概念

入手，重点介绍生物质能源转换技术的定义及类型，比如直接燃烧

技术、生物质热解技术、生物质液化技术、生物质气化技术和生物

质生化技术等生物质转化技术、简要介绍了生物质能源植物的经济

性能及生物能源的原料选，详尽的介绍了燃料乙醇、燃料甲醇、生

物柴油、氢等生物质能源的制备工艺，综述和探索了国内外生物质

能源的发展状况，展望了中国生物质能源开发的广阔前景，并进一

步提出了生物质能源今后发展的方向和办法。

专业方向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植物资源化

学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木材的水热转化

（Pyrolysis of Wood）

本课程是林产化工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其任务是使学生获得木

材水热转化的基本理论，主要介绍木材的热解以及木材液化的两部

分内容；了解木材的转化技术及发展动向等方面的知识；培养学生

根据了解木质生物质原料的性质特点和社会需要，合理对所需要的

样品及应用实现对应的转化技术方案和工艺路线，确定最佳工艺条

件的能力，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

专业方向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植物资源化

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高分子化学

（Polymer
Chemistry）

介绍了高分子的基本概念、分类和命名、聚合反应等内容和自由基

聚合、自由基共聚合、聚合反应、离子聚合、配位聚合、逐步聚合、

聚合物化学反应。它以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分析化学

等四大化学为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高分子化学的

发展简史、发展趋势和聚合物的化学反应原理；掌握高分子化学的

基本概念、聚合反应类型、聚合反应方法、聚合反应机理、聚合反

应动力学和热力学；培养初步具有选择聚合反应和控制聚合反应条

件合成聚合物的能力

专业选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等，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学期

木材胶粘剂与涂料制

造工艺

（Adhesive and Paint）

对木材加工行业中普遍应用的木工胶粘剂，如脲醛、酚醛、三聚氰

氨甲醛、聚醋酸乙烯酯等作详尽的介绍。重点讲授了各类胶粘剂的

基础理论、合成工艺、生产设备，介绍了其它行业常用胶种，如环

氧、聚酯、聚氨酯等。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较为全面地掌握涂料

及胶粘剂的基础知识,熟悉各种常见涂料和胶粘剂的品种,了解影响

涂膜性能及粘接性能的因素,掌握配方设计的基本原则，培养学生

能根据实际要求选择涂料的能力。

专业选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植物资源化

学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精细化工概论

（Introduction of Fine
Chemicals）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精细化工产品生产开发的理

论和方法。了解当今精细化工产品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发展过

程和最新进展。掌握精细化工产品的基本特征和分类，对染料、荧

光增白剂、有机颜料、化妆品、信息记录材料、涂料、香料和农药、

造纸化学品和皮革化学品、油田化学品等重要精细化工系列产品的

基本理论、性能特点、应用范围、发展动向以及某些代表性产品有

基本认识

专业选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等，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学期

香精香料工艺学

（Flavor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本课程为林产化工专业选修课。除了介绍每一类香料的一般香味特

征和制备方法外，还主要介绍了多种香料的理化性质、香味特征、

天然存在、制备方法、安全管理和主要用途。对天然香料，详细介

绍了各品种的来源和提取方法；对合成香料，重点介绍了合成原理

和工艺过程。此外，书中对香料的分析检验方法也进行了介绍。香

专业选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植物资源化

学，天然产物化学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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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工业是精细化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

解有关香料的工业制取方法、使用范围、性质、香气特征，为今后

从事香料、香精、化妆品、洗涤剂等方面的工作打下一定基础。

天然高分子材料

(Materials of Natural
High Molecules)

本课程主要是在《生物质化学品》的基础上，从天然高分子材料的

内部结构出发，系统的介绍天然高分子材料在水处理、生物医用高

分子材料、组织工程材料、聚氨酯材料、农药、高吸附性材料、胶

黏剂、天然高分子表面活性剂等领域的应用及发展前景。

专业选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有

机化学、物理化学、植物资源化学，天然产物

化学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林产化工 CAD
（Basic of CAD for
Forest Product
Chemical

Engineering）

系统的介绍了 AutoCAD专业绘图软件的使用操作方法，有很强的

实践操作性。熟练掌握 AutoCAD软件，是每位从事机械设计以及

相关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本课程是结合机械

制图标准和规范，详细阐述了 AutoCAD绘制各类机械图的方法，

介绍了大量机械图绘制的技巧，学生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可以对

如何灵活运用 AutoCAD进行机械图绘制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可

为学生的毕业设计和就业打下基础。

专业选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木材化学，

林产化学工艺学，工程力学，工程制图，机械

设计基础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制浆造纸概论

（Principles of
Pulping and

Papermaking）

本课程是林产化工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主要介绍制浆造纸

的基本知识，从备料、化学制浆、高得率浆、浆料的洗涤筛选、漂

白、抄纸等一系列内容的介绍，帮助学生熟悉制浆造纸的基本原理

与工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以及相应的专业设计的训练，使学生

能掌握制浆造纸生产的基本知识，能从事造纸厂的生产、工艺设计

以及相应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专业选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木材化学，

林产化学工艺学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糖类化学

（Sugar Chemistry）

本课程是林产化工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本课程以糖类化合物为

主线，系统全面地介绍了糖化学的各个方面：分类、命名、结构、

性质，以及化学修饰，合成及分离提纯，介绍了糖类化合物的一些

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课程内容中汇集了国内外糖类研究方面

最新研究成果，突出了糖的合成与结构鉴定两大核心问题，具体详

尽地讲述了实验方法和技术。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学生会全面了

解糖化学、糖生物学方面的科学知识。

专业选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木材化学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精细有机合成

（Fine Organic
Synthesis）

本课程为林产化工专业选修课程。精细有机合成是有机化学中的一

个重要领域，与化工、材料、环保等学科具有密切联系。本课程的

目的旨在培养学生运用已学到的有机化学基础知识, 进行精细化

工产品目标产物的合成设计，提高学生运用理论基础分析问题及解

决问题的能力。本课程着重解释了一系列精细化工的重要的基本有

机反应，学习了精细化工中的一些基本操作。

专业选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等，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学期

新型炭材料

(New Carbon
Materials)

本课程为林产化工专业选修课程。新型炭材料是炭材料领域中的一

个重要领域，与化工、材料、环保等学科具有密切联系。本课程主

要以传统活性炭，以及传统活性炭的制备方法，性质及应用进行介

绍，因为目前对生物质能源的利用，介绍以生物质能源为原料制备

的新型炭材料的制备原料，制备方法以及新型的应用。通过对本门

课程的学习，扩宽对生物质能源利用和新型炭材料的认知。

专业选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林产化工环境保护概

论

（Introduction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本课程是林产化工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本课程结合林产化工的

特点，系统地介绍化工环境保护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三废”
处理的基本方法。重点阐述化工废水、废气、废渣的污染控制及资

源化，并以一定的篇幅介绍化工清洁生产工艺、绿色化工及化工可

持续发展等最新内容。学生在学习本课程后，不仅对环境和环境保

护有深刻的认识，而且能在今后的生产、管理、设计及研究等工作

中自觉地把污染控制及污染排放最小化放在重要地位，因此具有相

当的实用性。

专业选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木材化学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本课程的目的在于引导学生读懂一些有关专业的英语文献，提高学

生专业英语水平。课程内容选自原版英文书刊、杂志、重要的文摘

科技论文、文献资料等。通过指导学生阅读、讲解、翻译有关专业

英语书刊和文选，帮助同学熟悉有关的专业术语和概念，进一步提

高学生阅读、理解英语专业文献的能力，培养对难度较高的科技文

献的理解能力，使同学熟练和逐步适应书面语体的特点和表达形

式，能够准确、流畅地阅读、翻译林产化工专业的英语文献。

专业选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木材化学，

林产化学工艺学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林产化工专业综合实

验（Integrated
Experi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forest products)

林产化工专业综合性实验环节。通过本环节的学习，培养学生完成

复杂的，综合性实验的能力，是对学生所学专业知识综合运用能力

的检验，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和合作能力。

实践环节必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

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木材

化学，林产化学工艺学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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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

(Cognition Practice)

认识实习是林产化工专业学习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认识实习使

学生在开设专业课之前接触工厂生产，了解生产工艺、设备、控制

和电、汽等其它生产辅助设施，增强对所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

感性认识，了解植物资源化利用的行业状况；为专业课学习打好基

础。

必修课，集中实践环节。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Practice)

生产实习是林产化工专业学习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生产实习使

学生接触工厂生产，了解生产工艺、设备、控制和电、汽等其它生

产辅助设施，增强对所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认识，了解如何综

合运用已学过的知识，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问题；提高理论联系实际

的能力，以便下一步的理论学习和毕业后能尽快地适应科研、生产

等工作的需要。

必修课，集中实践环节。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初。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毕业实习是工科学校培养方案中最重要的全面系统的实践教学环

节。通过现场直观的学习，不但要求学生掌握企业生产实况：包括

全厂总平面布局，主要原料及产品品种，厂房结构及相对布置，制

浆造纸工艺流程，生产方法，工艺参数，设备结构及在车间内的位

置，生产操作注意事项等；还要全面了解企业管理概况，人员配置，

水电汽等辅助原材物料使用情况，废水废气废渣处理方法等环保措

施，利用所学专业知识核算生产成本，为毕业设计及论文的实施打

下坚实基础。

必修课，集中实践环节。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Design
(Thesis) )

毕业设计是专业教学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是各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必修课程，是学生毕业前对所学知识和能力

的一次全面总结和综合训练与集中展示，也是学生从单纯学习到为

社会服务的一个过渡阶段，是学生毕业及获取毕业资格的根本性依

据。培养和训练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检

验和深化学生的综合素质，激发学生设计实践的热情，培养良好的

思想品德、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创新意识和独立工作能力。

必修课，集中实践环节。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8
学期。

林产化工实验

(Experi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forest products)

是林产化工的专业实验课程，涉及林产化工专业的各个研究方向。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植物资源的成分，结构，提取和利用

方面有更深的认识。

必修课，集中实践环节。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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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17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掌握包装工程专业主干学科和相关学科涉及的核心基础理论和知识；熟悉轻工技术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

工程及自动化等相关学科知识；掌握包装防护原理和技术，具备包装系统分析、设计以及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能力；能在商品生产与流通

部门、包装及物流企业、科研机构、商检、质检、外贸等部门从事包装系统设计、生产、质量检测、技术管理和科学研究的高级工程技

术人才，也为研究生培养输送合格人才。

二、培养要求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系统掌握包装工程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2．具有综合运用本专业以及相关学科知识制定包装工艺规程的能力；

3. 具有合理选择包装材料和包装设备的能力；

4. 具有利用 CAD等软件进行包装系统合理优化设计的能力；

5．掌握现代包装印刷、印后加工的基本方法，熟悉国家有关的包装方针、政策和法规, 具有分析和解决包装工程技术实际问题的能力；

6. 具有包装新材料、新工艺、新结构研究的初步能力；

7. 具有追踪包装学科的前沿和发展动态的能力；

8. 具备良好的科学素质；

9. 具备良好的工程素质；

10.具备一定的人文艺术修养。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基础理论

和专业知

识

2.制定包装

工艺规程

的能力

3.合理选择

包装材料

和包装设

备的能力

4.利用

CAD等软

件进行包

装系统合

理优化设

计的能力

5.分析和解

决包装工

程技术实

际问题的

能力

6.包装新材

料、新工

艺、新结构

研究的初

步能力

7.追踪包装

学科的前

沿和发展

动态的能

力

8.具备良好

的科学 素

质

9.具备良好

的工程素

质

10.具备一

定的人文

艺术修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 √

形势与政策 1 √ √
形势与政策 2 √ √

形势与政策 3 √ √

形势与政策 4 √ √
大学英语 I √ √

大学英语 Ⅱ √ √

大学英语 Ⅲ √ √
体育Ⅰ √ √

体育Ⅱ √ √

体育Ⅲ √ √
体育Ⅳ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

信息检索 √ √
计算机网络技术及

应用
√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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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与就业指

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

业概论
√ √ √ √ √ √ √ √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

高等数学 II(上) √

高等数学 II(下) √
线性代数 II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I
√

大学物理 II √
大学物理实验Ⅰ √

无机及分析化学 √

无机化学实验Ⅲ √
分析化学实验 √

基础美学 √ √

有机化学 II √
有机化学实验Ⅲ √

物理化学 II √

物理化学实验Ⅲ √
工程制图 √ √

工程力学 √ √

机械设计基础 √ √
电工与电子技术 √ √

电工与电子技术实

验
√ √

包装应用力学 √ √ √ √ √ √ √ √ √
包装材料学 √ √ √ √ √ √ √ √

包装结构设计 √ √ √ √ √ √ √ √ √

包装机械 √ √ √ √ √ √ √ √ √
包装印刷技术 √ √ √ √ √ √ √ √

运输包装 √ √ √ √ √ √ √ √ √

包装工艺学 √ √ √ √ √ √ √ √
包装装潢与造型设

计
√ √ √ √ √ √ √ √ √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 √ √ √ √ √ √ √

包装概论 √ √ √ √ √ √ √ √
颜色科学与技术 √ √ √ √ √ √ √ √

包装测试技术 √ √ √ √ √ √ √ √

包装专业英语 √ √ √ √ √ √ √ √
包装 CAD √ √ √ √ √ √ √ √ √

包装管理学 √ √ √ √ √ √ √ √

食品与药品包装 √ √ √ √ √ √ √ √
包装物流 √ √ √ √ √ √ √ √ √

印后加工工艺学 √ √ √ √ √ √ √ √

防伪包装 √ √ √ √ √ √ √ √
功能包装材料 √ √ √ √ √ √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认识实习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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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 √ √ √ √ √ √ √ √

课程设计 √ √ √ √ √ √ √ √ √
毕业实习 √ √ √ √ √ √ √ √

毕业设计 √ √ √ √ √ √ √ √ √

四、专业特色

包装工程专业是一个跨学科、边缘性的、发展十分迅速的新兴学科，所学知识面广，就业范围宽。学生毕业后可从事包装系统设计及包

装工程领域的材料技术研发、结构设计、生产和经营管理等工作，和所有产品都需要的配套工作，主要集中在食品、医药、烟酒、日用

化妆品、电子等企业的包装部门，以及机电、汽车等重工业企业的物流部门。

五、主干学科

包装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包装应用力学、包装材料学、包装结构设计、包装机械、包装印刷技术、运输包装、包装工艺学、包装装潢与造型设计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装材料学（1学分/32学时）、包装结构设计（0.5学分/16学时）、包装印刷技术（0.5学分/16学时）、运输

包装（0.5学分/16学时）、包装工艺学（0.5学分/16学时）、高分子化学与物理（0.5学分/16学时）、认识实习（2学分/2周）、生产

实习（4学分/4周）、课程设计（6学分/6周）、毕业实习（5学分/5周）、毕业设计（10学分/18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27 13 22 19 29 48

要求学时 2804+36周 840 128 480 408 400 548 36周 608+36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 16.88% 8.13% 13.75% 11.88% 18.13% 30.0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学位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包装材料学、包装工艺学、包装测试、包装印刷、设计美学等包装工程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综合运用相关知识

发现、分析和解决包装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从事市场营销业务及管理工作，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

意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学分:4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实践教

学学分）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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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2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1 0.5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0.5

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应用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7 0.5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9412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 632 0 48 160 13 10.5 11 4.5 2 0.5 0.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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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

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7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实践教

学学分）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 II(上)
（Higher Mathematics
Ⅰ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 II(下)
（Higher Mathematics
Ⅰ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线性代数 II( Linear
Algebra II)

2.5 40 2.5 考试 B113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I(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I)

2.5 40 2.5 考试 B113124

大学物理 II
（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Ⅰ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Ⅰ）

1.5 0 48 1.5 考查 B117201 1.5

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Ⅲ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0.75 24 0.75 考查 B043017 0.75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75 24 0.75 考查 B043005 0.75

基础美学（Basic
Aesthetics）

1.5 24 1.5 考试 B943201

小计 27 384 96 9.75 4.75 10 2.5 3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3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实践

教学学分）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有机化学Ⅱ

（Organic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8013

有机化学实验Ⅲ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8018 1

物理化学 II(Physical
Chemistry II)

4 64 4 考试 B048014

物理化学实验

Ⅲ(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Ⅲ )

1 32 1 考查 B048019 1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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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 Engineering
Mechanics)

2 32 2 考试 B018010

机械设计基础

（Fundament of
Mechanical Design）

3 40 8 3 考试 B018005 0.25

电工与电子技术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3 48 3 考试 B028401

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

（Electrician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experiment）

1 32 1 考查 B028404 1

小计 22 288 104 16 3 4 7 8 3.75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实践教

学学分）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包装应用力学

(Packaging Applied
Mechanics)

1.5 24 1.5 考试 B944201

包装材料学(Packaging
Material)

3.5 40 32 3.5 考试 B944202 1

包装结构设计(Package
Construction Design)

3 40 16 3 考试 B944203 0.5

包装机械(Packaging
Machinery)

2.5 40 2.5 考试 B944204

包装印刷技术

(Packaging Printing
Technologies)

3 40 16 3 考试 B944205 0.5

运输包装(Packaging
Transportation)

3 40 16 3 考试 B944206 0.5

包装工艺学(Packaging
Technology)

3 40 16 3 考试 B944207 0.5

包装装潢与造型设计

(Packaging Decoration
and Chromatics)

2.5 40 2.5 考试 B944208

小计 22 304 80 16 1.5 9 6 5.5 3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3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实践教

学学分）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Polymer Chemistry and
Physics)

3 40 16 3 考试 B945201 0.5

包装概论(Fundamentals
of Packaging
Engineering)

2 32 2 考试 B945202

颜色科学与技术(Col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24 16 2 考试 B945203 0.5

包装专业英语

(Packaging Professional
English)

3 48 3 考试 B94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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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CAD(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Aided
Design)

3 36 24 3 考试 B945206 0.75

小计 13 180 32 24 5 2 6 0 1.75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实践教

学学分）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食品与药品包装(Food
and Drug Packaging)

2.5 40 2.5 考试 B946201

包装物流(Packaging
Logistics)

2.5 40 2.5 考试 B946202

印后加工工艺学

(PostPress Technics)
2.5 32 16 2.5 考试 B946203 0.5

防伪包装

(Anti-counterfeiting
Packaging)

2.5 40 2.5 考试 B946204

功能包装材料

(Functional packaging
materials)

2.5 40 2.5 考试 B946205

包装测试技术

(Packaging Test
Technology)

3 40 16 3 考试 B946206 0.5

包装管理学(Packaging
Management)

3 48 3 考试 B946207

小计 18.5 280 32 2.5 5.5 5 5.5 1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9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实践教

学学分）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2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认识实习

（Cognition Practice） 2 2 2 考查 B947209 2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Practice) 4 4 4 考查 B947202 4

包装工程课程设计Ⅰ

（ Packaging Course DesignⅠ）
3 3 3 考查 B947206 3

包装工程课程设计Ⅱ

（ Packaging Course DesignⅡ）
3 3 3 考查 B947207 3

毕业实习

(Graduate Practice) 5 5 5 考查 B947208 5

毕业设计

(Graduate Project) 10 18 10 考查 B947205 10

小计 29 36 2 5 7 5 1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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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包装应用力学

包装应用力学是包装工程专业的基础课程，只有在掌握本课程的基础上

才可顺利的进行运输缓冲包装设计，并理解和合理安排运输包装的相关

试验和测试。课程的目的和要求是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动力学知识，掌握

振动、冲击的基本理论与基本分析方法，掌握包装产品的脆值评价方法，

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准备必须的基础知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等数学、物理和工程力

学知识，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工程

力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包装材料学

本课程为包装工程专业四年制本科学生的核心课程。主要目的是使学生

系统了解和掌握包装材料的性能、用途及制品成型工艺，熟悉测试分析

材料及制品性能的技术方法，并初步具备新型包装材料和制品的研究能

力。学生学习该课程后，能根据商品性能和包装要求，正确选择包装材

料，制定材料加工成型工艺，正确测试评价材料和制品的质量，能够分

析解决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问题，也为相关课程的学习、毕业设计(论文)
以及将来从事教学、科研和生产打下专业理论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基本物理和化学知识，先

修课程是大学物理、普通化学、高分子物理与化

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包装结构设计

本课程是研究包装制品结构设计的一门系统应用学科，是包装工程专业

核心课程。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了解各种材料的包装容器成型工艺以及

其对制品结构设计的影响；掌握各种材料的包装容器的成型工艺方法以

及与容器结构设计的关系；掌握包装容器结构设计的基本理论知识，初

步具有包装容器结构设计的能力。对包装设计环节中的主要设计过程有

一个系统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为今后进一步学习

包装专业课程或从事包装研究、设计开发、设计管理等相关领域工作打

下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包装的基本知识和包装材

料种类、性能有基本了解，先修课程是包装概论、

包装材料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包装机械

本课程是高等院校包装工程专业及相近专业的核心课程。课程按照现代

包装机械的体系和特点，依据新修订的包装机械国家标准，以包装机械

的组成、工作原理以及典型包装执行机构的设计为授课重点。主要讲述

常用典型包装机械的组成、工作原理、传动系统、控制系统和包装执行

机构等，重点介绍包装材料与包装容器供送机构、包装物料计量和供送

机构、典型包装机械执行机构，介绍包装机的总体设计以及包装机传动

系统设计、支承件设计等基本方法。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包装的基本知识和机械设

计的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是包装概论、机械设计

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包装印刷技术

包装印刷技术是包装工程本科专业学生的核心专业课程。主要目的使学

生了解和掌握包装印刷技术的基本原理、印刷工艺和设备， 熟悉包装

材料、包装制品的主要印刷方式和应用特点，并初步具备评定包装印刷

品质量的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根据包装材料和包装制品

的特点及要求，正确选择包装印刷方法、合理制订印刷工艺、分析和解

决包装印刷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有机化学和高分子物理和

化学的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是有机化学、高分子

化学与物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运输包装

本课程是包装工程专业本科生教学的专业主干核心课程。本课程围绕物

流中产品防护设计主题，系统地介绍了运输包装系统的分析、设计和评

价方法，包括包装动力学基础知识、产品流通环境、脆值及其评价方法、

缓冲包装材料、缓冲包装设计、运输包装系统设计和运输包装试验评价

等内容。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具备产品运输包装设计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包装材料、工程力学、包

装结构设计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是工程制图、

工程力学、包装应用力学、包装材料学、包装结

构设计，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包装工艺学

本课程为包装工程专业本科教学的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

产品保质包装的基本理论，掌握充填包装、裹包两大类通用包装工艺的

基本原理、操作技术和工艺要领，熟悉掌握防潮包装、活性包装等功能

性保质包装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了解国内外包装技术的最新动态，了解

包装工艺对产品包装质量的影响，熟悉制订包装工艺规程的基本要求和

技术过程，具有制订产品包装工艺和分析解决包装生产问题的基本能

力，同时也为包装机械的设计开发打下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包装材料、包装结构设计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是包装材料学、包装结构

设计，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包装装潢与造

型设计

课程为包装工程专业本科教学的核心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艺术造型理

论知识和视觉艺术的审美能力，掌握包装装潢的鉴赏能力和装潢设计的

基本能力。同时，需要学生掌握包装造型设计及其装饰美化对于被包装

商品的信息传达、品牌形象宣传、促进市场销售、增加商品的附加值等

方面的重要意义。课程具有以实践（实训）为主的教学特点。即在学习

一定的艺术造型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多的则是需要掌握包装装潢造型设

计的工具、材料及画图设计的动手能力，具备运用绘画作图、图形图像

处理、色彩搭配、文字字体、版式构成等工艺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包装

装潢设计的基本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包装基本知识、色彩学知

识、包装材料、包装结构设计等基础知识，先修

课程是包装概论、颜色科学与技术、包装结构设

计，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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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化学与

物理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是将高分子科学系统中两门主要课程《高分子化学》

和《高分子物理》合并为一的课程，课程设置的目的是让学生全面了解

高分子材料是当今人类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材料。掌握高分子的基

本概念，系统地了解高分子化合物的合成原理与实施方法，重点了解不

同的聚合反应对高分子结构的影响。全面学习高分子材料结构与性能之

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了解高分子运动的特征。让学生学会合理选择、

正确使用高分子材料。并会从高分子材料结构入手，分析和解决在使用

中遇到的问题。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有机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的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是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

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包装概论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包装工程领域的分类、特点、历史、现状、

前景及包装工程学科的学习内容、现状及发展前景等有初步的了解，建

立起热爱包装行业、服务包装行业的信心与信念，为坚定专业选择、学

习专业知识打下良好的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颜色科学与技

术

颜色科学与技术是系统地将心理色彩学、色度学与印刷技术三者有机结

合起来，使学生掌握颜色视觉及相关理论，颜色形成理论，颜色系统表

现方法和颜色复制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对颜色科学的基础理

论学习，开拓所学知识的应用领域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包装和大学物理方面的基

础知识，先修课程是大学物理、包装概论，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包装测试技术

本课程是包装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获

得信号描述及其分析、测试系统的特性、常用传感器及信号调理与记录

仪器和基本物理量测试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并掌握典型包装测试系统等

基本知识和应用技能，熟悉国内外的先进测试方法及主要测试设备的特

点、性能。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从事包装系统设计、包装材料与制品

的品质检测和新课题的研究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等数学、工程力学、大

学物理、包装材料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先修课

程是高等数学、工程力学、大学物理、电工与电

子技术、包装材料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包装专业英语

学习本课程可以使学生了解更多的专业术语、专业知识、国内外包装发

展动态和最新知识，从而开拓专业知识面。授课在内容的选取上力求基

础性和全面性，包括 6个单元，共 18节课。每个单元 SectionA、SectionB
和 SectionC三节课组成。内容涵盖了包装基本概念、包装历史沿革、

包装材料和容器、运输包装、包装技法、缓冲包装研发等内容。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基本英语知识和包装方面

的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是大学英语、包装概论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包装 CAD

包装 CAD是包装工程专业利用计算机进行教学和设计的必要工具，主

要讲述 CAD软件功能、软硬件系统、图形算法以及绘图和开发，以让

学生掌握 CAD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达到能使用典型的专业应用软件进

行设计和利用高级语言进行程序设计开发本专业 CAD应用软件。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机械设计、包装结构设计

等方面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是机械设计基础、包

装概论、包装结构设计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包装管理学

本课程主要讲授与包装工程相关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知识，涉及到包装与

社会发展的关系，包装工业宏观战略管理，以及包装生产过程管理、质

量管理等方面。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和初步掌握包装工业宏观管理及企

业生产管理知识，全面质量管理技术，技术经济分析等相关方法。本课

程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际工程管理技能，为毕业后从事与包装相关

专业工作打下扎实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食品与药品包

装

包装作为食品和药品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对保障储运流通过程中的

食品个药品质量与安全至关重要。食品和药品包装涉及食品科学、包装

技术与方法、包装材料、标准法规、质量控制等相关知识领域和技术问

题。本课程重点介绍食品和药品特性、食品和药品包装原理、食品和药

品包装保质期预测理论与方法、典型食品和药品的包装工艺与质量控

制、食品和药品包装安全、包装标准和法规等，并反映当代国际有关食

品和药品包装理论与技术等的最新技术成果和发展方向。本课程从食品

和药品保质包装理论与方法角度认识食品和药品包装，以进一步提高学

生专业理论水平，扩展专业知识领域，为学生从事产品特别是食品和药

品包装技术领域的研发打下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有机化学、包装材料学、

包装工艺学等方面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是有机化

学、包装概论、包装材料学、包装工艺学等，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包装物流

通过包装物流课程的学习，能够将分属于两个不同领域的系统，即包装

系统、物流系统有机结合，使学生掌握包装物流系统的基本内容和基本

方法，并初步具有集成包装物流系统设计的能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包装对物流的影响及物流系统对包装的要求越来越高，只有将两者有机

地结合起来研究才能使相关企业和消费者都受益。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包装基本知识和包装应用

力学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是包装应用力学、包装

概论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印后加工工艺

学

印后加工与表面整饰主要讲述印刷品表面整饰、功能性加工、成形加工

以及书籍装订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印后加工基本理论与基

本原理、印后加工技术系统的工作原理及特点，以及印后加工技术的分

类与方法、对不同印刷品采取不同的印后加工技术，具有定制纸印刷品

包装工艺和分析解决纸印刷品包装生产问题的基本能力，同时也为包装

工艺学和包装装潢与造型设计等课程打下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包装机械、包装印刷等基

础知识，先修课程是包装概论、包装机械、包装

印刷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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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伪包装

本课程是研究包装中的防伪技术的一门专业课程。已成为保证商品、有

价证券、证件等安全生产与流通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本课程系统讲授

防伪技术的发展史，防伪技术的分类、基本特征，激光全息类防伪技术，

油墨类防伪技术，纸张类防伪技术，印刷类防伪技术，数据信息类防伪

技术，包装结构类防伪技术，条码类防伪技术，生物类防伪技术，材料

类防伪技术等，防伪包装原理及设计方法，组合防伪包装决策系统，防

伪包装实例分析等。为包装工程等专业毕业生在以后的包装相关工作打

下良好的专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包装工艺、包装印刷等基

础知识，先修课程是包装工艺学、包装印刷技术

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功能包装材料

本课程是包装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了

解几类常见的功能性包装材料，如功能性纸包装材料、功能性塑料包装

材料、天然高分子包装材料、功能性金属包装材料、功能性玻璃包装材

料等。此外还介绍一些包装材料的新研究方向、成果等。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包装

材料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是包装材料学、高分

子化学与物理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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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化工程（制浆造纸工程方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1701

一、培养目标

轻化工程专业（制浆造纸工程方向）培养具有化学、化工、轻工、高分子、机械装备、计算机等基础理论知识，掌握轻化工程相关工艺

技术、生产基本原理、工程设计方法等专门知识，具有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有良好的外语应用能力，能适应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

变化，具备从事工程技术、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研究开发等基本能力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毕业生可到轻化工程及

相关行业的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生产管理、工程技术及设计、产品质量控制、科学研究、分析检验、市场营销、贸易等工作。

二、培养要求

轻化工程专业（制浆造纸工程方向）学生应掌握以天然植物纤维及相关资源为原材料，通过化学、物理和机械方法生产纸浆、纸和纸板

的基本理论和工艺原理，接受实验操作技能、工艺设计、产品性能检测分析、生产技术管理和新产品开发研究的基本训练。同时了解纤

维素衍生物和植物组分分离、炼制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通过设置不同课程满足学生个性化培养要求。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掌握哲学、历史、管理等人文社科知识中的基本知识，并能将其中的理论和素养运用于学习知识和解决日常问题过程中。

2.掌握外语、计算机、文献检索、科技写作、阅读、数据处理等工具性知识。

3.掌握并能应用基础科学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轻化工程专业基础知识，侧重于应用工程技术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4.系统的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在人文知识和基础知识的引导下，利用专业基础和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5.利用专业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6.良好的个人能力，包括：表达能力、独立工作能力、终生学习能力、合作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

7.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8.工程设计和工程应用能力。

9.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具有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心态和国际视野。

10.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职业道德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较强的主动性、责任感与团队合作精神。

11.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基础及专业知识，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竞争意识，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工程素质。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社

科知识

2.外语计

算机等工

具性知识

3.专业基

础知识

4.专业知

识

5.分析、

解决问题

能力

6.个人能

力

7.创新意

识和创新

能力

8.工程设

计和工程

应用能力

9.人文素

质

10.职业

素质

11.科学和

工程素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 √

形势与政策 √ √ √ √

大学英语 √ √ √ √
体育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信息检索 √ √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 √

高等数学Ⅱ √ √ √
无机及分析化学 √ √ √

无机化学实验Ⅲ √ √ √ √

分析化学实验 √ √ √ √
有机化学Ⅱ √ √ √

有机化学实验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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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Ⅱ √ √ √

物理化学实验Ⅲ √ √ √ √
工程制图 √ √ √

化工原理 √ √ √ √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 √ √ √
工程力学 √ √ √ √

机械设计基础Ｉ √ √ √ √ √

线性代数Ⅱ √ √ √ √
电工学 √ √ √ √

造纸植物资源化学 √ √ √ √

造纸植物资源化学实验 √ √ √ √ √ √ √
制浆原理与工程 √ √ √ √ √ √

造纸原理与工程 √ √ √ √ √ √

制浆造纸机械与设备 √ √ √ √ √ √
制浆造纸分析与检测 √ √ √ √ √ √

轻化工程专业发展概论 √ √ √ √ √

制浆造纸环境保护概论 √ √ √ √ √
加工纸与特种纸 √ √ √ √ √ √

制浆造纸工厂设计 √ √ √ √ √ √

生物质资源化利用技术 √ √ √ √
制浆造纸助剂 √ √ √ √ √ √

轻化工程仪器分析 √ √ √ √ √ √

制浆造纸生物技术 √ √ √ √ √ √
水处理工程 √ √ √ √ √ √

制浆造纸设备安装与维

修
√ √ √ √ √ √

轻化工程 CAD √ √ √ √ √ √ √
轻工仪表与自动控制 √ √ √ √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工程训练Ⅲ √ √ √ √ √ √ √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 √ √ √ √ √ √

制浆造纸专业专项训练 √ √ √ √ √ √ √

制浆实验 √ √ √ √ √ √ √
造纸实验 √ √ √ √ √ √ √

制浆造纸综合实验 √ √ √ √ √ √ √

认识实习 √ √ √ √ √ √ √
生产实习 √ √ √ √ √ √ √

毕业实习 √ √ √ √ √ √ √

毕业设计（论文） √ √ √ √ √ √ √

四、专业特色

轻化工程专业由制浆造纸工程、皮革化学工程和染整工程等专业方向组成。目前，上述专业方向属于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的二级学科

专业。制浆造纸工程专业方向主要以植物纤维及相关资源为研究对象，学习掌握纤维原料制浆造纸过程的原理和技术、设备及相关制浆

造纸化学品的制备与使用等。

本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专业所在学科为山东省重点学科，拥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山东省重点实验室。专业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

厚，是学校最早设立、也是山东省最先设立的轻工类本科专业，是学校体现轻工特色最为鲜明的专业。制浆造纸工程专业方向引入“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办学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调整课程体系，增加实践环节的比重，引导学生参加教师科研及专业实践活

动，毕业设计（论文）紧密结合生产实践，使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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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干学科

化学工程与技术、轻工技术与工程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要课程：高等数学、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化工原理、造纸植物资源化学、制浆原理与工程、

造纸原理与工程、制浆造纸机械与设备、制浆造纸分析与检测、轻化工程专业发展概论、制浆造纸环境保护、加工纸与特种纸、制浆造

纸工厂设计。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工程训练、化工原理课程设计、制浆造纸专业专项训练、造纸植物资源化学实验、制浆实验、造纸实验、制浆造

纸综合实验、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4.5 5.5 22 18 30 47

要求学时 2384 840 128 624 88 416 288 37周 37周+544
学分占比 100% 26.25% 5.00% 21.56% 3.44% 13.75% 11.25% 18.75% 3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具有化学、化工、轻工、高分子、机械、计算机等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制浆造纸相关工艺技术、生产原理、工程设计方法等

专门知识，具有人文素质、科学素质和工程素质，具有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有良好的外语应用能力，能适应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

变化，具备从事制浆造纸工程技术、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研究开发等基本能力。

九、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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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Multi-media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6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
Major）

1 16 1 考查 B9111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48 160 13 10.5 11 4.5 2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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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

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4.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Ⅲ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0.75 24 0.75 考查 B043017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75 24 0.75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Ⅱ

（Organic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3013

有机化学实验Ⅲ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8

物理化学Ⅱ

（Physical Chemistry
Ⅱ）

4 64 4 考试 B043014

物理化学实验Ⅲ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9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3003

化工原理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4.5 64 16 4.5 考试 B048016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Polymer chemistry
and physics）

2.5 40 2.5 考试 B913101

小计 34.5 480 128 16 9.75 11.75 5 8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5.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工程力学

（Engineering
Mechanics）

2 32 2 考查 B01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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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基础Ｉ

（Fundament of
Mechanical Design I）

3 40 16 3 考查 B018005

线性代数Ⅱ 2.5 40 2.5 考试 B113122
电工学

（Electrical
Engineering）

3 40 16 3 考查 B028405

小计 10.5 152 32 4.5 3 3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造纸植物资源化学

（Chemistry of Plant
Resources for Pulp &
Paper）

4 64 4 考试 B914101

造纸植物资源化学实

验

(Chemical Experiment
of Plant Resource For
Paper making)

2 64 2 考查 B914107

制浆原理与工程

（Pulping Principles
and Engineering）

4 64 4 考试 B914102

制浆实验

(Pulping Experimental)
1 32 1 考查 B914108

造纸原理与工程

（Papermaking
Principle and
Engineering）

4 64 4 考试 B914103

造纸实验

(Papermaking
experiment)

1 32 1 考查 B914109

制浆造纸机械与设备

（Pulp and Paper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4 64 4 考试 B914104

制浆造纸分析与检测

Ⅰ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Technologies in Pulp
and Paper-makingⅠ

1 16 1 考试 B914105

制浆造纸分析与检测

Ⅱ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Technologies in Pulp
and Paper-makingⅡ

1 16 1 考试 B914106

小计 22 288 128 6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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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轻化工程专业发展概

论

（Review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light
industry engineering）

2 32 2 考查 B915101

制浆造纸环境保护概

论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Pulp&Paper）

2 32 2 考查 B915102

加工纸与特种纸

（The theory and
technology of
converted paper）

2 32 2 考查 B915103

制浆造纸工厂设计

（Pulp and Paper Mill
design）

2 32 2 考查 B915104

小计 8 128 2 4 2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生物质资源化利用技

术

（Biomass Utilization
Technologies）

1.5 24 1.5 考查 B916101

制浆造纸助剂

（Pulp and Paper
Making Agents）

2 32 2 考查 B916102

轻化工程仪器分析

（Instrumental
Analysis of Light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1.5 16 16 1.5 考查 B916103

制浆造纸生物技术

（Biotechnology of
pulp and papermaking）

1.5 24 1.5 考查 B916104

水处理工程

（Water Treatment
Engineering）

2 32 2 考查 B916105

制浆造纸设备安装与

维修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apermaking
Equipment）

2 32 2 考查 B916106

轻化工程 CAD
（CAD for Light
Chemistry
Engineering）

1.5 16 16 1.5 考查 B91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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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仪表与自动控制

（Meters and
Automatization of
Light Industry）

2 32 2 考查 B916108

小计 14 208 16 16 3 5.5 5.5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30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工程训练Ⅲ 2 2 2 考查 B017102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047001
制浆造纸综合实验

(Integrated Experiment of Pulp
and Paper-making)

3 3 3 考查 B917101

认识实习

(Cognition Practice)
2 2 2 考查 B917102

第五

学期

第 2-3
周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Practice)
2 2 2 考查 B917103

第六

学期

第 2-3
周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7 7 7 考查 B917104

制浆造纸专业专项训练

（Special training of Pulp and
Paper-making）

1 1 1 考查 B917106

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Design (Thesis) )
10 17 17 考查 B917105

小计 30 37 2 2 1 2 2 11 17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高分子化学与

物理

本课程是轻化工程专业（制浆造纸工程方向）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课程通过

对高分子化学及物理内容的讲授，使学生掌握高分子科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

理和基本方法，并具有设计高分子合成和物理力学性能测试的能力。课程主要

内容包括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两大部分，高分子化学包括聚合物的聚合机

理和方法；高分子物理包括聚合物的结构与性能等。本课程将为后续课程的学

习以及相关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奠定重要的基础。

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有机

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等，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4学期。

造纸植物资源

化学

本课程与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等课程有

密切关系，是轻化工程专业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课。主要讲授造纸植物纤

维的来源、纤维形态、化学结构、物理性能、反应性能以及不同化学组分的用

途，为后续学生学习制浆造纸原理与工程等相关专业课程提供理论指导。课程

内容上与传统的《植物纤维化学》及《纤维化学与物理》相比基础性突出，适

应的专业方向宽，可以供基本没有专业知识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使用，为学生后

续学习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等相关专业课程奠定牢固的理论基础。

专业核心必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无机

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

分子化学与物理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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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植物资源

化学实验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造纸植物纤维原料的生物结构和主要的化学

成分种类，掌握化学成分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明确它们对于评价植物纤维

原料制浆造纸性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可培养学生在实验中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独立操作实验、完成实验的能力，为今后的

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必修课，独立设置实验课，建议与“造
纸植物资源化学”同步进行，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4学期。

制浆原理与工

程

《制浆原理与工程》是轻化工程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主要介绍制浆的基本原

理、工艺技术与工程应用。内容包括：制浆纤维原料的物理结构和化学性质，

制浆原料的备料过程；各种制浆技术的概念、原理，现代制浆方法的基本流程

及设备；纸浆漂白的发展历史，不同漂剂的反应原理、漂白工艺参数的制定，

现代清洁漂白技术及工艺流程；制浆废液和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制浆过程

的节能降耗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制浆的生产过程与理论知识，

了解国内外制浆科学技术的新进展，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制浆工程中实际问题

的能力，为从事制浆造纸科学技术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专业核心必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有机

化学、化工原理、造纸植物资源化学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制浆实验

本课程系轻化工程专业（制浆造纸工程方向）继《制浆原理与工程》和《制浆

造纸分析与检测Ⅰ》两门理论课之后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其目的就是学习

制浆实验中的有关分析检验的知识和技术。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掌握制

浆造纸学科的制浆实验项目，掌握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操作，提高和培

养学生的专业实验理论水平和操作技能；独立制订实验方案及工艺条件，掌握

计算方法，为毕业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必修课，独立设置实验课，建议与“制
浆原理与工程”及“制浆造纸分析与检测

Ⅰ”同步进行。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
期。

造纸原理与工

程

本课程是轻化工程（制浆造纸工程方向）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专业课。本课程

的主要授课内容为造纸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造纸的现状和发展、浆料的打浆、

向纸料中加填辅料（添料）、纸的抄造、纸板的生产、纸张的结构与性质，对

造纸的整个生产过程、基本原理、生产工艺及工艺参数的控制、造纸的设备作

了全面的介绍。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造纸生产各工序基

本原理、生产方法、生产工艺与设备，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工艺问题，了解国内

外造纸发展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等。通过本课程和其他专业课的学习，

以及相应的专业实习和设计的训练，对整个制浆造纸工艺有一个全面了解，要

求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能独立从事造纸厂的技术管理、工艺设计以及相

应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专业核心必修课程，以无机化学、有机

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为基础课，

以造纸植物资源化学、化工原理、制浆

原理与工程等为先修课。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造纸实验

本实验课系轻化工程专业（制浆造纸工程方向）继专业理论课、基础实验课和

制浆实验课之后的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实验课。该实验课程安排将配合《造

纸原理与工程》专业课的课程进度。造纸实验中的分析检测项目，是造纸企业

技术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控制生产过程 ，保证产品质量起着重要作

用，也是造纸工业研究部门赖以进行科研的必要手段。通过本实验课的学习，

学生应初步掌握造纸过程的基本实验项目，掌握计算方法，掌握分析检验项目

的测定原理、方法和注意事项，了解实验所用仪器、设备的结构、原理和使用

方法，提高分析处理实验数据和书写实验报告的能力，使学生得到科学研究的

初步训练。

必修课，独立设置实验课，建议与“造
纸原理与工程”及“制浆造纸分析与检测

Ⅱ”同步进行。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制浆造纸机械

与设备

本课程为轻化工程专业（制浆造纸工程方向）的必修课。本课程以工程制图、

工程力学、机械设计基础、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等课程为基础课

或专业基础课，主要学习制浆造纸机械与设备的类型、结构、工作原理及操作

维护。由于制浆造纸机械与设备非常多，我们选择性地重点讲解现代制浆造纸

企业所用的先进制浆造纸设备，例如，卡米尔连蒸器、横管连蒸器、高得率制

浆的大型盘磨机、废纸制浆的碎浆浮选设备等，先进的漂白打浆设备和稀释水

流浆箱、靴型压榨、新月形卫生纸机等先进的抄纸设备，并对它们的主要结构、

工作原理、主要部件、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重点讲解。

专业核心必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工程

制图、工程力学、机械设计基础、制浆

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等，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制浆造纸分析

与检测Ⅰ

本课程开设的前期基础是学习基础化学理论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学习专业基

础课《造纸植物资源化学》及实验技能，与《制浆原理与工程》课程同步开设，

在《制浆实验》实践课程之前开设。其目的就是学习在纸浆生产或科研工作中

有关分析检验的知识和技术。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掌握制浆工艺过程的

基本实验项目，掌握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操作，提高和培养学生的专业

实验理论水平；能够独立制订实验方案及工艺条件，掌握计算方法，为后续的

制浆实验操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专业核心必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造纸

植物资源化学、制浆原理与工程等，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制浆造纸分析

与检测Ⅱ

本课程为与《造纸实验》实践课程配合的先修理论课程，主要包括打浆、抄纸

及纸张物理性能检测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认识纸浆与打浆之间的关系，

制定适宜的打浆工艺；了解纸浆打浆度与纸张物理性能之间的关系，掌握打浆

对纸张物理性能影响的基本原理，根据纸浆的特点做出合理的打浆强度曲线图；

学习瓦利打浆机、打浆度测定仪、纸页成形系统及各种纸张物理性能检测方法

和仪器的原理和操作使用方法，为后续的造纸实验操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专业核心必修课程，其先修课程为造纸

植物资源化学、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

原理与工程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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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化工程专业

发展概论

本课程为轻化工程专业（制浆造纸工程方向）学生选修的专业课程。通过学习

速生材制浆造纸过程的基本概念、生产技术及原理，使学生全面掌握速生材制

浆造纸生产工艺。通过学习纸浆绿色漂白技术，掌握纸浆漂白的氯漂时代，了

解纸浆漂白的基本发展方向，掌握二氧化氯漂白反应动力学及降低 AOX 生成的

漂白新技术，掌握生物酶用于纸浆漂白预处理，生物酶对纸浆纤维的改性机理

和应用效果，掌握生物技术用于纸浆漂白的技术前沿点，掌握电化学技术用于

纸浆漂白的原理，清晰电化学介体脱木素的基本原理及科研热点，进一步纵深

拓宽纸浆漂白领域的相关前沿知识。通过学习废纸纤维制浆技术，使学生掌握

废纸制浆过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其主要工艺，要求学生经过一阶段的熟

悉后，能独立从事废纸制浆厂的技术管理、工艺设计以及相应的教学和科研工

作。 通过学习天然高分子改性材料，使学生掌握天然高分子材料的种类及其功

能性改性及其应用领域。

专业方向课，为限选课程，其先修课程

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

理化学、造纸植物资源化学、制浆原理

与工程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制浆造纸环境

保护概论

本课程是针对轻化工程专业（制浆造纸工程方向）学生所开设的一门选修课程。

随着制浆造纸行业的不断发展，持续增长的工业经济与脆弱的环境之间的矛盾

不可调和。从长远来看，环境保护须在制浆造纸领域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系统介绍和讨论制浆造纸工业环境（废水、废气、固体废

弃物）的现状、污染物分类与特征、工业废水处理原理与方法、工业废气处理

原理与方法、固废处理原理与方法、工业清洁生产等。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活动，

使学生了解和重视制浆造纸工业环境保护，掌握其处理技术与方法，同时培养

学生具备一些工程实践意识。

专业方向课，为限选课程，其先修课程

为化工原理、造纸植物资源化学、制浆

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等，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加工纸与特种

纸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工纸和特种纸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工纸和特种纸的品种数量日益增多，质量不断提高，生

产技术越来越先进，加工纸目前已成为造纸工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领域之一。

《加工纸和特种纸》为制浆造纸工程专业学生的选修课，针对国内外加工纸和

特种纸产业的发展，课程主要介绍加工纸和特种纸的品种及其生产技术，强化

学生纸加工技术相关专业知识，为制浆造纸工程专业学生构建全面的专业课知

识体系。

专业方向课，为限选课程，以化工原理、

造纸植物资源化学为基础课，以制浆原

理与工程、制浆造纸机械与设备为先修

课，与造纸原理与工程同时并进，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制浆造纸工厂

设计

本课程是轻化工程专业（制浆造纸工程方向）学生的一门选修课。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制浆造纸工厂设计的基本概念、工艺设计的基本程序与

内容，掌握制浆造纸工厂的工艺流程设计，能进行浆水与设备平衡计算及设备

选型，能绘制工厂的车间设备布置图。使学生掌握工厂设计的技能，以适应高

速发展的我国造纸企业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从而能更有利于就业和今后的

工作。

专业方向课，为限选课程，其先修课程

为工程制图、化工原理、制浆原理与工

程、造纸原理与工程、制浆造纸机械与

设备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生物质资源化

利用技术

本课程针对生物质废物资源的转化技术及综合利用，着重于讲授各种技术的原

理、特点、工艺和应用案例，并结合最新的技术开发成果，突出技术性、实践

性、系统性、全面性。旨在使学生树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观念，系统的了解生

物质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的发展现状、技术进展和推广应用等。

专业任选课，其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

化工原理、造纸植物资源化学等，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制浆造纸助剂

本课程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造纸植物资源

化学、制浆原理与工程和造纸原理与工程等课程有密切关系，是轻化工程专业

一门重要的专业选修课。该课程应在造纸植物资源化学、制浆原理与工程、造

纸原理与工程等相关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之后开设。

专业任选课，以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物理化学为先修基

础课，以造纸植物资源化学、制浆原理

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等课程为专业

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轻化工程仪器

分析

仪器分析是现代分析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应用已渗透到工业、农业、国防

和科学技术各个领域 。仪器分析的学习不单纯是对各种分析仪器和方法的了解

和掌握。仪器分析中的每种方法都可能涉及化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学、电

子学、自动化及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学习过程将是一个知识综合运用能力和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过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可以掌握常用仪器

分析方法的原理和仪器的简单结构；学生通过学习初步具有根据分析的目的，

结合学到的各种仪器分析方法的特点、应用范围，选择适宜的分析方法的能力，

有助于后续课程的学习。

专业任选课，其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

化学、有机化学、化工原理等，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制浆造纸生物

技术

本课程是轻化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主要讲授生物技术在制浆造纸工业

中的应用及发展前景，包括降解植物纤维的微生物和酶、生物制浆、树脂沉积

的生物控制、纸浆生物漂白、纤维生物改性及酶法脱墨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了解生物技术在制浆造纸工业中应用的领域，与传统的化学法相比的优

势以及局限性，系统地掌握生物技术在制浆造纸中应用的基本原理以及各种生

物技术应用的工艺条件，熟悉各种生物方法在制浆造纸的各个流程的实际应用

效果以及应用前景，了解限制生物技术应用的因素和改进的措施。

专业任选课，其先修课程为造纸植物资

源化学、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

工程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水处理工程
本课程是针对制浆造纸专业学生所开设的一门选修课程。制浆造纸行业属于用

水大户，备料、蒸煮、洗筛选、漂白、抄纸等各个工段均需消耗大量水，因此

专业任选课，其先修课程为物理化学、

化工原理、制浆原理与工程等，建议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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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工程在制浆造纸领域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制浆造纸废水水质有机污

染物是最大量、最经常、最普遍的水体污染，因此本课程教学以制浆造纸废水

为代表，展开介绍工业废水处理的现状、污染物分类与特征、工业废水处理的

原理与常见方法，等。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活动，使学生了解和重视工业环境保

护，掌握水处理技术与方法，同时培养学生具备一些工程实践意识。

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制浆造纸设备

安装与维修

本课程是针对轻化工程专业制浆造纸工程方向本科生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

主要讲授制浆造纸设备安装与维修相关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主要专业设备的

安装、调试、保养、润滑、维修的基本方法和先进技术，以及管道的安装施工

和维修技术等内容。本课程以多媒体授课为主要教学形式，并结合制浆造纸行

业的发展趋势进行课堂讨论，在注重传授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同时，加强学

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以拓宽本科生的专业知识面，使之掌握设备安

装与维修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一定的制浆造纸专业设备的

安装、维修和管理的能力。

专业任选课，其先修课程为机械设计基

础、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

制浆造纸机械与设备等，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7学期。

轻化工程 CAD

AutoCAD是专业绘图软件，被广泛用于各领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

练掌握 AutoCAD软件使用方法及其在轻化工程专业（制浆造纸工程方向）工程

设计领域中的应用。该课程与工程制图、机械设计基础、制浆造纸机械与设备、

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制浆造纸工厂设计等课程有密切联系，是

轻化工程专业（制浆造纸工程方向）学生高质量完成毕业设计的重要工具，也

为以后的工作学习打下坚实基础。该课程实践性和应用性强，学生应有工程制

图、制浆造纸工厂设计的基础，同时有较多学时的上机实践练习，对轻化工程

专业（制浆造纸工程方向）学生提高计算机辅助设计和绘图能力、工程设计能

力有很大帮助。

专业任选课，其先修课程为工程制图、

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制

浆造纸机械与设备、制浆造纸工厂设计

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轻工仪表与自

动控制

仪表与自动控制是一门综合性技术，它是利用自动控制学、仪器仪表学及计算

机学科的理论服务于工程学科，它与生产过程有着紧密的联系。本课程先介绍

仪表再介绍自动控制系统，并结合制浆造纸工艺过程的相关设备进行论述。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熟悉和掌握制浆造纸过程仪表与自动控制的工作原

理、主要部件及操作维护。该课程与工程制图、机械设计基础、电工学、制浆

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与工程、制浆造纸机械与设备等课程有密切联系，是轻

化工程专业（制浆造纸工程方向）学生高质量完成毕业设计的重要工具，也为

以后的工作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专业任选课，其先修课程为工程制图、

机械设计基础、电工学、制浆原理与工

程、造纸原理与工程、制浆造纸机械与

设备备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制浆造纸综合

实验

在制浆实验和造纸实验的基础上，由给定的植物纤维原料，经过必要的工艺措

施，生产出一定要求的纸片，并进行质量性能检测。拟采用草木（或竹子）两

类原料，分组按两条线平行进行实验。实验工艺项目包括蒸煮、漂白、打浆、

抄片和质量性能检测等。

必修课，独立设课实验，集中实践环节，

先修课程为制浆原理与工程、造纸原理

与工程、制浆实验、造纸实验。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7学期。

认识实习

认识实习是制浆造纸工程专业学习中的—个重要环节。通过认识实习使学生在

开设专业课之前接触工厂生产，了解生产工艺、设备、控制和电、汽等其它生

产辅助设施，增强对所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感性认识，加强对造纸工业在

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的认识；了解我国纤维原料、制浆造纸技术设备现状；认

识纸制品生产方法及需求；为专业课学习打好基础。

必修课，集中实践环节。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5学期初。

生产实习

生产实习是制浆造纸工程专业学习中的—个重要环节。通过生产实习使学生接

触工厂生产，了解生产工艺、设备、控制和电、汽等其它生产辅助设施，增强

对所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感性认识，加强对造纸工业在国民经济中重要地

位的认识；了解如何综合运用已学过的知识，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问题；了解我

国纤维原料、制浆造纸技术设备现状及问题；认识纸制品生产方法及需求；提

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以便下一步的理论学习和毕业后能尽快地适应科研、

生产等工作的需要。

必修课，集中实践环节。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初。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工科学校培养方案中最重要的全面系统的实践教学环节。通过现场

直观的学习，不但要求学生掌握企业生产实况：包括全厂总平面布局，主要原

料及产品品种，厂房结构及相对布置，制浆造纸工艺流程，生产方法，工艺参

数，设备结构及在车间内的位置，生产操作注意事项等；还要全面了解企业管

理概况，人员配置，水电汽等辅助原材物料使用情况，废水废气废渣处理方法

等环保措施，利用所学专业知识核算生产成本，为毕业设计及论文的实施打下

坚实基础。

必修课，集中实践环节。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7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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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化工程（皮革、合成革方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 081701

一、培养目标

轻化工程专业皮革化学与工程方向以天然动物蛋白加工技术为主要研究对象，兼顾毛皮加工、皮革化学品合成、制革环境保护以及合

成革制造等专业知识，主要培养从事皮革及其相关工业的生产控制、工艺设计、产品开发及其终端产品深加工与利用等方面的高级工

程技术人才，突出实践应用性和多学科交叉融合。本专业毕业生具备从事皮革行业工程技术的生产管理和研究开发等基本能力，具有

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厚实的专业知识。

轻化工程专业合成革化学与工程方向以合成高分子复合片材制造技术为研究对象，兼顾合成革化学品合成、超细纤维与非织造技术、

清洁化生产等相关专业知识。主要培养从事合成革及相关工业的生产、工艺设计、产品开发及其终端产品深加工与利用等方面的高级

工程技术人才，突出实践应用性和多学科交叉融合。本专业毕业生具备从事合成革行业工程技术的生产管理和研究开发等基本能力，

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厚实的专业知识。

二、培养要求

皮革化学与工程方向学生应掌握动物皮等天然原材料的基本化学结构及特性，学习掌握胶原蛋白的加工与改性，皮蛋白质与相关化学

品相互作用的机制与效应、加工设备的选择、操作与维护以及相关皮革化学品的制备与使用等。学生将受到实验操作技能、工艺设计、

产品性能检测分析、生产技术管理和新产品开发研究的基本训练，掌握中外文资料查询以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知识与信息的

基本方法，具有独立获取知识和进行初步科学研究的能力，能够熟练阅读和翻译本专业外文资料。

合成革化学与工程方向学生应掌握合成革基本结构与特性，复合片材的加工工艺与技术，聚氨酯化学及相关功能化学品的合成与应用，

表面材料及应用技术，加工设备的选择与使用等。学生将受到实验操作技能、工艺设计、产品性能检测分析、生产技术管理和新产品

开发研究的基本训练与维护以及相关皮革化学品的制备与使用等。学生将受到实验操作技能、工艺设计、产品性能检测分析、生产技

术管理和新产品开发研究的基本训练。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及社

会科学知识

和素养

2.科研能力

与创新创业

能力

3.专业基础

知识与技能

训练

4.专业知识

综合应用与

科研实践创

新能力

5.计算机应

用与信息处

理能力

6. 意志品

质、创新精

神、职业道

德

7.工程能力

培养

8.科学理论

基础知识和

基本实验技

能提升

9.工程科学

知识及应用

能力培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计算机网络技术及

应用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

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

业概论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高等数学 √

无机及分析化学 √
无机化学实验 √

分析化学实验 √

有机化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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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实验 √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
物理化学 √

物理化学实验 √

化工原理 √
仪器分析 √

线性代数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大学物理 √

大学物理实验 √

工程制图 √
机械设计基础 √

工程力学 √

生皮化学与组织学 √
皮革鞣制化学与工

艺学
√

皮革整饰化学与工

艺学
√

皮革化工材料学 √
皮革化学品实验 √

制革机械 √

毛皮工艺学 √
皮革理化分析 √

合成革工艺学 √

合成革材料化学 √
合成革清洁生产 √

制革材料与工艺 √

合成革专业英语 √
合成革理化分析及

检验
√

聚氨酯化学 √

制革污染治理 √
制革专业英语 √

皮革工厂设计 √

轻化工程 Autocad √
合成革工艺学 √

合成革工艺实验 √

皮革商品贸易理论

与实务
√

毛皮工艺实验 √

纺织涂层与整理 √

水性聚氨酯及应用 √
染整概论 √

革制品造型与设计 √

合成革机械设备 √
合成革化学品实验 √

制革工艺实验 √

合成革市场营销 √
皮革商贸英语 √

科技论文写作 √

胶原化学与胶原新

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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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献检索 √

皮革前沿讲座 √
皮革工程新技术训

练
√

合成革前沿技术 √

纺织材料概论 √
合成革工厂设计 √

合成革工程新技术

训练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专业综合实验 √

认识实习 √

生产实习 √
毕业实习 √

毕业设计（论文） √

四、专业特色

皮革化学与工程方向的培养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服务区域经济，突显地方特色。皮革工业是我国轻工行业的支柱产业之一。

我校皮革化学与工程专业的设置，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均衡发展的需要。二、依托强势学科，整合教学资源。我院皮革化学与工程学科

（专业）始建于 1986年，2007年成为国家级第一类特色专业，历史悠久，科研实力雄厚，为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三、课程设置紧跟时代发展。通过构建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体系真正将“教”与“育”的教育理念融入课程之中，强化实

践教学，突显专业特色，在教学环节中进行创新，实现学生和社会需求的对接。

合成革化学与工程专业的培养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建立多学科交叉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本专业是集皮革、纺织、化工、

造纸等学科为一体的交叉学科，属于轻化工程中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二、社会资源参与专业建设，校内外实习基地满足学生的实践教

学。本专业方向教学与科研并重，积极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学科与企业联系密切，通过多种方式与一大批行业企业建立起产学研合

作关系，这些都为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通过将近年来人造革、合成革的新成果、新技术，以及行业新动

态充实到教材和授课内容中，使课程内容充分体现合成革及相关行业的新发展、新要求。

五、主干学科

轻工技术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纺织科学与工程。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皮革方向：生皮化学与组织学、皮革鞣制化学与工艺、皮革整饰化学与工艺、毛皮工艺学、皮革化工材料学、皮革化学品实验、制革

机械、制革污染治理、制革专业英语、皮革工厂设计、专业综合实验、成革理化分析、生产实习、毕业实习。

合成革方向：合成革工艺学、合成革材料化学、合成革清洁生产、制革材料与工艺、合成革专业英语、合成革理化分析及检验、聚氨

酯化学、染整概论、纺织涂层与整理、合成革机械设备、专业综合实验、生产实习、毕业实习。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修

课

通识教育选修

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环

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22 15 20.5 25.5 27
所占比例 100% 26.250% 5.000% 13.750% 9.375% 12.813% 15.938% 16.875%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 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 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
毕业要求：掌握皮革化学与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具备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制革及合成革行业实际问题的

能力，能够从事皮革、合成革及相关领域技术及管理工作，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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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Morality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 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 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 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 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X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X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X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X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应用

(Computer Network
Techniqu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7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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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Introduction to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Disciplines)

1 16 1 考查

B921101（皮

革）B921201
（合成革）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48 160 13 10.5 11 4.5 2 0.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

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Higher
MathematicsⅡ(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Higher
MathematicsⅡ(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Ⅲ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0.75 24 0.75 考查 B043017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75 24 0.75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Ⅱ（Organic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3013

有机化学实验Ⅲ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8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Polymer Chemistry
and Physics）

2.5 40 2.5 考试 B923101

小计 22 312 80 0 9.75 8.75 1 2.5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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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物理化学Ⅱ（Physical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8014

物理化学实验Ⅲ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8019

化工原理Ⅳ（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V）

4.5 64 16 4.5 考试 B048008

仪器分析Ⅱ

（Instrumental Analysis
Ⅱ）

2 24 16 2 考查 B048009

线性代数 II (linear
algebra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I(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4

大学物理Ⅱ（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Ⅰ

（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Ⅰ）

1.5 48 1.5 考查 B117201

工程制图（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3 考试 B018003

机械设计基础

（Fundament of
Mechanical Design）

3 40 8 3 考试 B018005

工程力学（Engineering
Mechanics）

2 32 2 考试 B018010

小计 30.5 416 120 16 3 12.5 12 3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0.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一

必修（皮

革）

生皮化学与组织学

（ Chemistry and
Histology of Raw Hide）

2 24 16 2 考试 B924101
专业主

干课程

皮革鞣制化学与工艺学

（leather tanning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3.5 56 3.5 考试 B924102
专业主

干课程

皮革整饰化学与工艺学

（Finishing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for
Leather）

3 48 3 考试 B924103
专业主

干课程

皮革化工材料学(leather
Chemicals)

3 48 3 考试 B924104
专业主

干课程

皮革化学品实验(Leather
chemical experiment)

2 64 2 考查 B924109
专业主

干课程

制革机械（leather
machine and equipment）

3 48 3 考试 B924106
专业主

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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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皮工艺学（ Far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924107
专业主

干课程

皮革理化分析（Physical
and Chemical Analysis of
Leather）

2 8 48 2 考试 B924108
专业主

干课程

小计 20.5 264 128 2 3.5 11 4

方向二

必修（合

成革）

合成革工艺学（Synthetic
Leather Technology）

5.5 64 48 5.5 考试 B924208
专业主

干课程

合成革材料化学

（Synthetic Leather
Material Chemistry）

4 48 32 4.0 考试 B924202
专业主

干课程

合成革清洁生产

（Synthetic Leather
Cleaner Production）

2 32 2.0 考试 B924203
专业主

干课程

制革材料与工艺

（Leather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2.5 40 2.5 考试 B924204
专业主

干课程

合成革专业英语

（Synthetic Leather
Specialized English）

2 32 2 考试 B924205
专业主

干课程

合成革理化分析及检验

（Synthetic Leather
Chemical and Physical
Analysis and Inspection）

2.5 16 48 2.5 考试 B924206
专业主

干课程

聚氨酯化学

（Polyurethane
Chemistry）

2 32 2.0 考试 B924207
专业主

干课程

小计 20.5 264 128 0 13.5 5 2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方向一 16学分；方向二 16.5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一

（皮革）

制革污染治理

（ Pollution and
Control of
Leather-making
Industry）

2 24 16 2 考试 B925109
专业主

干课程

制革专业英语（English
for Leather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925102
专业主

干课程

皮革工厂设计

（Tannery designing）
1.5 16 16 1.5 考试 B925110

轻化工程 Autocad
（ Light Engineering
Autocad）

2 16 32 2 考查 B925104

合成革工艺学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synthetic leather）

2 32 2 考试 B925105

合成革工艺实验

(synthetic leather
processing experiment)

1.5 48 1.5 考查 B925106

皮革商品贸易理论与实

务（Leather Goods Trade
Theory and Practice）

3 48 0 3 考试 B925107

毛皮工艺实验(fur
technology experiment)

2 64 2 考查 B925108

小计 16 168 144 32 0 2 8.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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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二

（合成

革）

纺织涂层与整理（Textile
Coating and Finishing）

2 32 2 考试 B925201
专业主

干课程

水性聚氨酯及应用

（Water-based
Polyurethane and Its
Application）

2 32 2 考试 B925202

染整概论（General
Introduction to Dyeing
and Finishing）

2 32 2 考试 B925203
专业主

干课程

革制品造型与设计

（Leather Product
Modelling and Design）

3 32 32 3 考试 B925205

合成革机械设备

（Synthetic Leather
Machine and Equipment）

2 32 2 考试 B925206
专业主

干课程

合成革化学品实验

（Synthetic Leather
Chemical Experiments）

2 64 2 考查 B925207

制革工艺实验

（Leather Technology
Experiments）

1.5 48 1.5 考查 B925208

合成革市场营销

（Synthetic Leather
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925209

小计 16.5 192 144 0 5 7.5 4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方向一 9.5学分；方向二 9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一

选修（皮

革）

革制品造型与设计

（The Style Design for
Leather Goods）

3 32 32 3 考试 B926101
专业主

干课程

皮革商贸英语

（ Leather Business
English）

2 32 2 考试 B926102

科技论文写作

（Scientific writing）
2 32 2 考查 B926103

胶原化学与胶原新材料

（Collagen Chemistry
and Novel Materials
Based on Collagen）

2 32 2 考试 B926104

网络文献检索（Online
Literatures Searching）

1 32 1 考查 B926105

皮革前沿讲座（Research
progress on
leather-making）

1.5 24 1.5 考查 B926106
专业主

干课程

皮革工程新技术训练

(The new technology
training of leather
engineering)

2.5 80 2.5 考查 B926108
专业主

干课程

小计 14 152 32 32 80 0 3 3.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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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二

选修（合

成革）

合成革前沿技术(（The
Technologic Frontiers of
Synthetic Leather ）)

2 16 32 2 考查 B926201
专业主

干课程

科技论文写作（Scientific
writing）

2 32 2 考查 B926202

网络文献检索（Online
Literatures Searching）

1 32 1 考查 B926203

纺织材料概论（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extile
Materials）

2 32 2 考试 B926204

轻化工程 Autocad(Light
Chemical Engineering
Autocad)

2 16 32 2 考查 B926205

合成革工厂设计

(Synthetic Leather
Engineering Process
Design)

2 24 16 2 考试 B926207

合成革工程新技术训练

(Engineering Training of
New Technology for
Synthetic Leather）

2.5 80 2.5 考查 B926208

小计 13.5 120 32 80 2 2 9.5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7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ur)
1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专业综合实验

(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4 4 4 考查

B927106（皮

革）B927206
（合成革）

认识实习

(cognition practice)
3 3 3 考查

B927107（皮

革）B927207
（合成革）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practice)
4 4 4 考查

B927103（皮

革）B927203
（合成革）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field work)
4 4 4 考查

B927104（皮

革）B927204
（合成革）

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project)
10 16 10 考查

B927105（皮

革）B927205
（合成革）

小计 27 35 2 0 0 3 4 0 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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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生皮化学与组

织学

生皮化学与组织学是轻化工程专业（皮革方向）的重要的专业核心课。课

程主要内容包括蛋白质化学基础、生皮组织学与生皮结构、微生物基础及

酶化学基础知识。皮革和毛皮的加工过程实质上是生皮蛋白的物理操作过

程和各种皮化材料与生皮蛋白的化学作用过程，要实现毛皮制革技术的理

论化和现代化以及新型绿色皮化材料的开发，就必须清楚了解皮革蛋白的

基本性质和生皮与毛被的基本结构。随着近年来随着生物领域的快速发展

及本专业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本课程对制革技术的进步的影响越来越明

显。因此本课程是本专业其它课程学习的基础，在课程体系中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

本课程是在学生对《无机及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

化学与物理》等课程内容有所了解的基础

上开设，是《皮革鞣制化学与工艺学》、

《皮革整饰化学与工艺学》、《皮革化工

材料学》等课程的先修课程。

皮革鞣制化学

与工艺学

本门课程是轻化工程专业（皮革方向）骨干课程之一,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

合紧密的课程。课程内容包括皮革鞣前准备和鞣制部分的相关化学知识和

理论，各个生产工序的工艺操作要点、注意事项，以及相关的清洁化技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为学生将来参与科研和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在对《无机及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生

皮化学与组织学》等课程内容有所了解的

基础上开设的。

皮革整饰化学

与工艺学

本课程为轻化工程专业（皮革方向）一门专业必修课，该课程教学内容包

括坯革的复鞣、染色、加脂、干燥与整理、涂饰等一系列物理化学处理操

作。本课程包括了皮革湿/干染整的基本内容、基本理论和基本操作，以及

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和清洁与生态化制革生产等内容，是从事皮革技

术人员必备的专业知识。

本课程以《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高分子化学及物理》为基础，与《生皮

化学与组织学》、《皮革化工材料》、《制

革机械》等专业课程紧密相关，在《皮革

鞣制化学与工艺学》之后开设的一门课

程。

皮革化工材料

学

本课程在现代制革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制革工艺实际上是各种皮革化

工材料的配伍原则和使用方法，因此熟悉和掌握常用皮革化工材料的制备

原理、性质性能、使用方法等对于成为一名优秀的制革工程技术人员必不

可少。本课程包括常用皮革化工材料的制备原理、制备方法、应用原则等

内容，在皮革化学与工程方向的课程体系中属于专业主干课程,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同学们加深对先修课程的理解，对

培养其解决实际制革问题的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课程是在学生学习了《有机化学》、《物

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皮

革鞣制化学与工艺学》等相关课程之后开

设的一门课程。

制革机械

在制革生产过程中机械设备对皮革产品的质量提升至关重要，所以了解制

革生产过程中使用到的各种专业设备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使用调节、

保养维护非常重要，这也正是本课程所要讲授的主要内容。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掌握制革机器设备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工作性能以及设备

的使用调节、日常维护等方面的知识。

本课程是在学生学习了《工程制图》、《工

程力学》、《机械设计基础》等课程，已

具有一定的机械理论知识，学习了《生皮

化学与组织学》、《皮革鞣制化学与工艺

学》等专业课程，并在完成了认识实习、

生产实习的基础上开设的。

毛皮工艺学
本课程是轻化工程专业（皮革方向）的一门专业核心课，本课程包括毛皮

加工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以及毛皮清洁化生产等相关内容。

本课程以《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生皮化学与组织学》等为基础，开设在

《皮革鞣制化学与工艺学》和《皮革整饰

化学与工艺学》《皮革化工材料学》课程

之后。

皮革理化分析

本课程是轻化工程（皮革方向）的一门专业核心课，它在控制生产正常进

行和保证产品质量方面有着“眼睛”和“哨兵”的作用。如在生产过程中贯彻执

行标准化，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合理使用原材料都离不开分析

检验。本课程实践性很强，在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实验教

学，使学生的操作技能得以强化，促进学生的综合实验能力和动手能力的

提高。

本课程主要以《无机及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等课程为基础，同时又与《皮革

鞣制化学与工艺学》、《皮革整饰化学与

工艺学》等专业课紧密相连。

合成革材料化

学

本课程是轻化工程专业合成革方向以及相关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

重点讲解合成革用材料及助剂所涉及的合成理论与方法、材料的构效关系、

合成工艺路线、重要影响因素和控制参数等。本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合成革

用纤维材料、树脂材料、表面活性剂、表面处理剂、功能整理剂和染料及

其助剂等六大部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强化合成革用材料及助剂结构设

计与应用性能的关系，为今后从事合成革用材料及助剂或合成革的生产管

理和技术开发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主要以《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等课程为基础，同

时又是《合成革工艺学》、《合成革理化

分析及检验》等专业课的基础。

合成革清洁生

产

本课程通过列举大量合成革污染治理技术研究开发的最新动向，全面地介

绍国内外合成革清洁生产和生态合成革方面的最新科技成果，提出一系列

有关合成革污染治理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观点。合成革清洁化生产是一

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将为学生认识合成革行业的污染与治理带

来新的思路和新的视野。

本课程是与《合成革工艺学》、《合成革

材料化学》、《聚氨酯化学》等专业课程

同期开设的一门必修课，并且和《化工原

理》、《有机化学》及《高分子化学与物

理》等课程有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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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革材料与工

艺

本课程是轻化工程（合成革方向）专业本科学生必修基础课程之一，是一

门理论及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主要讲授从原料制皮到成品革的制造过程，

讲述从原料皮到成品革的各工艺过程中皮或革发生的变化、作用原理、使

用的化工材料、机器设备、影响因素及操作和控制方面的内容。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皮革的制造过程、皮革化工材料的制备及与皮胶原

的作用机理，了解制革工艺的控制原则、皮化材料的选择原则。

本课程是在对《无机及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等课程

内容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开设的。本门课程

是轻化工程（合成革方向）学生的专业骨

干课程之一。

合成革专业英

语

本课程主要介绍合成革原材料和生产过程的专业英语知识。通过本门课程

的学习，使轻化工程合成革方向学生掌握合成革专业英语知识，更好地阅

读相关专业文献，增加对本专业知识的认识，了解行业最新发展动态，增

加学生对本专业的了解；同时掌握合成革专业英语词汇，在专业理论技术

的读写、听说技能上有一定的提高，并能用英语进行专业理论和技术的交

流。

本课程是在学生学习了《合成革工艺学》

课程，已具有一定的英文阅读水平及合成

革工艺知识的基础上开设的。

合成革理化分

析及检验

本课程是轻化工程合成革方向的一门专业核心课，在合成革方向学生的知

识体系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合成革理化分析及检验包括过程控制化学

分析、成品革常规检测和成品革功能检测三个部分。本课程具有很强的实

践性，教学过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实验教学，致力于提高学生实验

的综合动手能力，加强其对理论的理解。

本课程主要以《无机及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等课程为基础，同时又与《合成

革工艺学》、《合成革材料化学》、《聚

氨酯化学》等专业课紧密相连。

聚氨酯化学

本课程是轻化工程专业合成革方向的专业本科学生必修的基础课之一，重

点讲解聚氨酯的合成原理、反应活性和反应速率影响因素、合成工艺路线、

结构控制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聚氨酯的合成原理、原料的

选择、相态结构控制方法等，为今后从事合成革用聚氨酯材料的技术开发

或合成革的生产管理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主要以《有机化学》、《高分子化

学与物理》等课程为基础，同时又与《合

成革材料化学》、《合成革工艺学》等专

业课紧密相连。

制革污染治理

本课程重点讲解制革行业污染物的产生及处理方法，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

性很强的课程,将为学生认识制革行业的污染与治理带来新的思路和新的视

野。

本课程是在《皮革鞣制化学与工艺学》、

《皮革整饰化学与工艺学》、《皮革化工

材料学》等专业课的基础上开设的一门选

修课，并且和《化工原理》等课程有一定

的联系。

制革专业英语

本课程主要介绍制革生产过程的专业英语知识。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

轻化工程皮革方向学生掌握相关专业英语知识，增加学生对本专业的了解；

在专业理论技术的读写、听说技能上有一定的提高，并能用英语进行专业

理论和技术的交流。

本课程是在学生学习了《大学英语》、《皮

革鞣制化学与工艺学》、《皮革整饰化学

与工艺学》、《皮革化工材料学》等专业

课程，已具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以及制革理

论知识的基础上开设的。

皮革工厂设计

本课程系轻化工程专业（皮革方向）学生的一门专业课程。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将帮助学生了解厂址选择的要求，总平面布置的基本原则、技术经

济指标，并且对制革厂工艺过程的制定及工艺流程，机器设备的选择，物

料、动力、热量等消耗量等有深入认识。本课程也有助于学生进行毕业设

计工作。

本课程是在学习了《皮革鞣制化学与工艺

学》、《皮革整饰化学与工艺学》、《皮

革化工材料学》等专业课的基础上开设的

一门选修课。

轻化工程

Autocad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掌握 AutoCAD 的基本功能；经典界面组成；

图形文件的创建、打开和保存方法；AutoCAD参数选项、图形单位、绘图

图限的设置方法以及命令与系统变量的使用方法。为学生将来进行制革厂

相关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本课程也有助于学生进行毕业设计工作。

本课程是在《皮革鞣制化学与工艺学》 、

《合成革工艺学》等专业课的基础上开设

的一门选修课，在学生已具有一定专业理

论知识，并进行了生产实习的基础上开设

的。

合成革工艺学

本课程系轻化工程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课程。《合成革工艺学》以合成革

的制造工艺为主线，按工序介绍了差别化纤维、非织造布、纺织布、基布

加工、基布的后加工技术，在此基础上分别介绍了造面型与绒面型两大类

产品的加工工艺及表面处理技术，并对主要的化学品进行了详细介绍，包

含了合成革制造的基本内容、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

本课程以《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化工

原理》等课程为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

皮革商品贸易

理论与实务

本课程主要讲授有关皮革商品的国际国内贸易和市场营销的相关理论和操

作实务知识。课程分为两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皮革市场营销；第二部

分是皮革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包括制革生产原料皮、皮革成品、生产机

械设备、化学品以及皮鞋、皮革服装、箱包等终端产品的市场营销知识和

相关国际贸易理论知识及相关操作实务。通过上述知识的学习，使学生掌

握皮革商品的贸易体系、贸易特征、市场营销以及国际贸易理论，并在此

基础上掌握皮革商品贸易的实际操作技能。

本课程是在学习了《生皮化学与组织学》、

《皮革鞣制化学与工艺学》、《皮革整饰

化学与工艺学》、《皮革理化分析》、《毛

皮工艺学》等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一门课

程。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资料检索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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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涂层与整

理

本课程是轻化工程合成革方向的一门专业方向课，主要包括了纺织涂层整

理剂、纺织涂层机械设备、纺织涂层整理工艺、涂层整理纺织品以及涂层

整理织物的测定等。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同时教学过程注重理论联系

实际，通过对知识的学习，使学生系统掌握纺织涂层与整理的用剂及原理、

工艺原理和过程、设备运行知识以及后续织物测定的原理与方法等。

本课程是在学生学习了《无机及分析化

学》、《有机化学》、《大学物理》、《物

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等课程

的基础上开设的。

水性聚氨酯及

应用

本课程是轻化工程专业合成革方向的专业方向课，该课程系统地介绍了水

性聚氨酯的发展历程、制备水性聚氨酯所需的原材料和助剂，结构与性能

的关系，同时对水性聚氨酯发泡涂层技术及原理、水性聚氨酯在合成革行

业的应用进行了讲解。通过对本门课程的学习，使轻化工程合成革方向的

学生系统地掌握水性聚氨酯的合成方法、结构性能、应用方法等内容。

本课程以《高分子化学与物理》、《聚氨

酯化学》等课程为基础。

革制品造型与

设计

本课程主要讲授皮革制品如箱包、服装、鞋等的设计以及制做的相关知

识。 。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素描基础以

及美学、平面与立体构成等相关知识背

景，同时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资料检索技

能。

合成革机械设

备

本课程系轻化工专业(合成革方向）学生的一门专业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合成革机器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及对合成革质量和

性状的影响，熟悉各种合成革机器设备的基本结构组成、工作原理和工作

性能，熟悉设备的使用调节、日常维护等方面的知识。

本课程是在学生学习了《工程制图》、《工

程力学》、《机械设计基础》等课程，学

习了合成革工艺学、合成革材料化学等专

业课程，并进行了生产实习的基础上开设

的。

合成革市场营

销

本课程主要讲授有关合成革市场营销的相关理论和操作实务知识。包括合

成革生产原料、合成革成品、生产机械设备、化学品以及鞋靴、服装、箱

包等终端产品的市场营销知识和相关操作实务。通过上述知识的学习，使

学生掌握合成革商品的市场营销理论和市场营销的实际运作技能。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市场学、企业

管理、合成革机械、合成革材料化学等课

程的学习基础，同时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

资料检索技能和网络驾驭能力，并具有较

好的分析问题能力和归纳总结能力。

皮革商贸英语

本课程依照皮革商贸交易与皮革商务活动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介绍如何用

英语建立贸易关系、询盘、报盘、价格、装运、保险、付款和商品检验等。

将语言学习、语言使用、人文素养和商务知识有机融合。通过学习皮革商

务英语，使学生可以了解简单的商务知识，培养学生用英语进行皮革商务

交际的能力，同时为以后的皮革商务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础。

本课程是在学习了《大学英语》、《皮革

商品贸易理论与实务》、《皮革专业英语》

的基础上开设的，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英

语学习基础和英语交流能力。

科技论文写作

本课程是一门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科学素养的方法学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一定的科技论文写作知识。本课程结合皮革

行业相关科技期刊，主要讲授科技论文各部分的格式、写作规范和写作技

巧，常用辅助软件，以及投稿注意事项和写作学术规范等。

本课程是轻化工程学生在完成主要专业

知识学习的基础上开设的一门方法学课

程。本课程直接服务于毕业论文环节的教

学。

胶原化学与胶

原新材料

本课程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学习胶原分类、结构、性质、

检测方法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第二部分主要学习利用胶原制备各种新型功

能材料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等。学习本课程后，可以使学生对原料皮性能的

理解和认识更加系统和完善，对于学生理解传统专业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

作用。

本课程是在学生学习了《无机及分析化

学》《有机化学》、《皮革鞣制化学与工

艺学》等课程，已具有一定的化学理论知

识和制革专业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开设的。

网络文献检索

本课程是一门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手段,以网络文献信息资源获取为目的的

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课程，是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问题能力的科

学方法课。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获得一定的文献信息收集、整理、加工

与利用能力。

本课程是在学习了《大学计算机基础》、

《信息检索》等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一门

选修课。

皮革前沿讲座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我国皮革产业的现状，制革清洁化生产技术方面的最

新进展，废水处理技术的最近进展，环保皮革化学品的研究现状，制革废

弃物的综合利用等。学习本课程后，可以使学生对皮革行业现状以及发展

方向的理解和认识更加系统和完善，对于学生理解传统专业的科学内涵具

有重要作用。

本课程是在学习了《皮革鞣制化学与工艺

学》、《皮革整饰化学与工艺学》、《皮

革化工材料学》等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

染整概论

本课程以染整加工工艺为主线，分别介绍了纺织纤维概述、合成纤维织物

的前处理和整理、棉及棉型织物的前处理和整理、其它织物的前处理和整

理、染色基本理论、印花方法及织物的整理和国内外印染技术的最新发展。

本课程是在学生学习了《无机化学》、《有

机化学》等课程，已具有一定的化学理论

知识的基础上开设的。

合成革前沿技

术

本课程介绍了合成革的发展的前沿趋势，即合成革行业新兴的清洁生产技

术，如复合技术、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涂层、无溶剂聚氨酯技术、

水性聚氨酯制革技术、湿气固化技术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合成革最新前沿技术，系统学习合成革前沿技术的原理及应用工艺，为从

事合成革生产和科学研究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以《合成革材料与工艺学》、《水

性聚氨酯及应用》等课程为基础课或专业

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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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材料概论

本课程介绍了天然纤维、化学纤维以及由其制成的纱线和织物的基本结构，

纺织材料的组成结构与性能的内在联系及测试方法；影响纺织材料性能的

因素及纺织材料的性能对纺织工艺加工产生的影响；纺织纤维、纱线、织

物等纺织材料间性能的相互关系等内容。

本课程是在学生学习了《无机及分析化

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高

分子化学与物理》等课程，已具有一定的

化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开设的。

合成革工厂设

计

本门课程主要讲授合成革工厂设计原理，了解厂址选择的要求，总平面布

置的基本原则、技术经济指标等专业知识。本课程也有助于学生进行毕业

设计工作。

本课程是在学生学习了《合成革工艺学》、

《合成革材料化学》、《合成革机械》等

专业课程，已具有一定专业理论知识，并

进行了生产实习的基础上开设的。

十一、有关说明

个性学分由挑战杯、创意大赛、创业、社会实践、考取各类国家认定的职业资格证书等课外实践组成，教务处和团委备案，可冲抵选

修学分，但不超过 4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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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1703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能够掌握印刷工程专业基础理论和知识，熟悉印刷及相关产业的生产、科研、管理和运行，了解信息可视化和传播领

域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应用型高级技术与管理人才。毕业生能够在印刷及相关领域的生产企业、教

育和科研机构、设备器材和系统供应商、国家行政以及事业单位等从事生产、技术、管理、教育以及研发工作。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彩色图像与文字处理、印刷工艺、电子出版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图文处理、印刷工艺设计和实践方面的

基本训练，掌握图文信息处理、印刷工艺设备、材料的选择和印刷适性测试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工程知识与技术应用能力：具有良好的工科学科基础和素质，掌握印刷工程相关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具备工程设计与开发解决方案

的能力；

2.研究创新能力：能够创新思维，有分析能力与学术研究能力；

3.信息检索与利用能力：掌握英语或其它一门外语，具有一定的听、说、写能力，能够阅读、翻译相关的外文文献；

4.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

5.艺术鉴赏与审美能力；

6.商务与管理能力；

7.终身学习与适应变化的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工程知识与

技术应用能力

2.研究创新能

力

3.信息检索与

利用能力

4.团队合作与

沟通能力

5.艺术鉴赏与

审美能力

6.商务与管理

能力

7.终身学习与

适应变化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 √

体育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
信息检索 √ √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

程序设计基础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 √

高等数学 II(上) √ √

高等数学 II(下) √ √

线性代数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 √

大学物理 II √ √

大学物理实验 I √ √
无机及分析化学 √ √

无机化学实验 III √ √

分析化学实验 √ √
印刷美术基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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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工程导论 √ √

有机化学 II √ √
有机化学实验 III √ √ √

电工与电子技术 √ √ √

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 √ √ √
工程制图 √ √

摄影艺术 √ √

机械设计基础 √ √
颜色科学与技术 √ √ √ √

印刷材料学 √ √ √

印刷原理与工艺 √ √ √
印刷设备与控制原理 √ √ √

印刷品质量检测与控制 √ √ √

印前处理原理与技术 √ √ √
信息记录与显示材料 √ √ √

色彩管理 √ √ √

计算机图形学 √ √ √
数字图像处理 √ √ √ √

图像处理软件应用 √ √ √ √

高级程序设计 √ √ √
印刷化学 √ √ √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 √ √

材料科学基础 √ √ √
印刷防伪材料与技术 √ √ √

印刷电子材料 √ √ √

包装概论 √ √ √
印刷应用光学 √ √ √

印刷艺术设计 √ √ √ √

印刷企业管理 √ √ √ √
特种印刷 √ √ √

印刷专业英语 √ √ √

数字印刷 √ √ √
跨媒体复制技术 √ √ √

网络域通讯技术 √ √ √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

认识实习 √

生产实习 √ √
毕业实习 √ √

毕业设计 √ √ √ √

四、专业特色

印刷工程专业是一个以视觉再现为核心，由光、机、电以及材料等学科交叉支撑的综合应用学科。覆盖了图文信息的获取、处理、输

出、再现和传播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面向印刷以及相关的媒体与传播产业，培养掌握印刷工程专业基础理论和知识、了解印刷相关媒

体与传播科学和技术的最新发展，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五、主干学科

颜色科学、轻工技术与工程、信息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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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颜色科学与技术、印前处理原理与技术、数字图像处理、印刷原理与工艺、印刷材料学、印刷设备与控制、印刷品质量检

测与控制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颜色科学与技术（0.5学分/16学时）、印刷材料学（0.5学分/16学时）、印刷原理与工艺（0.5学分/16学时）、

印刷设备与控制原理（0.5学分/16学时）、印刷品质量检测与控制（0.5学分/16学时）、印前处理原理与技术（0.5学分/16学时）、

专业综合实践（3学分/3周）、认识实习（2学分/2周）、生产实习（4学分/4周）、毕业实习（6学分/6周）、毕业设计（10学分/18
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29 10 20 23 28 48.75

要求学时 2704+39周 840 128 520 304 368 544 39周 1560+39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 18.13% 6.25% 12.50% 14.38% 17.50% 30.47%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彩色图像与文字处理、印刷工艺、电子出版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图文处理、印刷工艺设计和实践方面的基本

训练，具备图文信息处理、印刷工艺设备、材料的选择和印刷适性测试等方面的基本能力，具有一定的艺术审美能力和商务管理能力。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4 64 4 考试 B1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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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English II）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Foundation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Printing Major）

1 16 1 考查 B9411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0 0.0 48.0 160.0 13.0 10.5 11 4.5 2 0.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一年级

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 II(上)
(Higher Mathematics II 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 II(下)
(Higher Mathematics II 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线性代数 II
(Linear Algebra II ) 2.5 40 2.5 考试 B113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I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s
Statistics II)

2.5 40 2.5 考试 B113124

大学物理 II
(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 I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I ) 1.5 0 48 1.5 考查 B117201

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4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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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实验Ⅲ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Ⅲ）

0.75 24 0.75 考查 B043017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75 24 0.75 考查 B043005

印刷美术基础

(Art Foundation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1.5 16 16 1.5 考查 B943101

印刷工程导论

(Introduction to the Graphic
Communication)

2 32 2 考试 B943102

小计 29 408 96 16 9.75 6.75 10 2.5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有机化学Ⅱ

（Organic ChemistryⅡ）
4 64 0 4 考试 B048013

有机化学实验Ⅲ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0 32 1 考查 B048018

电工与电子技术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3 48 3 考查 B028401

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

（Electrician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experiment）

1 32 1 考查 B028404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查 B018003

摄影艺术

（Photography）
1 8 16 1 考查 B948101

机械设计基础

（Fundament of Mechanical
Design）

3 40 8 3 考查 B018005

小计 16 200 72 16 16 0 11 4 1 0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颜色科学与技术

(Col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5 32 16 2.5 考试 B944101

印刷材料学

(Printing Material Science)
2.5 32 16 2.5 考试 B944102

印刷原理与工艺

(Principle and Techniques of
Printing)

2.5 32 16 2.5 考试 B944103

印刷设备与控制原理

(Device and Control in Printing)
2.5 32 16 2.5 考试 B944104

印刷品质量检测与控制

(Printing Quality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2.5 32 16 2.5 考试 B944105

印前处理原理与技术

(Prepress Processing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3 40 16 3 考试 B94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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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集成印刷系统

(Computer Integrated Printing
System)

2 32 2 考试 B944107

信息记录与显示材料

(Materials for Information
Recording and Display)

2.5 40 2.5 考试 B944108

小计 20 272 96 0 0 0 0 2.5 5.5 5 4.5 2.5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色彩管理

(Color Management)
2 24 16 2 考查 B945101

计算机图形学

(Computer Graphics)
2 32 2 考查 B945102

数字图像处理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
2 16 32 2 考查 B945103

图像处理软件应用

(The Application of Image
Processing Software)

2 16 32 2 考查 B945104

高级程序设计

(Advanced Programming Design)
2 24 16 2 考查 B945105

图像科学小计 10 112 16 80 0 0 0 0 4 4 2 0 0

方向

二

印刷化学

(Printing Chemistry)
4 64 4 考查 B945106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Polymer Chemistry and Physics)
3 40 16 3 考查 B945107

材料科学基础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2 32 2 考查 B945108

印刷防伪材料与技术

(Anti-counterfeiting Printing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1 16 1 考查 B945109

印刷电子材料

(Electronic Material of Printing)
1 16 1 考查 B945110

印刷材料方向小计 11 168 16 0 0 0 0 4 5 0 2 0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3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包装概论

(Introduction to Packaging
Engineering)

1.5 24 1.5 考查 B946101

印刷应用光学

(Printing Applied Optics)
2 32 2 考查 B946102

印刷艺术设计

(Introduction to Art and Design)
2 24 16 2 考查 B946103

印刷企业管理

(Printing Enterprise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946104

特种印刷

(Special Printing Process)
1.5 16 16 1.5 考查 B946105

印刷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2.5 40 2.5 考查 B94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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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印刷（双语）

(Digital Printing （Bilingual))
2.5 32 16 2.5 考查 B946107

跨媒体复制技术

(Cross-media replication
technology)

1 16 1 考查 B946108

网络与通讯技术

(Computer Network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2 32 2 考查 B946109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Databas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查 B946110

小计 19 272 48 16 0 0 0 0 5.5 3.5 5 3.5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8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课程设计

（Course Exercise）
1 1 1 考查 B947101

专业综合实践

（Professional Comprehensive Practice）
3 3 3 考查 B947102

认识实习

（Cognition Practice）
2 2 2 考查 B947103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Practice)
4 4 4 考查 B947104

毕业实习

(Graduate Practice)
6 6 6 考查 B947105

毕业设计

(Graduate Project)
10 18 10 考查 B947106

小计 28 39 2 0 0 2 4 1 9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颜色科学与技术

《颜色科学与技术》全面系统介绍颜色科学的基本理论及彩色复制的基

本原理，介绍彩色复制的定量化描述方法。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光与

颜色视觉的基本属性、色度学基本理论、彩色复制技术的色彩学原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使学生全面掌握彩色复制的原理和技术基础，为

相应的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基础。

本课程是印刷工程与包装工程专业基础课

程，可与印刷工程导论或包装概论同时开

设，是印刷工程其他专业课的先导课程。

印刷材料学

本课程是印刷工程专业比较重要的必修专业核心课，使学生掌握纸张、

油墨印刷适性中重要的概念和理论，熟悉纸张平滑度、吸湿性、尺寸稳

定性等指标对印刷的影响、熟悉纸张和油墨流变学的基础知识，掌握油

墨的成分、分类及制备方法，掌握油墨的粘度、触变性、粘着性、干燥

性等指标对印刷的影响，熟悉纸张和油墨上述指标的测定方法并能够在

实际印刷中正确选材和使用。

本课程的先修课为印刷概论、胶体与表面

化学、颜色科学与技术和信息记录材料等，

本课程是印刷原理与工艺、特种印刷等课

程的先修课程。

色彩管理

《色彩管理》是印刷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主要讨论各种颜色空间的转换，

设备的色彩管理，颜色的表述与表达。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应该掌握

色彩管理的基础知识，学会利用专业印刷色彩管理软件解决印刷中色彩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颜色科学与技术，后

课程是印刷原理与工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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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等色彩问题，并能运用色彩转换技术，管理各种设备。本课程对于

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有很大的帮助。

印刷原理与工艺

《印刷原理与工艺》是印刷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必修课之一，是印刷专业

的主干课程。介绍了平版印刷的基本工艺问题，主要有润湿理论、水墨

平衡及乳化理论、印刷压力及包衬理论、油墨转移理论等各种印刷基础

理论及工艺技术，其次还包括印刷作业的具体步骤和技术，以及印刷常

见故障原因的分析与排除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印刷的各种特

点和规律，掌握印刷过程中各种基础理论和技术，并初步具有分析和解

决印刷故障的能力，以及印刷操作技能。

本课程应在颜色科学与技术、印前处理原

理与技术、印刷材料学、印刷设备与控制

原理等课程之后进行。

印刷设备与控制

原理

《印刷设备与控制原理》是印刷工程专业的专业核心课，在专业教学中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多门学科交汇的核心专业课程之一。通过学习

使学生掌握印刷机的分类、型号编制、总体设计原则；掌握各种类型印

刷机结构和工作特点，了解国内外印刷机现状及发展趋势；掌握常见类

型印刷机的工作原理、结构形式、使用范围和性能，掌握印刷机的基本

操作；掌握印刷设备电气控制基本原理、常用印刷机械的电路控制知识，

掌握印刷设备电气控制设计的一般方法。

必须先修课程印刷工程导论、机械设计基

础等课程。

印刷品质量检测

与控制

《印刷品质量检测与控制》是印刷工程专业学生的专业课。本课程介绍

了印刷品质量检测与控制的基本原理、方法及应用。在密度检测和色度

检测基础上，介绍了印刷品质量检测和控制的主要参数，以及印刷中的

测控条等检测手段；介绍质量评价的方法，并结合国际标准介绍不同印

刷品的检测；从印刷材料、印前、印刷、印后等方面探讨了印刷质量控

制，分析了各种印刷方式下的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最后介绍了印刷品

质量检测系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要掌握印刷品质量的检测和控

制方法，同时，掌握保障印刷质量的先决条件的基本要素，以及实现印

刷质量控制为前提和保证印刷质量的最佳途径的基本要素和基本概念。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颜色科学与技术、印

前处理原理与技术、印刷原理与工艺、印

刷材料学、印刷设备与控制原理等。

印前处理原理与

技术

《印前处理原理与技术》是印刷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本课程以印

前工艺为主线，介绍印前工艺各个工艺环节过程中涉及的原理、工艺、

设备等内容，以使学生对印前工艺有基本的了解，并为后续相关课程的

学习以及最终就业打下良好基础。

本课程与色彩学、计算机科学、材料学、

管理学等均有很大联系。因此，为了更好

的掌握本课程，需要同时学习或者对这几

门学科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计算机科学

和色彩学。本课程重点讲授数字印前的基

本理论和相关技术,为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

打下良好基础。

计算机集成印刷

系统

《计算机集成印刷系统》全面系统介绍计算机集成印刷系统涉及到的科

学和技术问题，并对计算机集成印刷系统中计算机集成优化思想进行介

绍，重点介绍信息集成优化思想及其相关的当前成熟的信息集成技术和

典型的集成解决方案，将涉及到数字化印刷作业传票格式和典型的集成

应用融入相应的集成解决方案中去介绍，使学生对计算机集成印刷系统

知识领域有一个全面和系统的把握。

本课程是印刷工程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基

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计算机集

成印刷系统、常用计算机集成印刷系统的

电路控制知识，为学习集成印刷系统打好

基础。

信息记录与显示

材料

《信息记录与显示材料》作为印刷工程专业的必修课程，其目的是引导

学生进入信息记录与显示材料理论学习领域，同时充分把握信息记录与

显示材料在本专业领域内的应用，从而能够在未来的学术深造或工作中

对新型信息记录与显示材料触类旁通。通过教学，要求学生熟悉信息记

录与显示材料在印刷中的作用及应用，掌握各类信息记录与显示材料成

像的基本原理及其实际工艺过程，重点掌握银盐感光材料和非银盐感光

材料的成像原理及其感光特性，能够对各种成像、显示材料及原理加以

初步分析判断，为后续专业课程奠定基础。

先修课程有大学物理、印刷原理与工艺、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通过学习先修课程，

使学生具备物理光学和印刷的基本理论知

识；掌握基本光学理论和基本印刷常识，

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

计算机图形学

《计算机图形学》是研究计算机生成、处理和显示图形的学科，是印刷

工程专业图像科学方向的一门主要专业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掌握计算机图形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理解图形绘制的基本算

法，学会初步的图形程序设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基本的

二、三维的图形的计算机绘制方法，理解光栅图形生成基本算法、几何

造型技术、真实感图形生成、图形标准与图形变换等概念和知识。学会

图形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为图形算法的设计、图形软件的开发打下基

础。

先修课程为大学计算机基础、程序设计基

础、高级程序设计。

数字图像处理

《数字图像处理》是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数字图

像处理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了解图像处理技术的特点、应用范围和现状；

掌握图像处理的基本原理和技术，熟悉图像变换、直方图和点运算等基

本运算；掌握图像增强、图像复原、形态学处理、图像分割、图像的编

码与压缩、彩色图像处理等相关原理；学会设计图像处理应用系统的方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Ⅰ、线性代数Ⅱ、印

刷概论，具备良好的数学基础和计算机应

用和编程能力，本课程着重图像处理的理

论专业知识和编程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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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能够通过编写程序解决基本的图像处理问题，为今后从事图像处理

的研究和开发打下良好的基础。

图像处理软件应

用

《图像处理软件应用》是印刷工程专业的专业方向课程。内容包括图像

处理的基本原理、图像处理的一般方法，常用图形和图像处理软件以及

书刊和报纸的排版软件。本课程通过学习 Adobe Photoshop等常用设计

软件的使用，让学生熟悉印前设计和排版流程，掌握基本的图形图像的

处理方法，并能初步利用软件自主设计印刷原稿。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能够掌握常用软件的使用方法，知晓书刊和报纸排版的一般要求，

对印前设计和排版工艺有自己的见解，并能利用所学软件设计和完成图

文并茂的印刷原稿。

本课程是印刷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

课。该课程要结合色彩管理、计算机图形

学、印前处理原理与技术等课程学习。本

课程需综合运用其它课程所授理论知识，

着重训练学生运用Adobe Photoshop设计和

制作印刷原稿的能力。

高级程序设计

《高级程序设计》包括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及最基本的数据结构和软件工

程的知识。课程内容包括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知识，主要包括 C++
基本数据类型、流程控制、函数、数组、指针、结构体、文件操作、类

的基础部分、类的高级部分、继承、多态、虚函数、异常处理、数据库

编程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面向对象的编程能力。对于印

刷工程专业，该课程任务要求学生掌握图文处理编程的一般理论和方

法。本课程选用面向对象的 C++语言作为教学语言。

本课程是印刷工程专业图像科学方向的重

要专业课之一。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Ⅰ、

线性代数Ⅱ、印刷工程导论，具备良好的

数学基础和计算机应用和编程能力，本课

程的后续课，着重图像处理的理论专业知

识和编程能力的培养。

印刷化学

《印刷化学》主要介绍了印刷学科中涉及的有关化学基础知识。包括液

体、固体的表面现象，变化规律，表面改性方法，表面活性物质的结构、

作用原理及应用方法；染料(有机颜料)的分类、染料的发色理论、物质

的颜色和其结构的关系；以及印刷工业中所用到的润版液、黏合剂、溶

剂和洗涤剂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与印刷相关的一些化学

的基础知识，为以后课程的学习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

后续课程有印刷材料学、高分子化学与物

理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与

印刷相关的一些化学的基础知识，为以后

课程的学习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

高分子化学与物

理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是将高分子科学系统中两门主要课程《高分子化

学》和《高分子物理》合并为一的课程，是包装工程和印刷工程专业学

生的专业方向课。 课程设置的目的是让学生全面了解高分子材料是当

今人类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材料。掌握高分子的基本概念，系统地

了解高分子化合物的合成原理与实施方法，重点了解不同的聚合反应对

高分子结构的影响。全面学习高分子材料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内在联系及

其规律。

本课程是包装材料学、包装工艺学、印刷

材料学、印刷原理等课程的先修课程，为

后续专业课的学习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科学基础》是印刷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它主要介绍印刷

技术领域涉及到的材料科学和技术基础，重点介绍流体及高分子体系的

流变学基础理论及其在印刷技术领域的应用、固体物理与固体电子学和

分子光化学的基础知识，使学生对材料科学与技术的学科基础知识有一

个全面和系统的把握，掌握相关的基本科学原理和技术知识，为相应的

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基础。

先修课程有大学物理、高等数学、有机化

学等，后续课程有印刷防伪材料与技术、

印刷电子材料等。

印刷防伪材料与

技术

《印刷防伪材料与技术》本课程主要讲解防伪印刷技术的基本原理、主

要应用以及相关知识。内容包括印刷中所涉及的各种防伪技术和主要应

用领域，承印材料和包装材料防伪技术，印刷油墨防伪技术，制版和印

刷工艺防伪技术，印后加工和后印刷防伪技术及应用等知识。介绍具有

较好发展前景的几种防伪技术的防伪原理，如激光全息印刷防伪技术、

条形码技术和数字水印技术在防伪中的应用等。

本课程是印刷工程专业四年制本科方向二

的专业方向课程。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大

学物理、印刷材料学、颜色科学与技术、

特种印刷。

包装概论

包装概论是专业基础课程，包括绪论、现代包装工程学科体系、商品在

流通中的质量变化、包装材料及容器、包装技术与工艺、包装机械概述、

绿色包装策略、包装印刷技术、产品包装设计简论等内容。了解关于包

装工程学科的若干具体问题，如包装工程学科体系的构成、包装学科发

展的相关理论、产品包装设计与产品包装整体解决方案。

本课程在学习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基础美学课程和后续专业课程中起到承前

启后的作用。

印刷应用光学

《印刷应用光学》是印刷工程、包装工程等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

课程。从印刷工艺出发，系统地讲述印刷设备中的光学的原理，详细地

介绍在输入、处理和输出的印刷工艺中进行图文信息的光学成像的基本

理论与光电控制技术。课程任务是使学生具备系统的印刷光学知识与光

电控制技术；通过对印刷光学与光电控制技术的了解，保证印刷工艺管

理与控制的科学性；培养综合分析能力和科学学风，为毕业后能胜任各

种工作打好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大学物理、印刷工程

导论。通过学习先修课程，使学生具备物

理光学和印刷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基本

光学理论和基本印刷常识，为学习本课程

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

印刷艺术设计
本课程是印刷工程专业的学科基础选修课程，介绍了印刷摄影的感光材

料技术、摄影艺术的发展等基本理论，主要有摄影的构图技术、曝光、

艺术鉴赏和设计能力是印刷工程专业的基

本要求，印刷艺术设计是图像处理、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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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印刷设备制作摄影图片等知识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各种摄影方式的印刷工艺技术，对图片的理解、分辨能力，能高质量地

完成印刷。

设计、彩色桌面系统等专业课程的先修课

程。

印刷企业管理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思想、了解基本

方法，增强企业管理意识，培养作为具有专业技术的企业管理人员的基

本素质，以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印刷原理、印刷概论。

通过学习先修课程，使学生具备印刷工艺

和印刷流程的基本理论知识。

特种印刷

本课程是印刷工程专业学生的选修课，通过学习可使学生对现有的特种

印刷技术及发展趋势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入的认识，熟悉特种印刷的定

义、主要特征、分类及应用，掌握多种特种印刷的制版、印刷方式，制

版、印刷所用的设备，各种印刷的用途及发展趋势，为今后的生产实践

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先修课为印刷材料学、印刷原理与工

艺等专业课，在此基础上介绍目前常用的

特种印刷方式及工艺。

印刷专业英语

印刷专业英语是印刷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外语专业方向课，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常用的包装技术与方法，掌握更多的专业词汇，

提高快速阅读理解能力，注意科技英语的表达特点和翻译技巧，把课堂

学习与课外的大量专业阅读和练习相结合，为将来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坚

实基础。

本课程是在学生具有大学四级以上英语水

平的基础上，通过专业学习，了解专业知

识的外语表述，为查阅外文文献，掌握专

业前沿知识提供方便。

数字印刷

本课程是印刷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数

字印刷基本理论与基本原理、数字印刷系统的工作原理及特点，以及数

字印刷的工艺流程与方法。通过上机实践，可以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为

学生更深层次的理解、掌握数字印刷知识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可以

将自己的知识面得到拓宽，与其他学科结合应用。

本课程与材料学、颜色科学与技术等均有

很大联系。因此，为了更好的掌握本课程，

需要同时学习或者对这几门学科有一定的

了解。

跨媒体复制技术
本课程是依据印刷复制为基础，介绍跨媒体信息的获取、复制、应用等。

目的，是学生了解网络媒体和其他媒体信息数据复制过程。

依据印刷概论和印刷色度学为基础，结合

计算机知识进一步了解多媒体在复制信息

的过程。

数据库技术与应

用

本课程是印刷工程专业的选修课程，本课程以 SQL Server2000数据库系

统为例，介绍数据库的基本概念，数据库管理的基本操作，数据库程序

设计的基本方法和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数据库及其应

该的基础知识，掌握关系数据库的基本理论知识。

本课程以计算机基础知识为基础，为印刷

专业的数据管理奠定了基础。

网络与通讯技术

该课程是印刷工程专业的选修课程，目的是结合 TCP/IP协议深入讲授

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分层原理、数据通信、网络协议、点一点网络、

广播网络、交换网络、网络互连等方面的基本问题。使学生对计算机网

络有较为全面、系统、扎实的知识基础，为学习其他课程和从事计算机

网络的研究、开发、管理、使用打下坚实基础。

该课程需要熟悉计算机网络传输的基础，

为网络印刷和远程印刷打下坚实的基础。

印刷电子材料

《印刷电子材料》课程全面系统介绍显示材料与技术的的科学和技术问

题，并对典型的显示材料与器件的工作原理、特性和应用分类描述。重

点介绍显示技术的发展与演变以及与信息记录和存储技术的不同和关

联，从器件和材料两个不同的角度对显示涉及的原理和科学技术背景进

行描述，同时介绍显示器技术在印刷及相关传媒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前

景。

本课程为印刷工程专业专业课。本课程的

先修课程是大学物理、印刷工程导论。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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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1.工程知识 10.沟通
11.项目管

理

12.终身学

习

√

√

√

√

√

√

√ √

√

√

√

√

√

通识教

育
必修课

学科

（专
业）

基础必

修课

物理化学 II

有机化学实验 √

有机化学 II √

分析化学实验 √

无机实验 II √

无机及分析化学 II

大学物理实验 I √

大学物理 II

√

高等数学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

信息检索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体育

√

大学英语

形势与政策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三、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

3.设计/开

发解决方

案

4.研究
5.使用现代

工具

6.工程与

社会

7.环境和

可持续发

展

8.职业规

范

9.个人和

团队

生物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30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与品德修养、沟通能力与协作精神、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适应社会、经济以及生物工程相关领
域的发展需求，能够在生物制造、生物制药等领域及相关产业从事工程设计与生产、技术开发和服务、科学研究与应用、生产组织与管理等方面工作，
能解决复杂生物工程问题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学生具备以下职业能力：
（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以及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复杂生物工程问题、开展工程研究；
（2）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3）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与品德修养、沟通能力与协作精神、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
人；
（4）在工程实践中能够自觉遵守职业道德，熟悉生物工程领域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

二、毕业要求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工程知识：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生物工程专业等领域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用于表述、分析和解决生物制造、生物制药等领域及相关
产业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结合专业知识，识别、表达、分析生物制造、生物制药等领域及相关产业复杂
工程问题，并通过文献研究、试验、数学建模等方法，分析评判主要的影响因素，寻求潜在的解决方案，得到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针对生物制造、生物制药等领域及相关产业涉及的复杂工程问题设计与开发满足特定需求和技术指标的单元部件、系统
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因素；
（4）研究：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生物工程等领域的科学原理，采用设计实验、开展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数学建模等科学方法，对生物制造、
生物制药等领域及相关产业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并通过条件假设、数据提炼、信息综合等方法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生物制造、生物制药等领域及相关产业复杂工程问题，在生物工艺设计、开发、生物工艺优化中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
资源、现代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开展关键对象的定性定量分析、过程预测与模拟，并能理解选用技术与工具的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生物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生物制造、生物制药等领域及相关产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基于生物工程、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标准管理体系的相关背景知识，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生物工程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专业工
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生物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和规范，
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或者负责人的角色，并有效地开展工作；
（10）沟通：能够在生物工程领域的工程实践中，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设计文稿、陈述发言、
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基本的沟通和交流；
（11）项目管理：能够在生物制造、生物制药等领域及相关产业的工程实践中，理解与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的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
用；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和适应生物工程产业迅速发展的执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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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学科

（专

业）

基础必

修课

学科

（专

业）

基础选

修课

专业

核心课

专业

方向课

专业

任选课

集中性
实践环

节

√

√

公益劳动

军事理论与技能

生物工程进展

生物质可再生资源 √

仪器分析 √

生工专业英语

√

酶工程及应用 √ √

食品感官品评 √

生物药物波谱解析 √ √

生物工程导论

淀粉糖与功能糖工艺

学
√

蛋白质工程 √

√ √

益生菌 √

食品营养与安全

环境生物技术 √

工程力学 √

电工学 Ⅱ √

生物纳米材料 √

生物基化学品 √

生物转化工程

药事管理学 √

生物制药设备 (GMP) √ √

药物分析 √

微生物制药工艺学 √ √

药物化学 √ √

酒类工艺学 √ √

生物工程与设备 √ √

有机酸工艺学 √ √

氨基酸工艺学 √

发酵食品 √

发酵工厂设计概论 √ √

生物工程分析与检验 √ √

√

生物分离工程 √

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

程
√ √

微生物学实验 √

微生物学 √ √

生物化学实验 √

生物化学 √ √

微生物遗传与育种学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I

高级生化技术 II √

细胞生物学 II √

微生物代谢控制发酵 √ √

线性代数 √

化工原理 II √

工程制图 √

物理化学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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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准予毕业
集中性实

践环节

总实践环

节

160 29 49.75

2000+38周 38周 664+38周

100.00% 18.13% 31.09%

必修 学分： 42.0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3 32 32 3

2 16 32 2

3 32 32 3

6 64 64 6

0.5 8 0.5

0.5 8 0.5

0.5 8 0.5

0.5 8 0.5

4 64 4

√

√

√

√

√

√

生产实习

生物工程工艺综合实

验

毕业实习

毕业设计（论文）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必修

实践
学分 讲

课

大学英语 I（CollegeEnglish 1） 考试 B101401

形势与政策3（situation and policy 3）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4(situation and policy 4) 考试 B121608

形势与政策1(situation and policy 1)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2(situation and policy 2) 考试 B1216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Introduction to

Principle of Marxism)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s Thinking and

Socialist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考试 B12160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Cultivation of Ethic
Thought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考试 B121602

九、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一 二 三 四实

验

上

机

12.19%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四年（弹性修业年限3－6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 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基础理论，具有生物工艺学、生物工程与设备、生物工程分析、生物工厂设计等专业知识，能够从事食品、发酵生产、环境、新
能源、制药及品质控制、产品开发、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等工作，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学分占比 26.25% 5.00% 23.75% 3.75% 10.94%

19.5

要求学时 632 128 512 192 208 328

要求学分 42 8 38 6 17.5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化工原理、生物分离工程、生物工程分析与检验、发酵工厂设计概论、环境生物
技术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生物化学实验（1学分/32学时）、微生物学实验（1.5学分/48学时）、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实验(0.5学分/16学时)、生物工程
分析与检验实验(1学分/32学时)、认识实习（1学分/1周）、生产实习（3学分/3周）、发酵工厂设计概论上机（0.5学分/16学时）、发酵工厂设计概论
课程设计（1学分/1周）、生物工程与设备（0.5学分/16学时）、生物工程与设备课程设计（1学分/1周）、生物工程工艺综合实验（4学分/4周）、毕业
实习与毕业论文（14学分/22周）等。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通识教育必修课
通识教育

选修课

学科（专业）基

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四、专业特色

生物工程专业通过掌握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的科学原理、工艺技术过程和工程设计等基础理论，基本技能，能在生物技术与工程领域从事设计生产管理
和新技术研究、新产品开发的工程技术人才。学生培养从专业能力和职业需求出发，注重实践教学环节。生物工程专业适用面广,易转专业,可以进一步
学习上游的生命科学,也可以学习下游的实用工程学科。就业领域广泛,比如制药,食品,科研,或技术开发等。

五、主干学科

化学，生物学，工程学等。

√

√

√

√

集中性

实践环

节

生物工程与设备课程

设计
√ √

发酵工厂设计概论课

程设计
√ √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

认识实习 √

工程训练

社会实践 √ √

安全教育 √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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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4 4

4 64 4

1 32 1

1 32 1

1 32 1

1 32 1

2 24 16 2

1 8 16 1

2 24 16 2

1 16 1

2 32 2

1 16 1

1 16 1

42.0 632 48 160 13 10.5 11 4.5 2 0.5 0.5

最低要求学分： 8

最低要求学分： 38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5 80 5

4 64 4

4.5 72 4.5

1.5 48 1.5  

4 64 4  

0.75 24 0.75    

0.75 24 0.75  

4 64 4  

1 32 1

4 64 4

1 32 1

3 40 8 3  

4.5 64 16 4.5

38 512 176 8 0 9.75 11.75 11 5.5

最低要求学分： 6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2.5 40 2.5

1.5 24 1.5

2.5 32 16 2.5

必修

选修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学年、学期、学分

一 二 三 四

修课要求 课程名称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必修

实践

实践

课时

学分

学分

讲

课

细胞生物学Ⅱ (Cell Biology 2) 考试 B968102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考试 B118122

微生物代谢控制发酵 (Microbial Metabolism and

Fermentation Control)
考试 B968101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一 二 三 四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化工原理Ⅱ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2)

考试 B043016

小计

物理化学实验 (experiment of physical
chemistry)

考查 B043019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考试 B013003

有机化学实验Ⅰ (experiment of organic
chemistry)

考查 B043008

物理化学Ⅱ (physical chemistry 2) 考试 B043014

分析化学实验 (experiment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Ⅱ (organic chemistry 2) 考试 B043018

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Ⅲ (inorganic chemisty

experiment)
考查 B043017

大学物理Ⅱ (College Physics 2)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Ⅰ(experiment of College Physics

1)
考查 B117201

高等数学Ⅱ (Advanced Mathematics 2)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 (Advanced Mathematics 2) 考试 B113104

实

验

上

机

小计

理工类：42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备注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ajor)

考查 B9611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Introduction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考试 B121610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考查 B081003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考试 B031003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Databas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考试 B031005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4）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Basis of Computer

Engineering）
考试 B031002

体育Ⅱ（Physical Education 2）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3） 考试 B151003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English 3）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1） 考试 B151001

大学英语 Ⅱ（CollegeEnglish 2） 考试 B101402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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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2 32 2

2.5 40 2.5

2 24 16 2

13 192 64 0 9.5 3.5

最低要求学分： 17.5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3.5 56 3.5

1 32 1

2.5 40 2.5

1.5 48 1.5

2.5 32 16 2.5

2 32 2

2 16 32 2

2.5 32 16 2.5

17.5 208 128 16 4.5 4 6.5 2.5

最低要求学分： 11.5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1.5 24 1.5

1.5 24 1.5

1.5 24 1.5

3.5 48 16 3.5

3.5 56 3.5

11.5 176 5 6.5

2 32 2

2 32 2

2 16 32 2

3.5 48 16 3.5

2 32 2

11.5 160 32 32 8 3.5

最低要求学分： 8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3 40 8 3  

2 32 2  

1.5 24 1.5  

1.5 24 1.5

1.5 24 1.5

1.5 24 1.5

1.5 24 1.5

1 16 1

2 32 2

2 16 32 2

2 32 2

1.5 24 1.5

2 32 2

2.5 32 16 3

1.5 24 1.5

1 16 1

2 32 2

2 32 2

2 32 2

34 416 56 0 4 4 3 10 9 4.5

课程名称

生物质可再生资源(Biomass and Renewable

Resource)

选修

必修

修课要求 课程名称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方向一（发

酵食品）

生物基化学品 (Biobased chemicals)

方向二（生

物制药）

修课要求

选修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一 二 三 四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考试

实践

实践

实践

7.专业任选课　

课时

药事管理学(Pharmaceutical Administration)

学分

学分

学分

B965114

小计 考试

生物纳米材料(Nano-Biomaterials) 考试 B965115

生物转化工程（Biocoversion engineering) 考试 B965111

考试 B966113

生物工程进展(Progress of Bioengineering) 考查 B966114

生工专业英语(Professional English of

bioengineering)
考试 B966111

仪器分析(Instrumental Analysis) 考试 B966112

酶工程及应用(Enzyme Engineering And

Application)
考试 B966109

世界名酒解析(Analysis of world famous wines) 考查 B966106

生物药物波谱解析(Biopharmaceutical Spectrum

Analysis)
考试 B966107

食品感官品评(Food Sensory Evaluation) 考试 B966122

淀粉糖与功能糖工艺学(Technology of Starch

Sugar and Functional Sugar)
考试 B965101

生物工程导论(Introduction to Bioengineering) 考查 B966121

益生菌(Probiotics) 考试 B966103

蛋白质工程(Protein Engineering) 考试 B966104

环境生物技术(Environmental Biotechnology)* 考试 B966101

食品营养与安全(Food Nutrition and Safety) 考试 B966102

电工学Ⅱ(Electrician Technique 2)* 考试 B028405

工程力学(Engineering Mechanics) 考试 B018010

学年、学期、学分

一 二 三 四讲

课

实

验

上

机

考试 B965110

小计

药物分析(Pharmaceutical Analysis) 考试 B965108

生物制药设备（GMP)(Biopharmaceutical Equipment) 考试 B965109

药物化学(Pharmaceutical Chemistry) 考试 B965106

微生物制药工艺学(Microbial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考试 B965107

酒类工艺学(Brewing Technology) 考试 B965105

小计

有机酸工艺学(Technology of Organic Acids) 考试 B965103

生物工程与设备(Bioengineering and Equipment) 考试 B965104

发酵食品(Fermented Food) 考试 B966105

氨基酸工艺学( Technology of Amino Acids) 考试 B965102

6.专业方向课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一 二 三 四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发酵工厂设计概论(Introduction to Design of

Fermentation Factory)
考试 B964106

小计

生物分离工程(Bioseparation engineering) 考试 B964104

生物工程分析与检验(Analysis and

Determination of Bioengineering)
考试 B964105

微生物学实验 (Microbiology experiment) 考查 B964102

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Molecular biology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考试 B964103

B954303

生物化学实验(Biochemistry experiment) 考查 B954304

微生物学(Microbiology) 考试 B964101

生物化学(Biochemistry) 考试

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小计

5.专业核心课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2)*
考试 B118124

微生物遗传与育种学(Microbial Genetics and

Breeding)
考试 B968104

高级生化技术Ⅱ (Advanced Biochemistry

Techniques 2)
考试 B968103

备注

备注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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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要求学分： 29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2

2

1

1

1

1

3

4

4

10

2 0 0 3 1 5 8 10

*《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电工学》、《环境生物技术》为限选课，保证覆盖到全体学生。

修课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必修

毕业设计（论文）(Graduation design/thesis)

         生物工程工艺综合实验(Bioengineering Process Integrative Experiment)

生物工程与设备课程设计(Course Design of Bioengineering

and Equipment)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Course Design of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工程训练(Engineering training)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8.集中性实践环节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生物分离工程

生物分离工程是生物工程、酿酒工程和生物技术专业重要的专业必修课，重在培养学生的工程

应用能力与专业技术能力。生物产品分离起始材料具有浓度稀，成分复杂，不稳定等特点，而
生物产品质量要求却很高。这就对生物分离方法及工艺提出很高要求，现有的生物分离方法包

括生物大分子和小分子的分离纯化。生物分离方法多种多样，同一产品可用不同方法进行分

离，一种方法亦可分离多种产品。对某一具体的产品，在分离工艺上有多种选择。本课程的目
标是通过理论和实践训练，让学生掌握分离纯化的基本原理，并能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提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程同时结合基本原理适当向学生介绍学术前沿进展，使学生了解

生物分离工程规模化，集成化，极端条件分离及分子水平分离等发展方向，掌握生物分离工程

中出现的新技术和发展趋势。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生物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

生物工程分析与检验

《生物工程分析与检验》是建立在分析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现代仪器分析等学科基础

上的一门综合性、实践性的学科，其基本任务是依据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运
用各种科学技术，掌握生物工程行业中有关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成品以及副产品的质量

进行检验的方法，以保证生产出质量优良的产品。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充分理解生物工程分析与检验的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指标及常
用的仪器和设备。理论结合实践，进行大量的实验操作训练，与其他专业课程相互补充，是大

学生将来从事科研或生产工作必须具备的技能。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仪器分析、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微生物遗传与育种学

微生物遗传学是讲授微生物遗传物质、遗传规律及其微生物育种的课程，其教学分为理论课和

实验两个部分，理论课教学共24个学时，教学内容分为基本理论、原核和真核微生物遗传、微

生物育种等三个章节；实验教学为紫外诱变育种-绘制细胞死亡率和突变率曲线。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1、从遗传的角度，加深对微生物的认知；2、使学生能够掌握微生物育种

的主要方法及相关机理，掌握微生物育种的工作流程和策略，为今后的工作和专业深造奠定基

础。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

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

程

《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主要介绍核酸、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形态、结构与功能；细胞体内

DNA复制转录表达和调控等生命过程；介绍一系列克隆载体和相应的表达系统的构建、工具酶

的发现和开发及基因技术的研究；细胞体外通过工具酶和基因操作技术进行基因克隆，并通过

载体进行异源表达；基因工程在各领域的应用。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Ⅱ

细胞生物学既是生命学科的基础学科，也是前沿学科；细胞的研究既是生命科学的出发点，又

是生命科学的出发点。细胞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发育神经学、神经科学等其他学科相互渗透

。细胞生物学研究与内容一般可分为细胞结构与功能和细胞重大生命活动两大基本部分，但很

难将其割裂开。

细胞生物学是研究细胞基本生命活动规律的学科，它从不同层次上主要研究细胞结构与功能，

细胞增殖、分化、衰老与凋亡，细胞信号转导，细胞基因表达与调控，细胞起源与进化等。细

胞的结构与基本生命活动的研究已越来越深入，并已经成为21世纪初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之一。

先修课程：有机化学、生物化学

高级生化技术Ⅱ

《高级生化技术Ⅱ》是一门对生物分子---蛋白质、多糖、多肽、氨基酸和核酸等进行分离纯

化和鉴定的技术。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人们对生物分子的认识不断深入，一方面生物分子的应

用领域不断拓宽，另一方面随着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人们也必须对一些生物分子进行结构与功

能的探索，无论是应用还是探索其结构与功能都必须先分离纯化和鉴定，得到符合纯度要求的

物质，这就离不开高级生化技术，因此高级生化技术不但可以应用于生产也应用于科研。《高

级生化技术Ⅱ》是生物工程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主要讲述六种常用的分离纯化和检

测技术---沉淀、凝胶层析、离子交换层析、亲和层析、高效液相色谱和电泳，为将来学生从

事生产和科研奠定基础。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Ⅱ、无机实验Ⅱ、分析化学实验、有

机化学Ⅱ、有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Ⅱ、物理化学实验、化工原

理Ⅱ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微生物代谢控制发酵

    微生物代谢控制发酵是发酵生理学的重要部分，是酿酒工程的重要专业选修课。它是利用

遗传学或其它生物化学的方法，人为地在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分子水平上，改变和控制微

生物的代谢，使有用的代谢产物大量生成、积累的发酵技术。本课程从一个侧面提示了科学发

展和前言领域的研究方向，较好地满足了生物领域学科本科生的学习发展需要，同时合理的学

时安排和精心设计的授课都会把知识巧妙串联，力求让同学们在学习时融会贯通。另外，本课

程的相关知识和引述都丰富了同学们在专业领域的视野，为同学们以后从事与本课程相关的工

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微生物学、生物化学

10 18 B967105

小计 29 38

4 4 考查 B967103

            毕业实习(Graduation Practice) 4 4 考查 B967104

1 1 考查 B967111

生产实习(Production practice) 3 3 考查 B967102

1 1 考查 B047001

发酵工厂设计概论课程设计(Course Design of Introduction

to Design of Fermentation Factory)
1 1 考查 B967110

2 2 考查 B017102

认识实习(Acquaintanceship Practice) 1 1 考查 B967101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Volunteer labor) 1 考查

学年、学期、学分

一 二 三 四学分 周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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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事管理学

《药事管理学》是研究有关药品管理活动的内容、方法、原理及其规律的学科，运用法学、管

理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针对各类药剂注册与管理研究相关法律法规的实践
活动，从保证药品质量的安全有效入手，总结药剂注册机管理的规律，促进药剂注册及管理的

标准化、科学化、国际化发展。课程的主线是依法注册、从严监管、保证质量，课程的核心内

容是中国现行的有关药剂注册及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
解药学注册及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原理；熟悉我国和国外药事体制及组织机构；明确
药品质量与管理的关系规律；掌握我国药品注册、管理法规和药师职业道德与行为准则；并培
养学生运用药剂注册及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药物化学、微生物制药工艺学、生物制药

设备、生物分离工程等。

药物分析

药物分析是生物制药学研究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物制药学类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一门重

要的专业课程。通过药物分析的学习和实践，有助于专业人员树立和巩固的药品质量第一的观
念，有助于保障质量合格的药品的生产、供应和使用，确保用药安全、有效。高水平的药物分

析研究和实践，有利于促进药品质量的提高，进而提高整个药学研究和实践的水平。药物分析

与检验是研究、检测药物的性状、鉴定药物的化学组成、检查药物的杂质限量和测定药物组分
含量的原理和方法的一门应用学科。它主要运用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的方法和技

术，研究化学结构已经明确的合成药物或天然药物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方法，也研究生化药物

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方法。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分析化学、物理

化学、有机化学  无机化学  微生物学

生物制药设备（GMP）

本课程是生物制药专业专业教学计划中一门专业必修课。本课程教学以讨论制药工艺的基础知

识及制药设备的结构原理为主，讲述制药工艺的流程设计、物料衡算、热量衡算、设备设计与

选型等基本理论。通过教学培养学生对制药工艺及设备的理解，以及对制药设备在制药工程中
作用的理解，使学生熟练掌握制药工艺与设备相关知识。

先修课程：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化学工程（化工原理）

药物化学

药物化学是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化学药物的化学结构、制备原理、理化性质、药物作用的化

学机制、体内代谢、构效关系及寻找新药的学科，是生物工程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该课程

着重于药物化学结构与生物活性，化学结构与药物代谢关系及新药研究方法，突出了药物在体

内的的生物转化及作用原理的探讨。本课程主要介绍微生物药物、生化药物及生物制品药物

等，如激素、抗生素及微生物来源的其它生理活性物质的结构特性、生物合成途径、代谢调控

原理及作用机制等。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比较全面的掌握药物化学的有关专业知识，并

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药理学

微生物制药工艺学

微生物药物是通过微生物培养或者发酵制备的，用于预防、治疗和诊断的一类药物，包括兽药

、农药和人药。微生物制药是一种知识密集、技术含量高、多学科高度综合互相渗透的新兴产

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微生物制药产业快速发展，其发展速度和利润增长都高于化学

药和中药。目前，全国药品生产企业5100余家，已通过药品GMP认证的企业4800家，其中涉及

微生物制药企业400余家。预测未来中国微生物药物年均增长率不低于25%，微生物制药产业发

展前景十分广阔。中国微生物制药产业的技术要求和快速发展，需要大批高技能微生物制药的

人才作支撑。微生物制药工艺学是讲授各类微生物药物的筛选、发酵、生产、检测及应用的课

程。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生物化学实验、微生物学、微生物学实验

、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生物分离工程、生物工程分析与检验

、发酵工厂设计概论

生物工程与设备

生物工程与设备是生物工程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是专业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有

关设备的构造及工作原理，运用所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课程知识，掌握非标设备的设计和通用

设备的选型，并能对原有设备进行合理的改造，使生产达到稳定、提高效率、降低操作费用、

便于操作、维修简便之目的。

先修课程：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化学工程（化工原理）

酒类工艺学

本课程为生物工程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课。本课程是应用物理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

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基因工程等课程的原理和方法进行啤酒、

葡萄酒、黄酒、酒精及白酒制造，并研究其制造原、辅料的特性、选择与应用；原辅料预处

理；啤酒、葡萄酒、黄酒、酒精及白酒生产机理、啤酒澄清及过滤工艺及操作；研究啤酒、葡

萄酒、黄酒、酒精及白酒生产原、辅料、工艺与其产品的性质、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门学

科。它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应用与深化。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学生的拓宽知识面，增强学

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及具备进行不合理制备工艺的改造、设计和开发新产品

的能力。

    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啤酒工艺、葡萄酒工艺、黄酒工艺、酒精工艺及白酒工艺。

先修课程：物理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

、化工原理、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基因工程等课程。

氨基酸工艺学

氨基酸工艺学”是一门新型发酵的技术科学，以探讨氨基酸发酵工厂的生产技术为主要目的。

氨基酸发酵工艺学是面向生物工程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

运用已学过的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化工原理和分析化学等基础知识，进一步深化与提高，来

认识与解决氨基酸发酵工业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如淀粉水解糖的制备、谷氨酸产生菌及其扩大培

养、谷氨酸发酵机制、谷氨酸发酵控制、噬菌体与杂菌的防治、谷氨酸的提取和谷氨酸制味精

等；掌握选育氨基酸生产菌的基本原理，氨基酸代谢与代谢控制发酵的基本理论、发酵控制的

关键及分离精制氨基酸的一般原理与方法，调节机制与发酵工艺，国内外研究进展，从而使学

生具有选育新菌种、探求新工艺、新装备和从事氨基酸发酵研究等从事氨基酸新产品研究开发

与管理生产工艺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化工原理

有机酸工艺学

本课程系统地介绍了工业化的有机酸：柠檬酸、乳酸、醋酸、葡萄糖酸、衣康酸、苹果酸等的

发酵工艺理论和生产技术，内容包括这些有机酸的发酵简史、主要理化性质、生物合成机理、

发酵微生物、发酵工艺、提取工艺、主要设备、杂菌污染的防治、产品质量规格与检验方法，

以及副产物的利用等。课程的宗旨是基础理论与实用技术相结合，侧重于实用性。结合新型有

机酸种如：丙酮酸、丙酸、α－酮戊二酸等的菌种构建，阐述新型有机酸种类的开发现状和模

式。

先修课程：工业微生物﹑生物化学

发酵工厂设计概论

本课程按照我国现行基本设计程序，系统介绍了生物工程工厂建设项目的建设程序、内容、步

骤、方法和原理。重点是发酵工厂和生物制药工厂的工艺设计，并对工艺设计图的表达和绘制

要求进行了介绍。本课程突出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设计实例帮助学生掌握设计方法和技巧。课

程除了传承传统的工厂设计的内容外，还新增了清洁生产工艺设计、项目经济、环境效益评价

等内容。

本课程的开课对学生的要求是先修完工程制图、AutoCAD、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物理化学和

化工原理等基础理论课程，对生物工厂有认识实习等实地参观学习的经历。

本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具备生物工程工厂设计的工程能力和工程素质，结合毕业实习和毕业

设计，对能力进行提升，使其走上工作岗位后，能胜任工艺设计工作，课程任务包括了解工厂

设计的工作程序、内容、步骤，掌握生物工程工艺设计的理论、方法和有关设计规范，走上工

作岗位后，能胜任工艺设计工作。

先修课程：工程制图、AutoCAD、生物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

淀粉糖与功能糖工艺

学

本课程内容包括了淀粉糖工业的发展、原料淀粉的理化性质、淀粉糖生产的基本理论、各种淀

粉酶的应用特性、淀粉糖生产的工艺过程、工艺参数和设备，以及数十种各有特色的淀粉糖品

种，其中包括各种结晶葡萄糖、液体糖浆、全糖粉、各种麦芽糖、麦芽糊精、果糖及果葡糖浆

、低聚糖和各种糖醇它几乎涵盖了全部淀粉糖，不仅论述了这些糖品的特性、用途，还有制造

过程。同时本课程还增加了淀粉糖的检测方法，包括样品采集、淀粉原料分析、百活力测定，

淀粉糖、低聚糖、糖醇的测定。

本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对淀粉糖与功能糖工艺的了解和对相关功能糖生产设备的认识，结合

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对能力进行提升，使其走上工作岗位后，能胜任淀粉糖与功能糖工艺设

计工作。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504



生物质可再生资源

《生物可再生资源》是生物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本课程以废弃物的资源化与能源化为

主线，介绍利用现代生物手段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与能源化技术，同时介绍我国在开发利用生

物质能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国际上生物质能发展趋势。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能源
形势和生物质能在能源供应中的地位，以及可再生资源和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性。通过本

课程的开设，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了解生物技术发展的一个新领域，培养学生独立思
考的能力。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
微生物学、生物化学

生工专业英语

专业英语是面向生物工程、生物制药及生物材料等专业本科开设的选修课程，本课程教学内容

主要涉及普通生物、微生物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等领域的专业基础英语，通过学

习本课程，可以具备基本的专业外语检索、阅读和写作能力。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尽快掌握
专业英语书刊的阅读技巧，尤其是对于句型结构的熟悉，培养既掌握生物专业知识和技能,又

能熟练地掌握生物专业英语的技术人员，为本科毕业论文阶段所需要的外文资料阅读及写作提

供必要的基础，也可以提高在就业过程中，对国内大中型生物企业尤其是中外合资企业的适应

性。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化工原理

仪器分析

仪器分析介绍了各种仪器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特点和适用范围，本课程教学分为理论课和实

验课两个部分，理论课共16个学时，主要讲授范围是光谱仪器和色谱仪器，教学内容分为光谱

概论、原子吸收光谱、可见光光谱、红外光谱、荧光光谱、色谱概论、气相色谱和液相色谱共
八个章节。实验教学内容主要包括

本课程的培养目标：1、掌握常用光谱及色谱定量分析方法的类型、基本原理和适用范围；2、

了解定性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定性依据，为今后的工作和专业深造奠定基础。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
生物化学

食品感官品评

《食品感官品评》专门研究食品的感官品质及其评定方法的一门交叉学科，即利用科学客观的

方法，借助人类的感觉器官(听觉、嗅觉、味觉、视觉)对食品的感官性质进行评定、换起、测

定、分析、解释的学科。本课程强调理论性、实践性及技能性并重，是现代食品科学技术及食

品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属于生物工程专业选修课程。其主要任务是使学生对食品感官科学领

域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掌握食品感官分析术语及其基础（即味觉、嗅觉、视觉、听觉的识

别），食品感官鉴评对人员、环境等的要求、鉴评方法在实际生产中应用等知识，其主要目的

是为了学生在工作中进行新产品开发、产品质量的提高、市场调查、产品质量评优等方面打基

础。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酶工程及应用

 本课程为生物工程专业的一门选修专业课。它是在学生学习了基础课物理学、无机化学、有

机化学、物理化学，专业基础课化工原理、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课程，并具有一定的基础及

专业理论知识后所开设的专业课。本课程注重内容的前沿性、先进性和学术性，并注重将科研

成果渗透到各个教学环节，不断丰富的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从课程学习中获得酶工程中系统

的基本理论知识，了解该行业中的科学研究及行业发展动态。

先修课程：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

发酵食品

《发酵食品》是生物工程专业的选修课程。课程内容共分八章，首先概要介绍发酵食品的概念

、类型、发展状况等内容；核心部分重点讲述六种具有代表性的发酵食品，包括发酵调味品、

乳制品、豆制品、酒精饮料、发酵蔬菜和发酵面食等发酵食品的原料、微生物利用、代谢机制

等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知识，系统地描述发酵食品的酿造原理及工艺过程，分析生产中常见的

质量问题的成因并提出防控措施；课程最后简述了发酵食品的安全性及清洁生产。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生物工程导论

生物工程导论是为生物工程专业一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讲授的内容分四个部

分：微生物发酵工程、酶工程、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微生物发酵工程主要讲授各种类型的微

生物发酵生产各种产品的工艺过程，包括原料、菌种、生产工艺参数及控制、所用设备；酶工

程主要讲授微生物发酵法生产酶的过程、酶的分离纯化技术和酶的应用；基因工程主要讲授如

何利用基因操作技术构建基因工程生物，以此获得人们所需产品或生物；细胞工程主要讲授通

过细胞融合技术改变现有菌种的性能。通过本课程的讲授，要求学生了解微生物发酵工程、酶

工程、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为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学习其他专业课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先修课程：《高中化学》、《高中生物学基础》

益生菌

益生菌是对人或宿主动物健康有益的微生物，是近20 余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 是多学

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形成的并以微生态平衡与失调等理论为核心的边缘学科, 属于生态学范

畴，本课程课教学共24个学时，教学内容分为总论和各论两部分，主要讲授益生菌的概念、发

展历程、研究手段、方法和最新研究进展。

本课程的培养目标：1、使学生能够掌握益生菌和微生态学的基本理论；2、掌握益生菌学习和

研究的主要方法，了解益生菌今后的发展趋势，为今后的工作和专业深造奠定基础。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

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微生物遗传学

蛋白质工程

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基础，人类对蛋白质的研究先于对基因的研究。蛋白质工程是以蛋白质优

质、高效生产的方法论为研究与创新的科学，是在对蛋白质性质功能了解的基础上，结合现代

生物工程技术手段，利用蛋白质的特殊功能或设计合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新蛋白质。本课程面向

生物工程专业学生，以蛋白质生物学理论为基础，重点介绍蛋白质工程的工艺过程，蛋白质工

程在科研、医药以及工业生产等领域的应用，达到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尤其是生物

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课程中关于蛋白质的理论知识和基因水平的原理，能够在本课程中实现有机

结合，强化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

环境生物技术

《环境生物技术》课程是为生物工程、生物技术和环境工程专业的本科生所开设的一门专业选

修课，是在学生具备了生物化学、微生物学或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基础知识之后才可进行选修

的专业技术基础课。主要研究内容：从工程设计、应用和发展前景的角度，对目前的环境生物

技术进行了总体描述，主要介绍环境生物技术的两个方面内容，包括：(1)废水、废气最新处

理工程技术的设计方法和应用状况，特别是好氧处理的AB法、SBR法，厌氧处理的UASB、EGSB

、IC反应器；(2)对环境友好、用于环境保护的产品的生物合成过程和工业业化前景，特别是

可降解塑料、生物絮凝剂、生物吸附剂和一些典型的环保用酶制剂。

先修课程：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酶学基础、生化工

程基础

食品营养与安全

食品营养与安全是生物工程本科生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分为食品营养学与食品安全学两部

分。食品营养学的任务是培养学生从营养学的观点出发，掌握食品营养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

能，了解学科发展方向，结合生产生活实际，合理利用食物资源，改善居民营养状况；注重培

养学生对实际食品中的营养状况具体分析的能力，为今后独立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食品安全

学包括对食品安全的基本概念的介绍、食品中主要危害物的认识，借鉴国际组织、发达国家与

地区如美国和欧盟在食品卫生与安全管理中的做法，对如何构建我国食品卫生与安全监督体系

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进行探索，让学生能对食品安全的基本概念、食品中存在的

潜在危害、国内外食品安全现状、食品卫生与安全保障制度有所了解，在生产实践中能够初步

识别食品卫生与安全问题，并能够对其进行监督控制。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生物纳米材料

纳米生物材料是一门生物工程、生物药物、化学、化工、材料科学等专业选修的一门基础课程

。其主要通过对纳米生物材料的分类、制备与表征、纳米药物控释系统、生物检测医学诊断与

治疗中用的生物纳米材料的介绍，是学生对纳米生物材料制备、表征、应用及发展方向有较详

细的了解，拓宽学生知识面，学习更多的交叉学科知识，为将来科学研究创新打下基础。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分析化学、物理

化学、微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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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转化工程

《生物转化工程》课程是为生物工程、生物技术、酿酒工程和环境工程专业的本科生所开设的

一门专业选修课，是在学生具备了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发酵工程等基础知识之后才可进行选

修的专业技术基础课。主要讲授内容：植物细胞壁结构、一代及二代燃料乙醇的对比、木质纤

维素的预处理与酶解、酒精发酵、厌氧消化、生物质气化、生物质热裂解和藻类培养及加工。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化工原理

生物基化学品

生物基化学品是利用生物质为原料研发生产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表面活性剂、水处理剂

、油田化学剂、造纸化学剂、酶制剂、农药及医药中间体、基本有机化工原料、可降解生物材

料等。生物基化学品即可作为能源，也可加工成化学品，已越来越得到化工界的共度重视。产

品大部分直接来自于纤维素、淀粉、脂肪、蛋白质、木质素等主要生物质化合物，有部分产品

则是这些生物质化合物通过化学、物理及生物加工过程制备。本课程在介绍生物基化学品基本

性能的基础上，重点介绍各类生物质作为原料生产多种化学品的原理、技术路线和主要技术参

数，并对得到的化学品在生产领域的应用进行介绍。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生物分离工程

生物工程进展

《生物工程进展》是为拓宽学生知识面而开设的一门课程，属于生物工程专业任选课。本课程

将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对现代生物工程热门领域进行介绍，主要内容包括基因工程、酶工程、蛋

白质工程、细胞工程和发酵工程相关的主要研究内容及最新研究进展。本课程能够使得学生获

得必要的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相关基本知识，了解生物工程学科发展前沿，同时掌握探索生命科

学基本规律的一般方法，并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专业知识基本素养。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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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2705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扎实的科学理论、工程技术和实践训练基础为支撑，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文化素养、外语及计算机应用的基本能力，具备生物

学、化学、微生物学、工程学和管理学等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系统掌握酿酒工程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在酿酒的生产

加工、流通及与之相关的教育、研究、进出口贸易、卫生监督等部门，从事酿酒、生物发酵及相关产品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厂设

计、生产管理、质量控制、产品销售、检验检疫、教育教学等方面工作，具有宽广知识面、多领域适应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培养品德优良、基础扎实、知识面广、素质高、技能过硬、开拓创新的专业技术人才。毕业生通过系统学习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酿酒工艺学、酿酒机械与设备、酿酒分析、酿酒工厂设计等专业知识，为在酿酒工艺、新产品开发、酿酒厂设计等领域从事生产技术、

品质控制、产品开发、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有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坚定的追求卓越的态度、强烈的爱国敬业精神、社会责任感和和丰富的人文科学素养；

2、具有从事工程工作所需的数学、化学和其他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一定的经济管理知识；

3、掌握扎实的工程基础知识和酿酒工程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了解酿酒工程专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4、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科学理论提出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案，并解决酿酒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参与酿酒生产及运作系统的设计并

具有运行和维护能力；

5、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进行产品开发和设计、技术改造和创新的初步能力；

6、具有较好的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交流沟通、环境适应和团队合作的能力；

7、了解酿酒工程专业领域技术标准、相关行业的政策、法律和法规；

8、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竞争与合作的初步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养能

力

2.创新创业能

力

3.体育运动能

力
4.外语能力 5.计算机能力

6.学科基础能

力
7.专业能力 8.职业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应

用
√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

高等数学Ⅱ √
无机及分析化学 √

无机化学实验Ⅲ √

分析化学实验 √
有机化学Ⅱ √

有机化学实验Ⅲ √

化工原理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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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Ⅱ √

线性代数Ⅱ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

电工学 II √

工程制图 √
物理化学Ⅱ √

物理化学实验Ⅲ √

酒类营销学 √
大学物理实验Ⅰ √

生物化学 √

生物化学实验 √
微生物学 √

微生物学实验 √

啤酒工艺学 √
葡萄与葡萄酒工艺学 √

酒精与蒸馏酒工艺学 √

酿酒分析 √
现代仪器分析 √

酿酒机械与设备 √

酿酒工厂设计概论 √

酒类感官鉴评 √

生物分离工程 √

微生物遗传育种学 √
酿酒工程技术进展 √

发酵工艺原理 √

白酒酒体设计学 √
酒类风味化学 √

配制酒及保健酒生产

技术
√

葡萄酒化学 √
高级生化技术Ⅱ √

有机酸工艺学 √

黄酒工艺学 √
发酵食品 √

微生物代谢控制发酵 √

酿酒专业英语 √
食品营养与安全 √

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

程
√

精酿啤酒酿造技术 √
世界葡萄酒产区概况 √

氨基酸工艺学 √

认识实习 √
生产实习 √

酿酒工程产业调研 √ √

酿酒工厂课程设计 √ √
酿酒工艺综合实验 √ √

毕业实习 √ √

毕业设计（论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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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是以生物学、化学、微生物学和工程学为基础，研究现代酿酒生产技术。以各种酒类加工技术、检测为研究对象，同时具备酿酒

机械、酿酒工厂设计、新产品开发、产品质量控制检测、市场营销和生产质量管理等多种基本技能，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现代酿酒

工程技术专门人才。

五、主干学科

生物学、化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园艺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化工原理、酿酒机械与设备、啤酒工艺学、酒精与蒸馏酒工艺学、葡萄与葡萄酒工艺学、

酒类感官鉴评、酿酒分析、现代仪器分析、生物分离工程、酿酒工厂设计概论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生物化学实验（1学分/32学时）、微生物学实验（1.5学分/48学时）、认识实习（1学分/1周）、生产实习（3
学分/3周）、酿酒工程产业调研（1学分/1周）、酿酒工厂课程设计（1学分/1周）、酿酒工艺综合实验（4学分/4周）、毕业实习与

毕业论文（14学分/22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1.5 9 28 12.5 29 51.5

要求学时 2496+37周 840 128 560 184 536 248 37周 680+37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 19.69% 5.62% 17.50% 7.81% 18.12% 32.18%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基础理论，具有酿酒工艺学、酿酒机械与设备、酿酒分析、酿酒工厂设计等专业知识，能够从事

酿酒生产技术、品质控制、产品开发、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等工作，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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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961201

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应

用（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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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World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

1 16 1 考试 B121611

小计 42.0 632.0 0.0 48.0 160.0 13.0 10.5 11 4.5 2 0.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Ⅲ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Ⅲ）

0.7 24 0.7 考查 B043017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8 24 0.8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ⅡOrganic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3013

有机化学实验

Ⅲ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8

化工原理Ⅲ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Ⅲ

4.5 64 16 4.5 考试 B043016

大学物理Ⅱ 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0 4.5 考查 B113203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查 B013003

小计 31.5 448 96 16 0 9.7 11.8 5.5 0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线性代数ⅡLinear
Algebra Ⅱ

2.5 40 2.5 考查 B118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Ⅱ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Ⅱ

2.5 40 2.5 考查 B118124

电工学 II
（ Electrical
EngineeringII）

3 40 8 3 考查 B02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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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类营销学 Alcohol
Beverage Marketing

1.5 24 1.5 考查 B968201

物理化学ⅡPhysical
ChemistryⅡ

4 64 4 考查 B048014 全选

物理化学实验

Ⅲ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8019

大学物理实验

Ⅰ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Ⅰ

1.5 48 1.5 考查 B117201

小计 16 208 88 6.5 8 1.5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生物化学Biochemistry 3.5 56 3.5 考试 B954303

生物化学实验

Biochemistry
Experiment

1 32 1 考查 B954304

微生物学

Microbiology
2.5 40 2.5 考试 B964310

微生物学实验

Microbiological
Experiment

1.5 48 1.5 考查 B964311

啤酒工艺学 Beer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964201

葡萄与葡萄酒工艺学

Viticulture and
Enology

2 32 2 考试 B964202

酒精与蒸馏酒工艺学

The Technology of
Ethanol and Liquors

2 32 2 考试 B964203

酿酒分析 wine
analysis

2 16 32 2 考试 B964204

现代仪器分析Modern
Instrument Analysis

2 24 16 2 考试 B964205

酿酒机械与设备

Wine making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3.5 48 16 3.5 考试 B964206

酿酒工厂设计概论

Introduction to wine
factory design

2 32 2 考试 B964207

酒类感官鉴评

LIQUOR SENSORY
EVALUATION

2 16 32 2 考查 B964208

生物分离工程

Bioseparation
Engineering

2 32 2 考试 B964209

小计 28 360 16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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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2.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微生物遗传育种学

Microbial Genetics
And Breeding

2 24 16 2 考查 B966201

酿酒工程技术进展

Advance Technique of
Brewing Engineering

1 16 1 考查 B966202

发酵工艺原理

Fermentation Process
Principle

1.5 24 1.5 考查 B966203

白酒酒体设计学

Chinese Liquor
Blending Technology

2 16 32 2 考查 B966204

酒类风味化学 Flavor
chemistry on alcohol
beverages

2 32 2 考查 B966205

配制酒及保健酒生产

技术Make wine and
health wine production
technology

2

24 16 2 考查 B966206

葡萄酒化学Wine
Chemistry

2 24 16 2 考查 B966207

高级生化技术

ⅡAdvanced
biochemical techniques
II

2 24 16 2 考查 B966208

有机酸工艺学 Organic
Acids Technology

1.5 24 1.5 考查 B966209

黄酒工艺学

Pharmaceutics of
Yellow Wine

1.5 24 1.5 考查 B966210

发酵食品 Femented
Food

1.5 24 1.5 考查 B966211

微生物代谢控制发酵

Microbial metabolic
control fermentation

1.5 24 1.5 考查 B966212

酿酒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on
brewing

1.5 24 1.5 考查 B966213

食品营养与安全 Food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2.5 40 2.5 考查 B966214

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

程Molecular Biology
and Gene Engineering

2 24 16 2 考查 B966215

精酿啤酒酿造技术

Craft Beer Brewing
Technology

1.5 24 1.5 考查 B966216

世界葡萄酒产区概况

Globe Wine Region
General Situation

1.5 24 1.5 考查 B96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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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工艺学 Amino
Acid Fermentation
Technology

1.5 24 1.5 考查 B966130

小计 31 440 112 1 4 12.5 13.5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9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认识实习

Cognition Practice
1 1 1 考查 B967201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Practice
3 3 3 考查 B967202

酿酒工程产业调研 Brewing
Engineering Industrial
Investigation

1 1 1 考查 B967203

酿酒工厂课程设计

Brewing Plant Engineering
1 1 1 考查 B967204

酿酒工艺综合实验

Th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Wine

4 4 4 考查 B967205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4 考查 B967206

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design/thesis)
10 18 10 考查 B967207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Practice
2 2 2 考查 B017102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Design of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1 1 1 考查 B047001

小计 29 2 3 1 13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啤酒工艺学
酿酒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主要讲授啤酒生产原料、啤酒酿造工艺、过程

控制以及相应酿酒设备。是酿造工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微

生物学。建议第 5学期开设。

葡萄与葡萄

酒工艺学

涉及葡萄园艺的研究、葡萄酒酿造、贮藏以及葡萄酒成分变化规律的专业

核心课程。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葡萄品种与栽培，具体介绍酿酒葡萄主要

品种、原料品质影响因素、栽培技术原则和原料的改良；葡萄酒发酵基本原理，

具体介绍葡萄酒酵母、酒精发酵原理与产物、酒精发酵控制；葡萄酒生产工艺，

具体介绍葡萄酒酿造基本工艺、白葡萄酒酿造工艺技术、红葡萄酒酿造工艺技

术、桃白葡萄酒酿造工艺特点、起泡葡萄酒及白兰地的基本工艺。通过这门课

的学习，使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葡萄与葡萄酒行业的状况与发展特点，掌握葡

萄与葡萄酒的基本知识、生产原理和主要技术工艺，具备从事葡萄酒科学研究

与实际生产的基本素质。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化工原理》。建议第 5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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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与蒸馏

酒工艺学

是酿酒工程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主要讲授酒精和蒸馏酒生产所涉及的基本

理论、生产工艺技术、生产设备、最新发展动态等。本课程以中国白酒的生产

技术为主要学习内容，包括酿酒的原辅料和水、酒曲生产工艺、白酒生产机理、

大曲白酒生产工艺、其它白酒生产工艺、白酒风味与品评、酒精生产工艺等。

先修课程：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化工

原理等。建议第 5学期开课。

酿酒分析

是为酿酒工程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基本掌握葡萄酒、啤酒、蒸馏酒酿造过程中涉及原料、半成品、成品的理

化指标的分析检验原理和方法、要点及操作中应注意事项。能够使用仪器设备，

并对实验数据能够进行处理，同时培养学生一定的科学研究及分析问题的能

力。

先修课程：分析化学、现代仪器分析、

生物化学、微生物学、葡萄酒工艺学、蒸馏

酒工艺学、啤酒工艺学、发酵食品等课程。

建议第 6学期开课。

现代仪器分

析

是酿酒工程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分为理论和实验两大教

学环节。其主要内容在强调基础理论的同时，尽可能突出实践性环节，加强学

生日后毕业论文与实际工作中必需的内容。课程主要讲授光谱分析、色谱和质

谱的基本理论、分析方法、仪器结构原理及实验技术等，并适当介绍现代仪器

分析发展中的新动态和新方法。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

化学、大学物理等课程。建议第 5学期开课。

酿酒机械与

设备

是酿酒工程专业本科必修专业课之一，本课程主要讲授啤酒、白酒、葡萄

酒、黄酒等酒类生产过程涉及的输送机械、原料预处理设备、发酵设备及后处

理设备，主要讲授酿酒工程的生产设备流程、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主要设

备的设计计算及选型，设备的应用及维护等，并介绍酿酒设备的进展、新设备

研发等前沿知识。

先修课程：化工原理、生物化学、微生

物学、酿酒工艺。建议第 6学期开课。

酿酒工厂设

计概论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必修课程，在全部课程中要贯穿理论联系

实际的思想，要把每一次课都视为应用课。通过案例帮助同学理解相关的知识。

包括酿酒工厂工艺设计的范围，工艺流程，各个车间平面布局，管道设计等内

容。

先修课程：葡萄与葡萄酒工艺学、啤酒

工艺学、酿酒机械与设备。建议第 6学期开

课。

酒类感官品

评

本课程是为酿酒工程专业开设的一门很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其主要任务

是使学生掌握酒类感官分析术语及其基础（即味觉、嗅觉、视觉、听觉的识别），

食品感官鉴评对人员、环境等的要求、鉴评方法在实际生产中应用等知识，并

对啤酒、白酒和葡萄酒的色、香、味等感官指标有一个基本的感官认识，并了

解世界同类产品的主要风味特征，为学生以后的工作中进行新产品开发、产品

质量的提高、市场调查、产品质量评优等方面打下感官基础。

先修课程：葡萄与葡萄酒工艺学、啤酒

工艺学、酒精与蒸馏酒工艺学。建议第 6
学期开课。

生物分离工

程

本课程的根本任务使设计和优化分离过程提高分离效率，降低过程成本；

其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研究开发高容量、高速度和高分辨率的新技术、新介质和

新设备。本课程以生物大分子分离纯化技术为核心，系统介绍了生物产品分离

纯化的基本原理、分离操作、过程理论及应用。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生物化学、

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建议第 6学期开课。

微生物遗传

育种学

本课程是酿酒工程专业的选修专业课之一；具有知识点多、学科交叉性较

强和应用性较强的特点,对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课程内容

包括菌种的分离筛选、诱变和细菌的转化、微生物遗传育种的遗传学原理、基

因突变及其机制、基因突变的应用、基因重组育种、基因工程及其应用，相关

实验流程具有完整性和连贯性。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微生物育种的

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全面的掌握，为从事相关

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建议

第 4学期开课。

酿酒工程技

术进展

是酿酒工程专业学生的专业任选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啤酒、

黄酒和葡萄酒的生产原理和技术。将专业基础理论和生物产品的生产技术紧密

结合，使学生初步具有选育新菌种、探索新工艺、新技术的科学研究能力和设

计能力。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建议第 3学期开

课。

发酵工艺原

理

本课程是酿酒工程专业的选修专业课之一；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领域

宽、涵盖范围广、基础性强，同时又是一门基础理论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课程；

发酵工程是现代生物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应用于农业、医药、食品、环

保、能源和化工等领域，涉及到全人类所面临的营养与健康、环境与资源等人

们日常生活、社会重大问题及国家战略性问题。通过发酵过程进行的产品开发

和环境保护，已经并将继续给人类带来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当今，现代发酵

工程在生物技术产业化中起着重要作用，需要众多技术人员从事相关的研究与

开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发酵工艺的基本理论，掌握发酵生产的

基本操作，能分析、解决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能灵活、系统地运用发

酵工艺原理进行发酵工艺设计以及新工艺、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

先修课程：化工原理、生物化学、微生

物学。建议第 5学期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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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酒体设

计学

白酒酒体设计学是酿酒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课程的内容为白酒产品生

产所涉及的酒体设计基本理论、酒体设计方法、生产设备、最新发展动态等。

本课程以中国白酒的酒体风味设计技术为学习内容，包括白酒酒体设计的原则

和程序、白酒酒体设计理论基础、传统白酒酒体设计、新型白酒酒体设计、低

度白酒酒体设计、白酒质量分析等。

先修课程：微生物 生物化学 化工原理

酒精与蒸馏酒工艺学。建议第 6学期开课。

酒类风味化

学

是酿酒工程专业的选修课程，是以四大化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酒类

酿造学为基础的专业课。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较系统地掌握所有酒类的风味

成分及形成途径，特别是核心的三大酒类-啤酒、白酒和葡萄酒，为将来从事专

业工程技术或产品开发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

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生物化学、微

生物学。建议第 6学期开课。

配制酒与保

健酒生产技

术

配制酒及保健酒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本课程介绍了配制酒的香源物

质和配料、香源性物质提取方法、配制酒生产、配制酒的稳定化、配制酒的品

种设计、著名配制酒、配制酒与健康；保健酒介绍了保健美容药酒生产处方，

内容包括中老年保健药酒、补气养血药酒、滋阴生精药酒、补肾壮阳药酒、强

筋壮骨药酒、健脾和胃药酒、益志安神药酒、法风湿散寒药酒和乌发养颜药酒

等。

先修课程：微生物学、生物化学、酒精

与蒸馏酒工艺学、葡萄与葡萄酒工艺学 。

建议第 6学期开课。

葡萄酒化学

是酿酒工程专业的选修课之一，从葡萄原料的质量控制到葡萄酒的转化、

成熟等葡萄酒酿造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葡萄酒化学。它涉及了植物生理学、生

物化学、微生物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胶体化学和医学等学科领域，并与

酿酒葡萄栽培学、葡萄生态学和葡萄酒工艺学互相渗透，这是葡萄酒化学的特

色之处。葡萄酒化学不仅是葡萄酒酿造及其质量控制的基础，也是葡萄原料质

量控制的基础，此外其它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和新成果的涌现也会深刻地影响葡

萄酒化学的发展。培养能在葡萄栽培与管理、葡萄酒酿造、生命科学及相关领

域从事科研、教学、生产设计与管理、葡萄酒鉴赏和文化推广，以及新技术和

新产品研发的高级科学与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建议第 5学期开课。

高级生化技

术 II

伴随着生命科学的巨大变化，导致生化技术理论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生化

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的重要分支学科。本课程以讲

解如何从生物材料中提取制备蛋白质和核酸等物质为主线，以介绍当前生化技

术领域的新成果和精华知识为重点，以阐述分离、鉴定生命大分子物质所涉及

的方法基理和操作技巧为核心。本课程从一个侧面提示了科学发展和前言领域

的研究方向，较好地满足了生物领域学科本科生的学习发展需要。同时本课程

的实验部分是经过推敲检验确定的，有的是在原始方法基础上的修改和优化

的，有的是教师或所在实验室建立和应用的，还有的是老师或者学生推荐设计

的。另外，在讲述相关方法的机理和程序时，还扼要介绍了操作要点和注意事

项，力求是学生能够按照课程所述获得满意的结果。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建议

第 4学期开课。

有机酸工艺

学

本课程系统地介绍了柠檬酸、乳酸、醋酸、葡萄糖酸、衣康酸、苹果酸等

的发酵工艺理论和生产技术，内容包括这些有机酸的发酵简史、主要理化性质、

生物合成机理、发酵微生物、发酵工艺、提取工艺、主要设备、杂菌污染的防

治、产品质量规格与检验方法，以及副产物的利用等。汇总了生物技术、生物

下游技术等学科的大量信息，以国内外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先进工艺和实用技

术相结合的课程。课程的宗旨是基础理论与实用技术相结合，侧重于实用性。

先修课程：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建议

第 6学期开课。

黄酒工艺学

黄酒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本课程主要讲述黄酒工艺生产中淋饭饭、摊

饭法、喂饭法生产的工艺内容、喂饭法生产的日本清酒；本课程汇总了酒曲的

生产技术、生物下游技术、酒类感官品鉴等课程的内容。

先修课程：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建议

第 5学期开课。

发酵食品

是酿酒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发酵

工程在食品加工中的应用以及发酵食品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运用所学的基本

原理和相关课程知识，掌握工艺及生产要点，为今后从事这方面工作打下一定

基础，以调味品酱油、食醋为重点。本课程与化工原理、微生物学、生物化学、

生物工艺学有密切联系。

先修课程：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化工

原理。建议第 5学期开课。

微生物代谢

控制发酵

微生物代谢控制发酵是发酵生理学的重要部分，是酿酒工程的重要专业选

修课。它是利用遗传学或其它生物化学的方法，人为地在脱氧核糖核酸（DNA）
的分子水平上，改变和控制微生物的代谢，使有用的代谢产物大量生成、积累

的发酵技术。本课程从一个侧面提示了科学发展和前言领域的研究方向，较好

地满足了生物领域学科本科生的学习发展需要，同时合理的学时安排和精心设

计的授课都会把知识巧妙串联，力求让同学们在学习时融会贯通。另外，本课

程的相关知识和引述都丰富了同学们在专业领域的视野，为同学们以后从事与

本课程相关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微生物学。建议第 6学期开

课。

酿酒专业英

语

是酿酒工程专业的选修课程，是以大学英语、英语精读、啤酒工艺学、葡

萄酒工艺学、蒸馏酒工艺学等为基础的专业选修课。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啤酒工艺学、葡

萄酒工艺学、蒸馏酒工艺学等。建议第 6
学期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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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营养与

安全

是酿酒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它包括两门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

的学科，即营养学与食品安全学。该课程主要研究在食品加工生产中所涉及的

营养学与食品安全性问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人体所需的能量来

源和各种营养素的基本知识及营养素在食品加工中的变化；人体对营养的消化

吸收；各种食品的营养价值；特殊人群的营养问题；合理膳食和营养强化；功

能性食品的有关知识。培养学生从食品加工的角度出发，掌握营养学与食品安

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学科的发展方向，合理利用食物资源，保持食

品中原有的营养成分、预防食品污染、食物中毒及其它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建议第

5学期开课。

分子生物学

与基因工程

本课程分为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两部分。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
部分介绍核酸、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并从分子水平上阐述蛋白

质与核酸、蛋白质与蛋白质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及其基因表达调控机制。基因

工程部分主要介绍基因操作的基本原理和常用技术，主要包括基因克隆载体，

目的基因的制备与分离，重组 DNA分子的构建、导入及重组子的筛选，克隆

基因的表达与检测，基因工程的应用等方面。

通过这两部分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理

论、基因工程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验操作技术，并能应用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

程的知识从事相应的科学研究工作，分析和解决相关的问题。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建议

第 5学期开课。

精酿啤酒酿

造技术

是酿酒工程专业学生的专业任选课，涵盖精酿啤酒领域最新的技术、工艺、

设备、管理方法，还注重与生产实际的紧密结合，深入讲解世界著名啤酒的酿

造特点和工艺方法和不同地区特色啤酒的酿造技术，突出了简明、实用的特点。

先修课程：发酵工艺原理、酿酒工程技

术进展、生物化学、啤酒工艺学等。建议第

5学期开课。

世界葡萄酒

产区概况

是研究世界葡萄酒的文化、产区、酒庄、酿造技术、葡萄品种等方面知识

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本课程主要从世界葡萄的产区着手，涉及到其历史、地理

位置，葡萄品种的知识与研究，深入介绍葡萄酒的酿造工艺，葡萄酒文化及品

酒常识。整个教学过程中，使学生能够掌握葡萄与葡萄酒方面的基本知识，世

界主要产区文化，对葡萄酒的品鉴和文化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并能在实际工作

和学习中得到应用。

建议第 5学期开课。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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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工程（中外合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2705H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结合新西兰和中国酿酒产业技术发展趋势，主要以葡萄酒酿造、品鉴、质量控制为重点，培养具备化学、生物学、酿酒工程及其

产业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能在酿酒工程领域从事酿酒科学、酒类品鉴与欣赏、酒厂规划与设计、产品营销以及新技术、新产品开

发等方面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培养品德优良、基础扎实、知识面广、素质高、技能过硬、开拓创新、具备国际视野的专业技术人才。毕业生通过系统学习生物

化学、微生物学、酿酒工艺学、酿酒机械与设备、酿酒分析、酿酒工厂设计、葡萄酒系列课程等专业知识，为在酿酒工艺、新产品开发、

酿酒厂设计等领域从事生产技术、品质控制、产品开发、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

识和能力：

1、掌握生物学、化学、微生物学、酿酒科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

2、掌握生物细胞培养与微生物菌株选育、酿酒科学与工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3、具备在酿酒工程领域从事工程设计、工厂生产、管理、营销和新技术研究、新产品开发的基本能力；

4、熟悉与酿酒工业发展有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5、了解现代酿酒科学与工程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6、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专业交流。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养

能力

2.创新创业

能力

3.体育运动

能力
4.外语能力

5.计算机能

力

6.学科基础

能力
7.专业能力 8.职业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

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应用 √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
高等数学Ⅱ √

无机及分析化学 √

无机化学实验Ⅲ √
分析化学实验 √

有机化学Ⅱ √

有机化学实验Ⅲ √
化工原理Ⅲ √

大学物理Ⅱ √

线性代数Ⅱ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

电工学 II √

工程制图 √
物理化学Ⅱ √

物理化学实验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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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理学 √

大学物理实验Ⅰ √
生物化学 √

生物化学实验 √

微生物学 √
微生物学实验 √

啤酒工艺学 √

蒸馏酒工艺学 √
酿酒分析 √

现代仪器分析 √

酿酒机械与设备 √
生物分离工程 √

微生物遗传育种学 √

发酵工艺原理 √
食品营养与安全 √

世界葡萄酒产区概况 √

Wine Science √
White Wine Vinification √

Vineyard Trellis and Canopy
Management

√

Sensory Science √
Winery Engineering √

Post Fermentation Wine
Processes

√

Vineyard Operations and
Technology

√

Wine Sensory Assessment √

Wine Chemistry √

Red Wine Vinification √
Wine Microbiology √

认识实习 √

生产实习 √
葡萄酒市场调查 √ √

葡萄酒生产实训 √ √

酿酒工艺综合实验 √ √
毕业实习 √ √

毕业设计（论文） √ √

酿酒专业英语 √ √

四、专业特色

中新合作办学、课程设置国际化、师资队伍由中方和新西兰教师组成，双方学分互认、课程对接，主要专业课程由新西兰教师全英语

讲授。培养具备化学、生物学、酿酒工程产业化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专业交流，了解国际葡萄酒的发展动态，能

在葡萄、葡萄酒等领域从事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培训和新技术研究、新产品开发，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沟通能力的工程技术和管理

人才。

五、主干学科

生物学、化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园艺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有机化学、化工原理、生物化学、微生物学、葡萄酒科学、葡萄酒工艺学、葡萄酒工程学、品尝科学、葡萄酒感官评价、葡

萄酒化学、啤酒工艺学、蒸馏酒工艺学、酿酒分析、酿酒机械与设备、葡萄酒微生物学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生物化学实验（1学分/32学时）、微生物学实验（1.5学分/48学时）、认识实习（1学分/1周）、生产实习（2
学分/2周）、葡萄酒市场调查（1学分/1周）、葡萄酒生产实训（2学分/2周）、酿酒工艺综合实验（4学分/4周）、毕业实习与毕业

论文（14学分/22周）。

519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28.5 6.5 48 3 24 44

要求学时 2556+32周 840 128 504 136 892 56 32周 615+32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 17.81% 4.06% 30.00% 1.88% 15.00% 27.5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结合新西兰和中国酿酒产业技术发展趋势，主要以葡萄酒酿造、品鉴、质量控制为重点，培养具备化学、生物学、酿酒工程

及其产业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能够从事酿酒生产技术、品质控制、产品开发、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等工作，且具备人文精神、科

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九、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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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
Major）

1 16 1 考查 B961201

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应用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7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World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1 16 1 考试 B121611

小计 42.0 632.0 0.0 48.0 160.0 13.0 10.5 11 4.5 2 0.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8.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

Higher Mathematics
Ⅱ(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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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Ⅲ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Ⅲ）

0.7 24 0.7 考查 B043017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8 24 0.8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ⅡOrganic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3013

有机化学实验

Ⅲ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8

化工原理Ⅲ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Ⅲ

4.5 64 16 4.5 考试 B043016

大学物理Ⅱ 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0 4.5 考查 B113203

小计 28.5 408 96 0 0 9.7 8.8 5.5 4.5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6.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线性代数ⅡLinear
AlgebraⅡ

2.5 40 2.5 考查 B118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Ⅱ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Ⅱ

2.5 40 2.5 考查 B118124

电工学 II
（ Electrical
EngineeringII）

3 40 8 3 考查 B028405

物理化学ⅡPhysical
ChemistryⅡ

4 64 4 考查 B048014

物理化学实验

Ⅲ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8019

植物生理学 Plant
Physiology

1.5 24 1.5 考查 B968221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查 B018003

大学物理实验Ⅰ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Ⅰ

1.5 48 1.5 B117201

小计 19 248 88 16 3 6.5 9.5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4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生物化学 Biochemistry 3.5 56 3.5 考试 B954303
生物化学实验

Biochemistry
Experiment

1 32 1 考查 B95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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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Microbiology 2.5 40 2.5 考试 B964310

微生物学实验

Microbiological
Experiment

1.5 48 1.5 考查 B964311

啤酒工艺学 Beer
technology

1.5 24 1.5 考试 B964221

蒸馏酒工艺学 The
Technology of Liquors

1.5 24 1.5 考试 B964222

酿酒分析 wine
analysis

2 16 32 2 考试 B964224

酿酒机械与设备 Wine
making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1.5 24 1.5 考试 B964225

现代仪器分析Modern
Instrument Analysis

1.5 16 16 1.5 考试 B964226

世界葡萄酒产区概况

Globe Wine Region
General Situation

1.5 24 1.5 考试 B964227

Wine Science 4 52 24 4 考试 B964228

White Wine Vinification 1.5 17 14 1.5 考试 B964229
Vineyard Trellis and
Canopy Management

2.5 40 2.5 考试 B964230 含实验

Sensory Science 4 69 4 考试 B964231
含品尝

实验

Winery Engineering 3.5 39 30 3.5 考试 B964232
含校外

参观学

习

Post Fermentation Wine
Processes

2 30 2 考试 B964233 含实验

Vineyard Operations and
Technology

2 29 2 考试 B964234 含实验

Wine Sensory
Assessment

3.5 69 3.5 考试 B964235
含品尝

实验

Wine Chemistry 3.5 39 30 3.5 考试 B964236

Red Wine Vinification 1.5 16 13 1.5 考试 B964237

Wine Microbiology 2 29 2 考试 B964238
小计 48 653 239 4.5 4 14 15 10.5

6.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3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微生物遗传育种学

Microbial Genetics And
Breeding

1.5 16 16 1.5 考查 B966221

生物分离工程

Bioseparation
Engineering

1.5 24 1.5 考查 B966222

发酵工艺原理

Fermentation Process
Principle

1.5 24 1.5 考查 B966223

食品营养与安全 Food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1.5 24 1.5 考查 B966224

小计 6 88 16 1.5 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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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4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Labor for the collective
welfare）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认识实习 Cognition Practice 1 1 1 考查 B967220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Practice 2 2 2 考查 B967221
酿酒工艺综合实验 Th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Wine

4 4 4 考查 B967222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4 考查 B967223
毕业设计（论文）(Graduation
design/thesis)

10 18 10 考查 B967224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Design of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1 1 1 考查 B047001

小计 24 2 1 1 2 8 10
第二课堂：素质拓展与就业创业实践 （20学分）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雅思英语 1 IELTS1 4 64 4 考试 B101801

雅思英语 2 IELTS2 4 64 4 考试 B101802

雅思英语 3 IELTS3 4 64 4 考试 B101803
酿酒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on brewing

3 48 3 考试 B967225

葡萄酒生产实训Wine
Production Practice

2 2周 2 考查 B969202

葡萄酒市场调查Wine Market
Research

1 1周 1 考查 B969203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Practice 2 2周 2 考查 B017102

小计 20 240 4 4 4 5 1 2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啤酒工艺学
酿酒工程（中外合作）专业的核心课程，主要讲授啤酒生产原料、啤酒

酿造工艺、过程控制以及相应酿酒设备。是酿造工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微生物

学。建议第 5学期开设。

蒸馏酒工艺学

是酿酒工程（中外合作）专业的专业必修课，课程的内容为蒸馏酒生产

所涉及的基本理论、生产工艺技术、生产设备、最新发展动态等。本课程

以中国白酒的生产技术为主要学习内容，包括酿酒的原辅料和水、酒曲生

产工艺、白酒生产机理、大曲白酒生产工艺、其它白酒生产工艺、白酒风

味与品评、酒精生产工艺等。

先修课程：微生物 生物化学 化工原理。建

议第 5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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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分析

是为酿酒工程（中外合作）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通过该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主要掌握饮料酒酿造过程中涉及原料、半成品、成品的

理化指标的分析检验原理和方法、要点及操作中应注意事项。能够使用仪

器设备，并对实验数据能够进行处理，同时培养学生一定的科学研究及分

析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物理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生物

化学、微生物学、现代仪器分析。建议第 6
学期开设。

酿酒机械与设

备

是酿酒工程（中外合作）专业本科必修专业课之一，本课程主要讲授

啤酒、白酒、黄酒等酒类生产过程涉及的输送机械、原料预处理设备、发

酵设备及后处理设备，主要讲授酿酒工程的生产设备流程、设备的结构、

工作原理，主要设备的设计计算及选型，设备的应用及维护等，并介绍酿

酒设备的进展、新设备研发等前沿知识。课程讲授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理论

与实践相结、传统教学与现代教学相结合的原则 、教师教与学生学相结合

的原则。

先修课程：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化学工程

（化工原理）。建议第 6学期开设。

现代仪器分析

是酿酒工程（中外合作）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本课程分为理论

和实验两大教学环节。其主要内容在强调基础理论的同时，尽可能突出实

践性环节，加强学生日后毕业论文与实际工作中必需的内容。课程主要讲

授光谱分析、色谱和质谱的基本理论、分析方法、仪器结构原理及实验技

术等，并适当介绍现代仪器分析发展中的新动态和新方法。本课程强调学

生能力的培养，通过学习使学生初步掌握有关仪器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

分析对象、方法特点和仪器结构原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实

际应用的能力，从而为后续课程及毕业论文环节打下良好的基础。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

理化学，大学物理。建议第 5学期开设。

世界葡萄酒产

区概况

是研究世界葡萄酒的文化、产区、酒庄、酿造技术、葡萄品种等方面

知识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本课程主要从世界葡萄的产区着手，涉及到其历

史、地理位置，葡萄品种的知识与研究，深入介绍葡萄酒的酿造工艺，葡

萄酒文化及品酒常识。整个教学过程中，使学生能够掌握葡萄与葡萄酒方

面的基本知识，世界主要产区文化，对葡萄酒的品鉴和文化有一个基本的

了解，并能在实际工作和学习中得到应用。

建议第 5学期开课。

Wine Science

To provid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al chemical analyses that influence
wine production, including interactions with microbiology at an elementary
level, and the effects of these processes on wine production. Emphasis is also
given to competency in wine chemical analysis and calculations required in
wine quality control.

建议第 5学期开课。

White Wine
Vinification

A detailed study of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used in table wine production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effects on wine composition and quality. Emphasis
will be placed on the importance and relevance of ongoing quality control
throughout the winemaking process.

建议第 5学期开课。由新西兰教师讲授

Vineyard Trellis
and Canopy
Management

The subject is structured to blend the practical aspects of grapegrowing with the
scientific theory underlying key vineyard operations. Most major events of a
vineyard growth cycle are addressed over this two semester subject. There will
be a balanced emphasis on how, as well as, why a particular viticultural strategy
is employed.

建议第 5学期开课。由新西兰教师讲授

Sensory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that underlie sensory assessment, particularly
those relevant to taste, smell and mouthfeel. It includes the physiolog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nses,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sensory testing
procedur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principles to the sensory assessment of
wine, grape juice and some wine faults. Varietal flavour profiles, regional
wine styles and wine faults are also covered

建议第 6学期开课。由新西兰教师讲授

Winery
Engineering

To examine aspects relevant to winery plann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expansion of facilities, such as the provision of utilities, equipment selection and
winery safety.

建议第 6学期开课。由新西兰教师讲授

Post
Fermentation
Wine Processes

A detailed study of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used in table wine production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effects on wine composition and quality. Emphasis
will be placed on the importance and relevance of ongoing quality control
throughout the winemaking process.

建议第 6学期开课。由新西兰教师讲授

Vineyard
Operations and
Technology

The subject is structured to blend the practical aspects of grapegrowing with the
scientific theory underlying key vineyard operations. Most major events of a
vineyard growth cycle are addressed over this two semester subject. There will
be a balanced emphasis on how, as well as, why a particular viticultural strategy
is employed.

建议第 6学期开课。由新西兰教师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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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Sensory
Assessment

A study of wine assessment at an advanced level that assumes a significant
knowledge of sensory science and some sensory descriptive skill. It considers
Chinese, New Zealand and international wine, and all major wine types.
Attributes of wine sensory quality are explored and are examined in terms of
wine type, origin, grape variety and potential market. Scoring of wine is
discussed princip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ine show system. Student
assessment skill is assessed, and the assessment includes objective tests of
scoring reliability and scoring discrimination. Each student also presents orally,
a sensory comparison of two wines.

建议第 7学期开课。由新西兰教师讲授

Wine Chemistry

This subject will provide the student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details of the
chemical and physical processes and interactions that influence and achieve
wine stability. The subject also covers the chemistry of phenolic and flavour
compounds found in wine, of added and natural exogenous enzymes of
microbial origin and the chemistry of distilled grape spirit.

建议第 7学期开课。由新西兰教师讲授

Red Wine
Vinification

A detailed study of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used in table wine production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effects on wine composition and quality. Emphasis
will be placed on the importance and relevance of ongoing quality control
throughout the winemaking process.

建议第 7学期开课。由新西兰教师讲授

Wine
Microbiology

This subject will provide the student with specialised knowledge and skills
related to the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of yeast and bacterial growth during
wine fermentation, post-fermentation processing and wine storage. Aspects of
microbial control from grape harvest to bottling of wine will be considered.
Genetic concepts and genetic techniques for yeast strain development will be
covered as well as traditional and genetic approaches to wine yeast and wine
bacteria identification.

建议第 7学期开课。由新西兰教师讲授

微生物遗传育

种学

本课程是酿酒工程(中外合作)专业的选修专业课之一；具有知识点多、

学科交叉性较强和应用性较强的特点,对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具有重要

的意义。课程内容包括菌种的分离筛选、诱变和细菌的转化、微生物遗传

育种的遗传学原理、基因突变及其机制、基因突变的应用、基因重组育种、

基因工程及其应用，相关实验流程具有完整性和连贯性。通过本门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对微生物育种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有比较系统

的认识和全面的掌握，为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建议第 4
学期开课。

生物分离工程

生物分离工程的根本任务使设计和优化分离过程提高分离效率，降低过

程成本；其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研究开发高容量、高速度和高分辨率的新技

术、新介质和新设备。本课程以生物大分子分离纯化技术为核心，系统介

绍了生物产品分离纯化的基本原理、分离操作、过程理论及应用。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生物化学、物

理化学、化工原理。建议第 6学期开课。

发酵工艺原理

本课程是酿酒工程（中外合作）专业的选修专业课之一；是一门综合性

学科，涉及领域宽、涵盖范围广、基础性强，同时又是一门基础理论与生

产实际相结合的课程；发酵工程是现代生物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应

用于农业、医药、食品、环保、能源和化工等领域，涉及到全人类所面临

的营养与健康、环境与资源等人们日常生活、社会重大问题及国家战略性

问题。通过发酵过程进行的产品开发和环境保护，已经并将继续给人类带

来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当今，现代发酵工程在生物技术产业化中起着重

要作用，需要众多技术人员从事相关的研究与开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理解发酵工艺的基本理论，掌握发酵生产的基本操作，能分析、解

决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能灵活、系统地运用发酵工艺原理进行发

酵工艺设计以及新工艺、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

先修课程：化工原理、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建议第 5学期开课。

食品营养与安

全

是酿酒工程（中外合作）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它包括两门相

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学科，即营养学与食品安全学。该课程主要研究在食

品加工生产中所涉及的营养学与食品安全性问题。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掌握人体所需的能量来源和各种营养素的基本知识及营养素在食品加

工中的变化；人体对营养的消化吸收；各种食品的营养价值；特殊人群的

营养问题；合理膳食和营养强化；功能性食品的有关知识。培养学生从食

品加工的角度出发，掌握营养学与食品安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

学科的发展方向，合理利用食物资源，保持食品中原有的营养成分、预防

食品污染、食物中毒及其它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建议第 6
学期开课。

十一、有关说明

526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27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食品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心和较高的道德水平，能够在食品的生产、加

工、流通及食品科学与工程有关的教育、研究、进出口、卫生监督、安全管理等部门，从事食品或相关产品的生产管理、品质控制、

产品销售、技术开发、工程设计、检验检疫、教育教学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1.素质结构要求

(1)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包括正确的政治方向，遵纪守法、诚信为人，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健全的人格；

(2)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掌握一定的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具有较好的人文修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现代意识和健康的人际交往意识；

(3)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受到严格的科学思维训练，掌握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有求实创新的意识和革新精神；在食品科学与工程

领域具有较好的综合分析素养和价值效益观念；

(4)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包括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生活习惯；

2.能力结构要求

(1)获取知识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自学习惯和能力、有较好的表达交流能力、有一定的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2)应用知识能力：具有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具备一定的从事本专业业务工作的能力和适应相邻专业业务工作的基本

能力和素质。

(3)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3.知识结构要求

(1)自然科学知识：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道德、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

(3)工具性知识：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外文专业文献；掌握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资料查询、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具有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能力。

(4)专业基础知识：掌握微生物学、生物化学、食品工程原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5)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知识：掌握食品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掌握食品营养学、食品化学、食品工艺学的基本理论；了解食

品科学与工程专业领域技术标准、相关行业的政策、法律和法规。

(6)工程技术知识：掌握 AutoCAD制图和食品工厂设计等知识。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质、

表达与沟通

能力

2.创新创业

精神

3.自然科学

知识

4.专业基础

知识
5.专业知识

6.工程技术

知识
7.管理知识

8.工具性知

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线性代数Ⅱ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
高等数学Ⅱ √

无机及分析化学 √

有机化学Ⅱ

大学物理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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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 √

机械工程基础 √
食品生物化学 √

食品微生物学 √

食品分析 √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

工程制图 √

AutoCAD √
食品营养与安全

食品工程原理 √

食品化学 √
食品技术原理 √

食品工厂设计与环境保护 √

食品机械与设备 √
食品工艺学 √

食品科学导论 √

食品原料学 √
食品感官品评 √

食品专业英语 √

食品酶学 √
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 √

食品工程高新技术 √

食品包装学 √
食品添加剂 √

食品毒理学 √

食品新资源开发与利用 √
食品标准与法规 √

食品生物技术 √

功能性食品学 √
微生物遗传与致病菌检测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以工程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强化实践教学。学生在掌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多个实践环节

的训练，动手能力大大增强。使学生能从事食品生产技术、品质控制、产品开发、工程设计、分析与检测等教学、研发和管理等方面

的工作。

五、主干学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科学、化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无机与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食品化学、微生物学、食品营养与卫生学、食品分析、食品工程原理、食品技术

原理、食品工艺学、食品工厂设计与环境保护、食品机械与设备。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无机与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生物化学实验、微生物学实验、食品分析实验、食品化学综合实验、食

品工艺学实验；认识实习、金工实习、食品工程原理课程设计、食品工厂设计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70 42 8 42.5 10 23 12.5 32 51
学分占比 100% 24.71% 4.71% 25.00% 2.41% 13.53% 7.35% 18.82%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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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70学分

毕业要求：具有良好的思想和身体素质，符合学校规定的德育和体育标准；通过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教学环节，总学分达 170学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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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Databas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5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专业自定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48 160 13 10.5 11 4.5 2 0.5 0.5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

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42.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

(Higher Mathematics II)
9

144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

(Higher Mathematics II)
4 考试 B113104

大学物理Ⅱ

(College PhysicsⅡ)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Ⅰ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sⅠ)

1.5 48 1.5 考查 B11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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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

4 64 4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Ⅲ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Ⅲ)

0.75 24 0.75 考查 B043017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 Chemistry
experiment)

0.75 24 0.75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Ⅱ(Organic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3013

有机化学实验

Ⅲ(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Ⅲ)

1 32 1 考查 B043018

物理化学(Physical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43014

物理化学实验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1 32 1 考查 B043019

机械工程基础

(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 32 2 考试 B013006

食品生物化学(Food
Bio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953301

食品生物化学实验

(Food Biochemistry
Experiment)

1.5 48 考查 B953302

食品微生物学(Food
Microbiology)

3 48 3 考试 B963312

食品微生物学实验

(Food Microbiology
Experiment)

1.5 48 1.5 考查 B963313

小计 42.5 552 256 9.75 8.75 11 11.5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工程制图
(Technical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线性代数Ⅱ
(Linear Algebra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II(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4

AutoCAD 1.5 8 32 1.5 考试 B958101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Modern food
detection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958106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实
验(Modern food
detection technology
Experiment)

1 32 1 考查 B958107

食品标准与法规

(Food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

2 32 2 考试 B95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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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遗传与致病菌

检测( Microbial
Genetic and Pathogens
Detection)

1.5 8 32 1.5 考试 B956115

小计 16 160 32 48 3 2.5 7 1.5 2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3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食品工程原理

(Principal of Food
Process)

4 64 4 考试 B954110

食品化学(Food
Chemistry)

2.5 40 2.5 考试 B954102

食品分析(Food
Analysis)

1.5 24 1.5 考试 B954111

食品分析实验(Food
Analysis Experiment)

1.5 48 1.5 考查 B954104

食品技术原理

(Principle of Food
Technology)

2.5 40 2.5 考试 B954112

食品工厂设计与环境

保护(Food Plant
Desig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2 32 2 考试 B954106

食品机械与设备

(Food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2.5 40 2.5 考试 B954107

食品营养与安全

(Food Nutrition and
Safety)

2.5 40 2.5 考试 B954108

食品工艺学(Food
Technology)

4 64 4 考试 B954109

小计 23 344 48 2.5 9.5 11
6.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

学分：12.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食品科学导论

(Introduction of Food
Science)

1 16 1 考试 B956118

食品原料学(Food
Materials)

2 32 2 考试 B956102

食品感官品评

(Sensory Evaluation of
Food)

1 16 16 2 考试 B956119

食品专业英语

(English for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 32 2 考试 B95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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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酶学(Food
Enzymology)

2 32 2 考试 B956105

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2 32 2 考试 B956106

食品工程高新技术

(New technology of
food engineering)

2 32 2 考试 B956107

食品包装学(Food
Packaging)

1 16 1 考试 B956108

食品添加剂(Food
Additives)

2 32 2 考试 B956109

食品毒理学(Food
Toxicology)

2.5 24 32 2.5 考试 B956110

食品新资源开发与利

用(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ew food
resources)

2 32 2 考试 B956111

食品生物技术(Food
Biotechnology)

2.5 32 16 2.5 考试 B956113

功能性食品学

(Functional Food
Science)

1.5 24 1.5 考试 B956114

小计 23.5 392 96 9.5 11 4
7.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32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Public Laboring ) （1） 考查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工程训练Ⅲ 2 2 2 考查 B017102

食品认识实习 1 1 1 考查 B957101

食品生产实习 4 4 4 考查 B957102
食品化学综合实验 1 1 1 考查 B957103

食品工艺综合实验 4 4 4 考查 B957104

食品工厂设计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957105
食品毕业实习 6 6 6 考查 B957106

食品毕业设计（论文） 10 18 10 考查 B957107

食品工程原理课程设计 1 1 1 考查 B957108
小计 32 40 2 1 2 5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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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食品分析

本课程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必修的重要专业核心课，是在学生学习了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分析化学、食品化学等课程，并具有一定的分析基础理论和基本操作技

能后开设的，是一门技术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通过本课程系统的学习分析理论

和检测技术，使学生能独立运用物理或化学的分析方法对食品的原料、辅助材料、

半成品以及成品进行分析测定，同时初步培养科学研究能力。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

学、食品生物化学、食品微生物学等。

现代食品检

测技术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程，是培养食品科

学与工程专业工程技术人才的整体知识结构和能力的组成部分，是一门实用性很强

的学科。本课程还注重食品检测内容及方法的扩展和更新，力求为学生提供前沿食

品检测技术。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物理、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胶体化学Ⅱ

《胶体化学》是应用非常广泛的化学分支学科，涉及石油开发、陶瓷、催化、涂料、

建材、造纸、塑料、农药、环保、医药、食品等众多应用领域。胶体化学主要研究

各种不同的界面性质、胶体化学的基本原理、胶体与界面现象的关系、表面活性物

质和乳状液与高分子溶液，在此基础上介绍胶体科学的新发展，胶体与界面化学在

信息、生物、环境、能源等领域的应用。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AutoCAD

AutoCAD是目前国内外使用最广泛的计算机绘图软件，其丰富的绘图功能、强大

的编辑功能和良好的用户界面深受广大用户的欢迎。AutoCAD在食品工程中应用

广泛，尤其是食品工厂的设计应用方面，更是独树一帜。本课程旨在让学生掌握如

何利用 AutoCAD进行设计绘图，并教给学生工程绘图的规范和思考方法，为后续

的食品工厂设计和毕业设计等课程提供可靠的工具。这门学科的重点是掌握

AutoCAD绘制二维图的方法，以及工程绘图的规范，对培养该学科人才的应用能

力、科学综合素养和设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先修课程：计算机操作基础

食品营养与

安全

食品营养与安全是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基

础选修课，它包括两门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学科，即营养学与食品安全学。该课

程主要研究在食品加工生产中所涉及的营养学与食品安全性问题。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掌握人体所需的能量来源和各种营养素的基本知识及营养素在食品加工

中的变化；人体对营养的消化吸收；各种食品的营养价值；特殊人群的营养问题；

合理膳食和营养强化；功能性食品的有关知识。培养学生从食品加工的角度出发，

掌握营养学与食品安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学科的发展方向，合理利用食

物资源，保持食品中原有的营养成分、预防食品污染、食物中毒及其它食源性疾病

的发生。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食品工程原

理

食品工程原理保持了化工原理的基本框架，突出了单元操作的原理，结合食品工业

的特点，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食品工业中应用较广泛但化学工业应用相对少一些的单

元操作，从而使课程在保持体系完整性的同时更适合食品工业的需要。食品工程原

理是一门实践性、工程性很强的课程。它与大学物理、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食品

技术原理、食品工艺学存在着紧密联系，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基础必修课。在教

学实践中，本课程力求重视概念与原理，注重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和工程意识，提

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设备，着重典型分析，以操作原理为主。至于计

算，则侧重原理与方法，而具体步骤从简。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有机化学、胶

体化学

食品化学

食品化学是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专业课程中的重要主干课

程，。是从化学角度和分子水平上主要研究食品中的水分、糖类、蛋白质、脂类、

酶、色素、食品风味等成分的结构、理化性质、营养和安全性质以及它们在生产、

加工、贮藏和运销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及其对食品品质和安全性影响的科学。为改善

食品品质、开发食品新资源、创新食品加工工艺和贮运技术、科学调整膳食结构、

改进食品包装、加强食品质量控制及提高食品原料加工和综合利用水平奠定夯实的

理论基础。由于食品化学知识发展很快，将会结合我国目前食品工业的实际，适当

介绍新知识、新技术、新成果，培养学生灵活运用食品化学知识的能力，并具备一

定的科学思维和研究能力。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食品技术原

理

食品技术原理是一门运用微生物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食品工程等各方面的

基础理论和知识，研究和讨论食品原料、食品生产和储存过程；涉及的基本问题包

括食品的低温处理和保藏，食品的热处理技术，食品的干燥，食品的辐射和微波保

藏过程中原料和产品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各种设备的工作原理及生产工艺流

程，各种单元操作的不同性质和情况。通过学习，同学们能够达到举一反三，将来

实际工作中能够找出解决生产问题的途径。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食品化学、食

品营养学、食品微生物

食品工厂设

计与环境保

护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食品科学与工程及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一门技术性和实用性

较强的专业核心课。目的是使学生懂得基本建设的程序，了解工厂设计是属于基本

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了解食品工厂设计的阶段；掌握食品工厂厂址选择和总平面

先修课程：工程制图、AutoCAD、食

品技术原理、食品工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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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内容、原则、要求、方法、步骤及审批权限；掌握食品工厂工艺设计的内容、

原理和方法，并能合理地选择和确定在设计中所需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掌握建筑

的基本知识；了解环境保护中三废处理的各种方法，并能在不同类型的食品工厂设

计中组合运用；掌握经济分析的原理及一般方法。通过毕业设计使学生受到必要的

基本设计技能训练。待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既能担负起工厂技术改造的任务，又能

进行车间或全厂的工艺设计。

食品机械与

设备

本课程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必修的主要专业核心课之一，其任务是讲授各类食品

加工机械与设备的原理，结构和性能，参数的确定与选择及设备选型、使用等内容，

并有重点的介绍典型食品厂生产线的配套、生产设备的安装、维护技术，增强学生

动手能力，培养学生工程素质。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食品厂常用输送机械与设备的

类型，了解其特性及应用；掌握典型输送机械的结构及工作原理，能进行简单的计

算；了解常用清洗方法及机械设备，明确清洗及预处理的必要性，掌握常用清洗及

预处理机械的结构及工作原理，学会初步的选型；了解各种食品粉碎、食品分离机

械与设备的类型、优缺点，理解各种设备的基本原理，掌握设备的主要构件；了解

各种食品浓缩机械与设备的类型、优缺点，理解各种设备的基本原理，掌握设备的

主要构件。

先修课程：机械制图、食品工程原理

粮油食品加

工学

本课程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农产品加工方向的课程之一，同时也是粮油加工专

业和食品安全专业的重要课程。它是一门应用科学，以有机化学、食品生物化学、

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分析、食品工程原理等学科为基础，以多种机械操作和化工单

元操作为手段对粮油原料进行处理和加工，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本课程的教

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并掌握有关焙烤食品工艺技术和操作要点，淀粉生产与制糖、

植物油提取精炼和加工、啤酒与果酒制造，经过实践教学，使学生能够独立完成相

关加工品的制作。要求学生能够独立进行有关粮油加工领域的技术工作，并对这一

领域的发展趋势有所了解。

先修课程：有机化学、食品生物化学、

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分析、食品工程

原理。

果蔬贮藏与

加工学

果蔬贮藏与加工学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农产品加工方向的一门专业方向课。它要

求学生具有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生物化学等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的相关

知识，主要讲解果蔬化学成分在贮藏加工过程中的变化以及果蔬的加工方法和保藏

原理，具体内容包括果蔬贮藏基础知识、果蔬采后商品化处理及运输、果蔬贮藏技

术、果蔬加工前处理、果蔬加工技术等，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相关专业，独立承担果

蔬贮藏加工领域的教学、科研以及生产提供技术支持。

先修课程：有机化学、食品生物化学、

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学

食品工艺学

食品工艺学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主要介绍各种食品的加工原

理和方法以及工艺条件选择的依据。包括粮油、焙烤、乳品、饮料、动物性食品等

的加工技术。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食品加工的基本原理和加工技术，为学生毕业

后从事相关工作奠定基础。

食品工程原理、食品化学、食品营养

学、食品生物化学、食品微生物学等。

食品科学导

论

食品科学导论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也是入门课，旨在帮助食

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初学者在进入专业课学习之前初步了解食品方面的基本知识，

食品行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食品专业的招生情况，以及未来大学期间所要学习的

主要专业知识体系。

先修课程：有机化学、生物化学

食品原料学

食品原料学是研究食品天然原料、半成品原料的一门学科，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的专业任选课。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食品原料学概论；植物性食品原料，包括果

蔬、粮谷类；动物性食品原料，包括畜禽原料、水产原料、乳品和蛋品原料；以及

油脂原料、调味品和香辛料。从食品加工和食品食用品质角度，介绍各种食品原料

的种类、性质、特点和利用方法等。使学生了解食品原料的资源情况，生物学特性、

掌握各类原料的营养特点、化学成分以及在贮藏加工中的变化规律，并掌握相应的

技术措施，保持原料的品质和营养价值，为食品贮藏加工提供优质的原料，为安全

食品的生产和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先修课程：有机化学、食品营养与安

全、食品生物化学

食品感官品

评

食品感官品评是食品科学与工程和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任选

课），它以食品的感官品质作为课程的核心概念，介绍了食品感官鉴评的原理，感

官评定的基础，食品感官鉴评的环境条件，优选评价员的选拔与培训，三大感官分

析方法的设计与操作，以及食品感官分析的应用与试验，课程具有实践性和技能性。

通过学习，掌握食品感官评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能够准确判断食品的质量特性、

品质优劣，培养学生从食品加工和食品安全的角度出发进行食品质量控制和新食品

开发。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分析化学、食

品化学

食品专业英

语

本课程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本课程内容涵盖多门专业基础课

和专业课，如食品营养与安全、食品生物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技术原理、食

品工艺学等，内容主要包括食品营养与安全，食品生物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

加工技术等相关知识的英文表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使学生掌握一定的食品

专业英语词汇和专业术语，掌握食品专业英语文献的写作结构和特点，掌握查阅英

文科技文献的方法，培养学生能够阅读本专业英语文献，并初步具有能用英语撰写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有机化学、食

品营养与安全、食品生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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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摘要的能力。能够使学生把英语与专业知识结合起来，拓展学生的知识结

构。为该专业学生以后的学习工作打好专业英语基础。

食品酶学

食品酶学是研究与食品有关的酶以及酶与食品关系的一门科学。它是食品科学与工

程专业及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学习食品酶学是为了更好地了

解酶、掌握酶，使酶更好地为食品科学研究、食品加工储藏、食品分析及食品安全

所用。通过教学，将食品酶学与化学、生物化学、食品工艺及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拓宽知识面和思路。

该课程主要介绍食品酶学的定义与发展简史、酶的生产与分离纯化技术、固定化酶

技术、食品工业常用的酶以及酶在食品加工中、贮藏保鲜以及食品分析等方面的应

用原理和实例。要求学生熟悉酶的发酵生产方法、了解酶提取方法的选择、掌握酶

分离纯化工作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基本掌握固定化酶的概念及其制备方法；掌握淀

粉酶、蛋白酶的分类及其作用特性；充分理解酶在食品各领域应用的原理，并能用

实例加以说明。

先修课程：食品生物化学、食品微生

物学

食品质量与

安全控制

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是食品科学与工程科学专业的专业任选课程。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能全面掌握：良好的食品生产规范（GMP）、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

（HACCP）、食品生产的技术标准（ISO）、食品成分的检验感观和微生物指标的

基本理论和方法，熟悉欧美食品安全体系及相关研究的进展。是专门研究各种影响

食品安全的因素、安全性评价方法、质量管理和控制的技术与基本理论，进而对食

品质量与安全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一门技术性学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食品安

全与质量控制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方法，并能应用所学质量控制技术对食品质量和安

全性进行管理和控制，从而解决工作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先修课程：食品生物化学、食品分析、

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工程原理、食品

工艺学。

食品工程高

新技术

食品工程高新技术是对目前国内食品学科的主干专业课程食品工程原理的重要补

充，也是当今国际食品工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本课程涉及食品工程原理、食品保藏

原理、食品酶学、食品添加剂等内容。

本课程主要讨论食品工业中新出现的及已经在食品工业应用的新技术、新装备，讲

述生物技术、粉碎技术、冷冻干燥技术、杀菌技术、分离技术、加热技术、挤压膨

化技术、无菌包装技术、质构改良等新技术的特点、原理、先进性等专业知识，重

点结合实际案例讲述这些新技术、新装备在食品工业中的实际应用。

先修课程：食品工程原理、食品技术

原理、食品机械与设备

食品包装学

现代食品包装材料日新月异，食品包装材料卫生安全问题的不断出现使食品包装学

成为一门各食品相关专业的重要课程。课程以保障食品的营养成分为中心，研究采

用一定的包装材料，以恰当的包装技术方法，使食品的营养成分得以最大程度保留

的方法和措施；主要讲授食品包装材料、食品包装原理、食品包装技术、各类食品

的具体包装方法。在人们日益重视食品安全问题的今天，食品包装材料的卫生安全

问题给本课程提出了新的挑战，并成为本课程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食

品微生物学、食品机械与设备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和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

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食品添加剂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为加入到

食品中的物质，因此，它一般不单独作为食品来食用；是既包括人工合成的物质，

也包括天然物质；另外，加入到食品中的目的是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

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

食品添加剂课程是食品科学与工程的专业任选课之一。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了

解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意义和发展过程，食品添加剂及对提高食品质量和促进食品工

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熟知食品添加剂的相关技术理论和应用原理以及有关食品添加

剂法规管理知识，很好的掌握食品添加剂的定义、性能、作用机理、使用方法、使

用范围、使用剂量、毒性毒理学与安全方面的认知和理解。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食

品生物化学、食品分析

食品毒理学

食品毒理学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的重要专业选修课，是为该专业学生建立

食品安全知识结构的核心课程。

食品毒理学是卫生毒理学（包括环境毒理学、工业毒理学、食品毒理学、农药毒理

学、放射毒理学等）的一个分支学科，是毒理学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在食品科学

中的应用。它主要研究食品中外源化学物（毒物）的性质、来源与形成、它们的不

良作用与可能的有益作用及其机制，并确定这些物质的安全限量和评价食品的安全

性。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食品中可能存在的对人体安全具有潜在威胁的

有毒物质的种类、性质、来源；熟悉毒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过程；

掌握毒物的毒性作用机制，以及人体对毒物的作用（氧化、还原、水解、结合）过

程；熟知食品中常见的毒性物质；理解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与方法。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食

品化学

食品新资源

开发与利用

食品新资源通过不断的发现和研究被人们所认识、了解，并逐渐应用到食品工业。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食品新资源的概念、分类、特点和利用，并从中学

习其开发和利用的方法、观念，启迪学生的思维，开拓学生的视野，从而为其以后

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先修课程：食品营养学、食品营养与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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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标准与

法规

食品法规与标准是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选修课。本课程内

容主要包括：标准与法规的定义、范围和关系（标准与法规间的关系及与质量管理

体系等的关系）；标准与法规的地位、分类与制定、监督与管理；食品标准与法规

的作用与意义（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监督管国内外贸易）；我国的标准与法规（基

础标准与法规、添加剂、粮油食品、糖果与饮料、焙烤食品、肉乳食品等）；国际

和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标准与法规；国内标准的提升（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则、方法）；

食品企业标准体系（编制指南、体系表）；国内外标准的发展趋势等。

先修课程：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分析、

食品化学、营养与食品安全等

食品生物技

术

“食品生物技术”是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之一。

随着生物技术在食品工业应用中的日益广泛和深入，它已逐渐成为提升我国食品工

业技术含量、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核心技术，因此，培养既掌握食品工程技术，又

将生物技术熟练应用于食品加工中的复合型高级专业人才，是食品工业发展对专业

人才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系统介绍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的基本

概念及国内外食品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和开发进展，使学生了解生物技术在食品工

业中的主要应用实例，掌握发酵工程、酶工程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术及其在食品工

业中应用的典型实例，以便使学生能够自觉地用生物技术的手段解决食品工业中的

实际问题。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功能性食品

学

功能性食品学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功能性食品是时代对传统

食品的深层次要求，被认为是 21世纪食品行业的发展方向。开发功能性食品的目

的是要满足人类自身的健康需要。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功能性食品的定

义、分类、各种功能因子的保健机理、应用实例，功能性食品配方设计原则及功效

成分检测等，熟悉功能性食品的申请程序、评价、质量管理和有关法规，为以后从

事相关的工作打下一定基础。

先修课程：食品工程原理、食品营养

与安全、食品技术原理

微生物遗传

与致病菌检

测

本课程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选修课。其目的是学生对使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所

涉及的微生物育种技术的遗传学原理与相关方法、致病微生物检测技术与相关方法

有深刻的认识。要求学生掌握微生物育种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包括诱变育种、

基因组重组育种和基因工程育种，具备食品致病菌检测技术的基本理论知识和熟练

的操作技能。

修课程：食品微生物学、食品生物化

学、食品营养与安全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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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27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按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要求，培养具有化学、生物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的基本知识，掌握食品安全学、食品营养学、食品

毒理学、食品质量与安全检测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具备英语、计算机操作与应用能力，熟悉食品标

准与法规，能在食品企业、商检、卫生防疫、科研院所及有关社会中介机构等部门，从事食品质量与安全性检测、监测、评价、预警、

控制、认证、标准和法规制定及食品质量安全的科研、管理工作的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

二、培养要求

⑴自然科学知识：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⑵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道德、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

⑶工具性知识：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外文专业文献；掌握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资料查询、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具有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能力。

⑷专业基础知识：掌握微生物学、生物化学、食品工程原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⑸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知识：掌握食品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掌握食品营养学、食品安全学、食品毒理学的基本理论；掌握安全

食品生产全程质量控制与检（监）测原理与技术；掌握食品质量与安全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熟悉国际国内食品标准与法规。

⑹工程技术知识：掌握工程制图、电工电子学和基本工程技术等知识；

⑺管理知识：了解与食品质量与安全有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质、

表达与沟通

能力

2.创新创业

精神

3.自然科学

知识

4.专业基础

知识
5.专业知识

6.工程技术

知识
7.管理知识

8.工具性知

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

高等数学Ⅱ √
无机及分析化学 √

有机化学Ⅱ √

大学物理Ⅲ √
食品生物化学 √

食品微生物学 √

食品分析 √
仪器分析 √

电工学Ⅱ √

建筑制图 √
胶体化学Ⅱ √

线性代数Ⅱ √

食品化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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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

食品加工概论 √
食品工厂设计与环境保护 √

食品安全学 √

食品质量与控制学 √
食品无损检测技术 √

动植物食品检疫学 √

食品原料安全控制学 √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追溯 √

食品供应链管理 √

微生物遗传与致病菌检测 √
免疫学导论 √

食品工程原理 √

食品毒理学 √
食品包转学 √

食源性疾病学 √

食品安全保藏学 √
食品安全专业英语 √

食品感官品评Ⅱ √

人体生理概论 √
食品标准与法规 √

食品功能性评价 √

市场营销学 √
食品营养与卫生 √

食品生物技术 √

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 √
食品添加剂 √

食品分离技术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安全教育 √

生产实习 √
社会实践 √

课程实验 √

食品加工及质量控制课程设计 √
食品工厂设计课程设计 √

食品安全检测综合实验 √

食品工艺学实验 √
毕业实习 √

毕业论文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能在高等院校、相关科研

机构或在食品的流通、加工、进出口、卫生监督、食品质量监督等部门，从事食品生产、食品检验、食品品质控制与质量管理、科学研

究等工作的复合应用型人才。

五、主干学科

食品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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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食品生物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加工与保藏原理、有机化学、食品化学、食品分析、食品毒理学、食品质量控制技术、

食品检测技术、食品法规与标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食品检测技术（1学分/32学时）、食品工厂设计课程设计（2学分/2周学时）、食品加工及质量控制课程设计（2
学分/2周）、生产实习（4学分/4周）、食品安全与检测综合实验（2学分/2周）、食品工艺学实验（2学分/2周）、毕业实习（4学分

/4周），毕业论文（10学分/18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70 42 8 42.5 11 20 12.5 34 54.5

学分占比 100% 24.71% 5% 25.00% 7.18% 12.50% 8.13% 20.00% 32.06%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食品安全学、食品营养学、食品毒理学、食品安全检测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具备英

语、计算机操作与应用能力，熟悉食品标准与法规，能在食品企业、商检、卫生防疫、科研院所及有关社会中介机构等部门，从事食品

质量与安全性检测、监测、评价、预警、控制、认证、标准和法规制定及食品质量安全的科研、管理工作的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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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1 16 1 考试 B121610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专业自定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2 24 16 2 考试 B031005

小计 42.0 632.0 0.0 48.0 160.0 13.0 10.5 11.0 4.5 2.0 0.5 0.5 0.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4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 II（上）(Higher
Mathematics II)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 II（下）(Higher
Mathematics II)

4 64 4 考试 B113104

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

4 64 4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

Ⅲ(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

0.75 24 0.75 考查 B04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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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实验(Analytic
Chemistry experiment)

0.75 24 0.75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Ⅱ(Organic
ChemistryⅡ )

4 64 4 考试 B043013

有机化学实验

Ⅲ(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Ⅲ )

1 32 1 考查 B043018

大学物理Ⅱ(College
PhysicsⅡ)

4.5 72 4.5 考试 B113204

大学物理实验Ⅰ

（College PhysicsⅠ
Experiments）

1.5 48 1.5 考查 B117201

食品生物化学(Food
Biochemistry )

4 64 4 考试 B953301

食品生物化学实验(Food
Biochemistry
Experiment )

1.5 48 1.5 考查 B953302

食品微生物学(Food
Microbiology)

3 48 3 考试 B964312

物理化学（Physical
Chemistry ）

4 64 4 考试 B043014

物理化学实验（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1 32 1 考查 B043019

机械工程基础

（Fundamentals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2 32 2 考试 B013006

食品微生物学实验(Food
Microbiology
Experiment )

1.5 48 1.5 考查 B964313

小计 42.5 552 256 0 0 9.75 8.75 14.5 9.5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食品分析(Food
Analysis)

1 16 1 考试 B958201

食品分析实验(Food
Analysis Experiment)

1.5 48 1.5 考查 B958202

AutoCAD 2 16 32 2 考试 B9582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I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I )

2.5 40 2.5 考试 B118124

仪器分析( instrumental
analysis)

3 32 32 3 考试 B958204

工程制图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胶体化学Ⅱ(Colloid
Chemistry II )

2.5 32 16 2 考试 B958205

线性代数 II (Linear
Algebra II )

2.5 40 2.5 考试 B113122

小计 18.00 216 96 48 2.5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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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食品化学

(Food Chemistry)
2.5 40 2.5 考试 B954201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Modern food detection
technology )

3 32 32 3 考试 B954202

食品加工概论

(Introduction to food
processing)

2.5 40 2.5 考试 B954200

食品工厂设计与环境保

护

(Food factory desig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2 32 2 考试 B954204

食品安全学

(foodsafetiology )
2 32 2 考试 B954205

食品质量与控制学

(Food quality and
control )

2 32 2 考试 B954206

小计 14 208 32 0 0 0 0 0 2.5 7.5 4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食品

安全

检测

方向

食品无损检测技术

(Food nondestructive
testing technology )

2 32 2 考试 B955201

动植物食品检疫学

(Animal and plant food
quarantine)

2 32 2 考试 B955202

食品分离技术

(Food separation
technology)

2 24 16 2 考试 B955203

小计 6 88 16 2 4

食品

质量

控制

方向

食品原料安全控制学

(Food raw material safety
control )

2 32 2 考试 B955206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追

溯(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nd
traceability)

2 24 16 2 考试 B955212

食品供应链管理

(Foo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955211

小计 6 88 16 0 0 0 0 0 0 2 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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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2.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微生物遗传与致病菌检

测(Microbial genetics
and detection of
pathogenic bacteria )

1.5 8 32 1.5 考试 B956201

免疫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immunology )

2 32 2 考试 B956202

食品工程原理(Principles
of food engineering )

2 32 2 考试 B956203

食品毒理学(Food
Toxicology)

2.5 24 32 2.5 考试 B956204

食品包装学(Food
packaging )

2 32 2 考试 B956205

食源性疾病学(Food
borne disease)

2 32 2 考试 B956206

食品安全保藏学(Food
safety preservation)

2 32 2 考试 B956207

食品添加剂(food
additives)

2 32 2 考试 B956208

食品感官品评(Food
Sensory Evaluation )

2.5 24 32 2.5 考试 B956209

食品安全专业英语

(English for food safety )
2 32 2 考试 B956210

人体生理概论

(Introduction to human
physiology )

2 32 2 考试 B956211

食品标准与法规(Food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

2 32 2 考试 B956212

食品功能性评价(Food
functional evaluation)

2 32 2 考试 B956213

市场营销学(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956214
食品营养与卫生(Food
nutrition and hygiene )

2 32 2 考试 B956215

食品生物技术(Food
Biotechnology )

2.5 32 16 2.5 考试 B956216

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

(Health food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2 32 2 考试 B956217

小计 35 504 112 0 0 0 0 0 0 14 17 4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34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Public Laboring ) （1） 考查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工程训练Ⅲ 2 2 2 考查 B01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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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厂设计课程设计 2 2 2 考查 B957201

生产实习 4 4 4 考查 B957202
食品加工及质量控制课程设计 2 2 2 考查 B957203

食品安全与检测综合实验 4 4 4 考查 B957204

食品工艺学实验 2 2 2 考查 B957205
毕业实习 6 6 6 考查 B957206

毕业论文 10 18 8 10 考查 B957207

小计 34 38 2 2 4 2 22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食品生物化学(Food
Biochemistry )

本课程全面系统地介绍普通生物化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和方法，以及食物中

的主要营养成分在食品加工过程中的生化变化和对食品品质的影响。通过本课程

的教学，使学生掌握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性质和生物学功能；掌握各类生物大分

子在生物体内的主要代谢途径、调控及相互联系，以及掌握蛋白质、酶、核酸、

糖等重要物质的分离、纯化和测定技术的原理及方法。使学生掌握生物化学的基

本知识、基本理论及基本实验技能，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和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奠定

必要的基础。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

食品生物化学实验

(Food Biochemistry
Experiment )

生物化学实验是生物化学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化实验力求帮助学生深入

理解理论课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使学生更多的掌握一些生物化学实验技术的

基本原理和操作方法。实验内容涉及生物大分子的分离、纯化、分析鉴定的方法

以及层析技术和电泳技术。通过实验使学生学习设计实验的基本思路，掌握实验

的基本原理，学会熟练地使用生物化学实验仪器，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为参加

科学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食品分析(Food
Analysis)

本课程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必修的重要专业核心课，是在学生学习了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分析化学、食品化学等课程，并具有一定的分析基础理论和基本操作

技能后开设的，是一门技术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通过本课程系统的学习分析

理论和检测技术，使学生能独立运用物理或化学的分析方法对食品的原料、辅助

材料、半成品以及成品进行分析测定，同时初步培养科学研究能力。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食品生物化学、食品微

生物学等。

食品分析实验(Food
Analysis Experiment)

通过本实验的练习，学生应了解食品样品的采集、前处理、分析等步骤，了解食

品中营养、危害成分和添加剂的检测方法和实验原理，较熟练的掌握食品中水分、

灰分、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脂肪及食品添加剂的测定，学会数据处理的方法。

AutoCAD

AutoCAD是目前国内外使用最广泛的计算机绘图软件，其丰富的绘图功能、强大

的编辑功能和良好的用户界面深受广大用户的欢迎。AutoCAD在食品工程中应用

广泛，尤其是食品工厂的设计应用方面，更是独树一帜。本课程旨在让学生掌握

如何利用 AutoCAD进行设计绘图，并教给学生工程绘图的规范和思考方法，为后

续的食品工厂设计和毕业设计等课程提供可靠的工具。这门学科的重点是掌握

AutoCAD绘制二维图的方法，以及工程绘图的规范，对培养该学科人才的应用能

力、科学综合素养和设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先修课程：计算机操作基础

仪器分析

( instrumental
analysis)

仪器分析是现代分析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应用已渗透到工业、农业、国防和

科学技术各个领域，是食品科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医学及医药

学、商品检验等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手段和不可或缺的工具。对食品类各专业的

学生来讲仪器分析技术将一直与其科研相伴。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可以掌

握常用仪器分析方法的原理和仪器的简单结构；学生通过学习初步具有根据分析

的目的，结合学到的各种仪器分析方法的特点、应用范围，选择适宜的分析方法

的能力，有助于后续课程的学习。

二、课程教学内容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

胶体化学Ⅱ(Colloid
Chemistry II )

本课程介绍胶体化学概貌，胶体的制备、胶体的表面性质、胶体的动力性质、光

学性质、流变性质、电学性质及胶体中应用最广的两种体系：乳状液和溶胶。同

时介绍已得到广泛应用的表面活性剂的知识。尽可能使基本理论与实践知识结合,
达到学以致用,联系生产的目的。主要内容包括表面与胶体化学基本概念、模型及

计算方法，理解胶体的各种性质及应用。重点掌握各种界面（液-气、液-液、固-
气、固-液等）上发生的物理化学过程、胶体形成的控制因素以及各种作用对胶体

性质的影响。同时还应得到一般科学方法的训练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这种训

练和培养贯穿在课程教学的整个过程中，使学生体会和掌握怎样由实验结果出发

进行归纳和演绎，或由假设和模型上升为理论，并结合具体条件应用理论解决实

际问题的方法。

先修课程：有机化学、生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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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化学(Food
Chemistry)

食品化学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专业课程中的重要主干课

程（教育部食品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的十门骨干课程之一），被称为

开启食品科学之门的一把“钥匙”。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食品（原料）

的化学组成、结构、理化性质、营养和安全性质以及他们在生产、加工、贮藏和

运销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和这些变化对食品品质和安全性影响等理论知识。为改善

食品品质、开发食品新资源、革新食品加工工艺和储运技术、科学调整膳食结构、

改进食品包装、加强食品质量控制及提高食品原料加工和综合利用水平奠定夯实

的理论基础。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

(Modern food
detection technology )

现代食品检测技术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很重要的一门必修课程，是培养食品质

量与安全专业工程技术人才的整体知识结构和能力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

是许多专业后继课程的基础。本课程还注重食品检测内容及方法的扩展和更新，

力求为学生提供前沿食品检测技术。

先修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物

理、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食品加工概论

(Introduction to food
processing)

本课程为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基础必修课，处于教学的核心地位。其主要内容

包括：食品加工、制造的主要原料特性及其保鲜，食品热处理和杀菌，食品的非

热杀菌与除菌，食品的低温处理与保藏，食品的干燥，食品浓缩和结晶，食品的

微波处理，食品的辐照，食品的腌渍、发酵和烟熏， 食品的化学保藏等，内容基

本覆盖整个食物链，包括原材料采收、贮运、加工、包装及食品流通过程，并尽

量反映食品科学技术的新进展。本课程理论教学以多媒体课堂教学为主，结合课

程实验和讨论、学生可利用网上资源进行自学和复习。使学生能掌握生产工艺控

制的理论，学会分析生产过程存在的技术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先修课程： 食品化学、食品生

物技术、食品微生物学、有机化

学、食品卫生学

食品工厂设计与环境

保护(Food factory
desig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食品科学与工程及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一门技术性和实用性

较强的专业课。目的是使学生懂得基本建设的程序，了解工厂设计是属于基本建

设的一个重要环节；了解食品工厂设计的阶段；掌握食品工厂厂址选择和总平面

设计的内容、原则、要求、方法、步骤及审批权限；掌握食品工厂工艺设计的内

容、原理和方法，并能合理地选择和确定在设计中所需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掌

握建筑的基本知识；了解环境保护中三废处理的各种方法，并能在不同类型的食

品工厂设计中组合运用；掌握经济分析的原理及一般方法。通过毕业设计使学生

受到必要的基本设计技能训练。待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既能担负起工厂技术改造

的任务，又能进行车间或全厂的工艺设计。

先修课程：工程制图、AutoCAD、
食品技术原理、食品工艺学

食品安全学

(foodsafetiology )

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而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的发展和社会稳定。目前，中国的食

品安全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由于剧毒农药和兽药的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

误用和滥用，食品的违规掺假，环境的污染等，食品还存在着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本课程从污染的本质进行分类，重点对化学的污染、生物的污染和物理的污染进

行详细的阐述，并对其评价和控制措施进行简要说明。

先修课程：食品微生物学、食品

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化学、分

析化学、食品工艺学、食品科学

原理、食品包装学。

食品质量与控制学

(Food quality and
control )

本课程为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核心课程，处于教学的核心地位。本课程主要内

容包括：食品质量及质量特性的特点，食品质量控制体系的内容；食品安全风险

分析的科学框架及分析步骤；卫生标准操作程序（SSOP）、良好操作规范（GMP）、
危害分析及关键控制点（HACCP）以及 5S管理等重要的质量控制体系的含义、

内容及原理；肉制品、乳制品、水产品、饮料、罐头、速冻食品、焙烤食品、油

炸食品以及休闲食品等各类食品的安全控制关键技术；ISO9000、ISO22000以及

ISO14000三族国际标准；食品货架期寿命的含义及预测评估方法。基本涵盖了现

行的食品质量控制体系的所有内容，并以实例的形式讲解各类食品具体的安全控

制关键技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企业的

合理化建议并制定出可行的质量管理方案，并取得 ISO9000和 ISO22000体系的内

审员资格证。

先修课程：食品加工与保藏学、

食品化学、食品营养与卫生学、

免疫学导论、食品毒理学、食品

微生物学、食品分析化学及食品

安全学等。

食品无损检测技术

(Food nondestructive
testing technology )

食品的品质是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在食品的国际贸

易中，世界各国都把品质问题放在首位，并把品质检测作为抵御外来竞争的一种

手段。由于我国食品品质往往达不到出口国的技术指标，导致国内食品出口企业

屡屡受挫于其他国家的“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解决食品的品质问题需要从生产

和检测两方面来努力。因此，食品品质检测成为当前科学研究热点之一，其中食

品无损检测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食品无损检测研究属于多学科交叉领域，各种新的检测技术和方法不断涌现。本

课程对一些无损检测方法进行了总结和讲解，希望能丰富和扩大食品质量与安全

的学生的食品检测能力。

先修课程：食品化学、食品安全

学、食品分析、仪器分析、无机

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食品生

物化学

动植物食品检疫学

(Animal and plant
food quarantine)

《动植物检验检疫学》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方向必修课，是为该

专业学生建立动植物检验检疫知识结构的核心课程。是一门涉及多个学科的综合

性课程，课程内容多、跨度大，背景知识面广。

动植物检验检疫学主要介绍了动植物检验检疫的发展，动植物检验检疫的概念和

先修课程：食品微生物、食品生

物化学、食品毒理学、食品安全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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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动植物检验检疫的生物学基础、动植物检验检疫基本程序、相关法律和

法规；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动植物检验检疫的检验、鉴定方法与技术以及动植

物检验检疫实践中的除害处理方法以及防止疫病发生和传播的相关措施。通过该

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动物、植物检验检疫技术的基本知识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为将来从事动植物检验检疫工作奠定基础。

食品分离技术(Food
separation technology)

本课程介绍各种分离技术的基本理论及其在食品科学和工程中的应用，尤其侧重

于新型分离技术的应用。内容包括“分离技术概论”、 “萃取”、 “蒸发”、“蒸馏”、
“沉淀”、“离心和过滤”、“膜分离”、“离子交换”、 “电泳”“色谱”、 “结晶分离技术”
等传统和现代的分离技术。在介绍这些技术的基本理论及其在食品中的应用的同

时，论及这些技术的发展趋向，并结合实际，适当地介绍一些比较成熟的生产工

艺，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先修课程：食品化学、无机化学、

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生物化学

食品原料安全控制学

(Food raw material
safety control )

食品安全是当今世界食品生产与供给中最受重视的问题之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

给人们带来丰富食物的同时也造成了各种污染，人们不得不面对食品安全性问题。

食品原料安全控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农业生态系统与食品原料安全；食品原料基

础；食品原料生产中的污染；食品原料生产的化学和生物学基础；植物、畜产、

水产和其他食品原料安全质量控制；食品原料基地建设；食品原料的运输和验收

以及食品原料质量检验与评价等。重点在于阐述造成食品原料安全隐患的诸多原

因以及解决这些安全隐患的种种途径，使学生掌握食品原料安全控制的基础知识

和控制措施，为今后从事食品安全研究与管理工作打下理论基础。

先修课程：食品化学、生物化学、

食品分析、普通生物学、有机化

学、食品微生物学

适用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

追溯(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nd
traceability)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追溯》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本科生一门重要的专业方向

必修课程，是培养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人才的整体知识结构、综合素质和应用能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与其他专业课程密切相关。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追溯是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等食品安全监管措施的科学基础和

依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追溯课程讲述了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的框架，危害识别、

危害特性、暴露评估、风险描述等风险评估的基本原理以及食品安全追溯的相关

知识，并结合实际评估和追溯案例，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追溯的方法进行了解

析，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知识结构不可缺少的部分，通过该课程学习能使

学生掌握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基本方法，熟知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毕业后能够适

应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追溯的工作。

先修课程：食品化学、食品微生

物学、食品毒理学、食品安全学

食品供应链管理

(Foo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食品供应链是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涉及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最终用户活动的上

游与下游企业所形成的网链结构。本课程围绕供应链作出了全面阐述。

本课程内容包括食品消费者、风险感知和产品安全采购、畜牧系统和作物生产，

食品制造、零售、批发和餐饮业。详细阐述了超市供应链网络，第三方物流，供

应链的温度控制，有机食品和美国食品供应链。最后对食品供应链管理的未来做

了展望。

先修课程：食品化学、食品生物

化学、安全原料生产学、市场营

销学等。

微生物遗传与致病菌

检测(Microbial
genetics and detection

of pathogenic
bacteria )

本课程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选修课。其目的是学生对使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所涉及的微生物育种技术的遗传学原理与相关方法、致病微生物检测技术与相关

方法有深刻的认识。要求学生掌握微生物育种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包括诱变

育种、基因组重组育种和基因工程育种，具备食品致病菌检测技术的基本理论知

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

先修课程：食品微生物学、食品

生物化学、食品安全学、食品营

养与卫生

免疫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immunology )

免疫学导论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专业任选课，本课程主要介绍抗原性异物如

何克服宿主进入机体，生物机体又如何通过相应的组织结构来处理和识别多种抗

原性异物，机体的免疫应答又怎样通过致敏淋巴细胞以及以抗体为代表的多种免

疫分子进行免疫调节，最终清除异物，使生物机体保持良好的免疫状态。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主要使学生掌握免疫学的基本原理，掌握免疫学在食品中的应用，

如超敏反应与食物过敏、消化道黏膜免疫等内容，为今后学生学习后续课程及考

研深造打下理论基础。

先修课程：细胞生物学、食品生

物化学

食品工程原理

(Principles of food
engineering )

食品工程原理是一门实践性、工程性很强的课程。它与大学物理、有机化学、物

理化学、食品技术原理、食品工艺学存在着紧密联系，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基

础必修课。《食品工程原理》课程的主要内容是食品加工过程的各种工程概念和

单元操作的一门课程。通过本课程的课堂讲授及实验教学，要求学生具备以下能

力：

(1) 熟悉和了解现代化食品生产中各个单元操作的作用原理，过程描述，典型设备

的结构和工艺计算。

(2) 能够分析解决食品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例如，在实际生产中涉及的控制参数较

多，需要研究如何判断它们的主次来确定适宜的设备，以及最佳的操作条件或经

济适用的加工方案等。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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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毒理学(Food
Toxicology)

《食品毒理学》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本科生的重要专业选修课，是为该专业学

生建立食品安全知识结构的核心课程。

食品毒理学是卫生毒理学（包括环境毒理学、工业毒理学、食品毒理学、农药毒

理学、放射毒理学等）的一个分支学科，是毒理学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在食品

科学中的应用。它主要研究食品中外源化学物（毒物）的性质、来源与形成、它

们的不良作用与可能的有益作用及其机制，并确定这些物质的安全限量和评价食

品的安全性。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食品中可能存在的对人体安全具有

潜在威胁的有毒物质的种类、性质、来源；熟悉毒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

和排泄过程；掌握毒物的毒性作用机制，以及人体对毒物的作用（氧化、还原、

水解、结合）过程；熟知食品中常见的毒性物质；理解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

序与方法。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食品化学

食品包装学(Food
packaging )

食品包装学属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应用技术课程，是食品质量与安专业的一门重要

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应先修无机化学、有机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化学、

食品保藏原理、食品工厂机械等课程，再进行本课程的学习，因为食品包装是食

品加工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又是产品变为商品的第一道工序。

本课程主要讲授食品包装材料、食品包装原理、食品包装技术、各类食品的具

体包装方法、包装标准和法规，并反映当代国际有关食品包装的新材料、新工艺、

新技术等最新技术成果、发展方向和标准法规及技术规范体系。通过理论教学，

使学生了解近年来食品包装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掌握食品包装基础知识，

为与食品包装相关的科研、设计、生产、商贸流通和管理等工作服务。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化学、食品

保藏原理、食品工厂机械等

食源性疾病学(Food
borne disease)

《食源性疾病学》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本科生的重要专业选修课程，是为该专

业学生建立食源性疾病知识结构的核心课程。

食源性疾病学介绍了食源性疾病的研究进展和有关基本概念、国内外食源性疾病

的发病现状与趋势；细菌性食源性疾病和寄生虫性食源性疾病的相关知识。并对

每一种常见食源性疾病从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症状、对健康的危害、诊断与

处理及其预防和控制危害措施方面进行了详细地介绍。同时也介绍了食源性疾病

调查检验样品的采集与送检原则与方法，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控制与处理措施

和方法以及食源性疾病调查总结与报告等方面的知识。通过本课程学习能使学生

掌握引起食源性疾病的各种病因，了解发病的机理，掌握防范措施，从而降低由

于食品的安全性对人体的危害。

先修课程：食品生物化学、食品

微生物学

食品安全保藏学

(Food safety
preservation)

本课程阐述了食品在贮藏流通过程中化学、物理、生物特性的变化规律，论述食

品安全保藏的基本原理，介绍原料类食品、半成品食品、工业制成品食品的安全

保藏技术，以及食品流通中的保护措施和食品仓库的管理等。

课程分为九章，依次介绍了食品的特性、食品保藏的原理、原料类食品的保藏、

半成品食品的保藏、成品食品的保藏、食品流通中的保护、食品保藏中的质量安

全控制和食品仓库的管理与卫生。本课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技术先进实用，既

可作为高等学校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科学与工程、农产品贮藏与加工等专业课

程，也可对在食品贮藏保鲜和食品物流领域从事科研、管理、营销的工作者有一

定的应用和指导作用。

先修课程：食品化学、食品生物

化学、安全原料生产学、市场营

销学、食品包装学等。

食品添加剂(food
additives)

食品添加剂对改善食品的质构、色、香、味、营养价值以及对食品的保存和加工

工艺的改善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本课程主

要介绍食品添加剂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对食品工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和影响，食品

添加剂安全评估的模式和方法；食品防腐剂和食品抗氧化剂等食品保存类添加剂

如何发挥其防腐和抗氧化作用从而利于食品保存；食用色素、发色剂与漂白剂等

食品调色剂如何直接或间接影响到食品的色泽、应用方面有哪些技术原理和操作

要领；乳化剂、增稠剂、稳定剂和凝固剂、水分保持剂、膨松剂等质构改良剂对

于改善和稳定加工食品结构或形态所起的作用以及其中蕴含的原理、应用技术和

操作要领；香精香料、酸味剂、鲜味剂、甜味剂对食品风味的影响、香精香料的

制备方法、调配及应用技术；其他食品添加剂如食品酶制剂、面粉改良剂、消泡

剂、抗结剂、被膜剂、胶基糖果基础剂物质等的主要种类及应用。

先修课程：食品化学、食品微生

物学、生物化学、食品加工与保

藏学、食品毒理学、食品分析化

学及食品安全学等。

食品感官品评 II(Food
Sensory Evaluation

II )

食品感官品评 II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专业任选课。其应用现代多学科理论与

技术的交叉手段，系统研究食品感官品质的内涵、分析评价理论与方法、理化测

定技术、工艺形成、消费嗜好等食品科学和消费科学的基本问题，是现代食品科

学中最具特色的学科之一。该学科是近年来在传统的食品感官鉴评及食品感官分

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理论性、实践性及技能性并重的特点，是现代食品科

学技术及食品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和掌握食品

感官评定的基本原理及其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重点培养学生掌握食品感官评价

基础及实用技术、检验方法、统计分析能力，以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扩大学

生知识面，促使学生与食品行业发展紧密结合。

先修课程：食品加工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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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专业英语

(English for food
safety )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英语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一门选修课，对食品安全的概

念，定义及国际的对食品安全的认识专业英语进行了介绍，并针对生物的、化学

的和物理的三大污染的英语知识进行了介绍。并对食品安全控制管理措施及法律

法规的专业知识进行了系统专业英语介绍。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食品质量

与安全专业相关专业基础课及

专业课

人体生理概论

(Introduction to human
physiology )

人体生理概论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兴趣任选课程，旨在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人体生理学是研究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本课程首先介绍了人体生理学的研

究对象和任务、生命的基本特征、人体功能的调节以及细胞的基本功能，然后详

细介绍了人体各大系统，包括血液及血液循环、呼吸系统及呼吸运动、消化吸收、

能量代谢与体温、尿的生成与排除、神经系统、感觉器官、内分泌系统、生殖系

统等，最后简要介绍了衰老的相关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构成

我们人体的各大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并能对相应的简单功能异常引起的病症有所

了解。

先修课程：食品化学、食品营养

与卫生学、免疫学导论、食品毒

理学、食品分析化学等。

食品标准与法规

(Food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

《食品法规与标准》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与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一门选修课。本

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标准与法规的定义、范围和关系（标准与法规间的关系及与

质量管理体系等的关系）；标准与法规的地位、分类与制定、监督与管理；食品

标准与法规的作用与意义（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监督管国内外贸易）；我国的

标准与法规（基础标准与法规、添加剂、粮油食品、糖果与饮料、焙烤食品、肉

乳食品等）；国际和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标准与法规；国内标准的提升（采用国际

标准的原则、方法）；食品企业标准体系（编制指南、体系表）；国内外标准的

发展趋势等。

先修课程：食品微生物学、食品

分析、食品化学、营养与食品安

全等。

食品功能性评价

(Food functional
evaluation)

食品功能性评价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专业任选课，本课程以功能食品相关概

念、功能食品功能因子、功能食品原料资源、功能食品的功能作用、各类功能食

品及功能食品评价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全面介绍功能食品的基本概念。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主要使学生掌握功能食品功能因子、功能食品作用原理以及其评价方

法等内容，为学生考研深造及步入工作岗位打下理论基础。

先修课程：免疫学导论、食品毒

理学、食品加工概论、食品分析、

食品化学、食品生物化学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

上的应用科学。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企业市场营

销活动过程及其规律性，即，在特定的市场营销环境中，企业以市场调研分析为

基础，为满足现实和潜在的市场需求，所实施的以产品（Product）、定价（Price）、
地点（Place）、促销（Promotion）为主要决策内容的市场营销管理过程及其客观

规律性。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内容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

先修课程：西方经济学、管理学

食品营养与卫生

(Food nutrition and
hygiene )

食品营养与卫生是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

基础选修课，它包括两门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学科，即营养学与食品安全学。

该课程主要研究在食品加工生产中所涉及的营养学与食品安全性问题。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人体所需的能量来源和各种营养素的基本知识及营养素在

食品加工中的变化；人体对营养的消化吸收；各种食品的营养价值；特殊人群的

营养问题；合理膳食和营养强化；功能性食品的有关知识。培养学生从食品加工

的角度出发，掌握营养学与食品安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学科的发展方

向，合理利用食物资源，保持食品中原有的营养成分、预防食品污染、食物中毒

及其它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食品生物技术(Food
Biotechnology )

“食品生物技术”是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之一。

随着生物技术在食品工业应用中的日益广泛和深入，它已逐渐成为提升我国食品

工业技术含量、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核心技术，因此，培养既掌握食品工程技术，

又将生物技术熟练应用于食品加工中的复合型高级专业人才，是食品工业发展对

专业人才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系统介绍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的基

本概念及国内外食品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和开发进展，使学生了解生物技术在食

品工业中的主要应用实例，掌握发酵工程、酶工程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术及其在

食品工业中应用的典型实例，以便使学生能够自觉地用生物技术的手段解决食品

工业中的实际问题。

先修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

(Health food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本课程旨在给学生介绍评价食品保健作用的统一程序和检验方法。该方法适用于

评价食品的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记忆、促进生长发育、抗疲劳、减肥、耐

缺氧、抗辐射、抗突变、抑制肿瘤、调节血脂、改善性功能等作用。

先修课程：食品微生物学、食品

工艺学、食品营销学、食品包装

学

食品工厂设计课程设

计

1.掌握计算、绘图、表达等基本功；

2.了解工厂设计的工作程序、范围、设计方法、步骤、设计的规范标准、设计的经

济等内容和要求，熟练掌握与应用；

3.培养学生工厂工艺设计的能力，结合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完成工程师的综合基

本训练。

食品工厂设计是一门综合性很

强的实践课。是在学完大学本专

业全部课程，扎实掌握基础理

论、工程技能及专业理论、专业

知识的基础上开设的。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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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工艺设计的能力，结合毕业

实习和毕业设计，完成工程师的

综合基本训练。

生产实习

通过生产实习使学生对食品生产企业、食品检测机构和食品安全管理部门有一个

基本印象，了解食品工厂的食品安全与食品质量的控制措施，生产环境，产品生

产概况等；加深对食品质量与安全管理的流程认识理解；学会运用所学知识观察

认识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学习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们的

优秀品质和团队精神，树立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和创业精神，提高学生的基本素

质和勤奋好学的品格。

食品加工及质量控制

课程设计

本课程设计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的在学习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课程的情

况下，并且在掌握了食品质量控制学等课程的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 开设的综合

性专业课程， 使学生进一步理解理论知识， 熟悉和深度掌握食品质量控制与安

全的原理及方法， 并将理论知识运用在实践中，为将来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动手能

力基础。

食品安全与检测综合

实验

通过对食品中微生物指标、重金属含量、药物残留、亚硝酸盐含量、乙烯含量以

及果汁含量等多个指标的测定，掌握国标中的测定方法以及各类食品中的含量限

值。

食品工艺学实验

通过制作苹果清汁饮料、酸奶、苹果罐头、苹果脯、泡菜、即食海带面、牛肉干

及蒜片等产品，使学生掌握饮料、乳制品、罐头食品、干制食品、腌制食品等多

种食品类型的简单加工工艺以及灭菌方法。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食品质量安全专业的学生在完成全部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学习后所

进行的实践环节。通过到食品生产企业、食品检测机构以及政府监管部门的实习

进一步巩固加深课堂所学过的理论和专业知识，了解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的保障

措施，为后续毕业设计、毕业论文打下坚实的基础。

毕业论文

毕业设计（论文）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必修的在校期间最后一次全面性、总结

性的教学实践环节，安排在第七、八学期进行。其目的是在学生已完成专业基础

课和专业课学习后，通过专题研究、工厂设计、系统分析设计等方式，综合应用

和深化本专业所学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它既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具体问题的一次尝试，也是

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前的一次“实战演习”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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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301

一、培养目标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培养具备精密仪器设计制造以及测量与控制方面的基础知识与应用能力，能在测量与控制领域内从事有关技术研究、

仪器与系统的设计制造、运行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电子学基础理论，测量与控制理论和有关测控仪器的设计方法，受到现代测控技术和仪器应用的训练，具有本专业

测控技术及仪器系统的应用及设计开发能力。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

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

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

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

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

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工程知

识：能够

将数学、

自然科

学、工程

基础和专

业知识用

于解决复

杂工程问

题。

2.问题分

析：能够

应用数

学、自然

科学和工

程科学的

基本原

理，识别、

表达、并

通过文献

研究分析

复杂工程

问题，以

获得有效

结论。

3.设计/开
发解决方

案：能够

设计针对

复杂工程

问题的解

决方案，

设计满足

特定需求

的系统、

单元（部

件）或工

艺流程，

并能够在

设计环节

中体现创

新意识，

考虑社

会、健康、

安全、法

律、文化

以及环境

等因素。

4.研究：

能够基于

科学原理

并采用科

学方法对

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

研究，包

括设计实

验、分析

与解释数

据、并通

过信息综

合得到合

理有效的

结论。

5.使用现

代工具：

能够针对

复杂工程

问题，开

发、选择

与使用恰

当的技

术、资源、

现代工程

工具和信

息技术工

具，包括

对复杂工

程问题的

预测与模

拟，并能

够理解其

局限性。

6.工程与

社会：能

够基于工

程相关背

景知识进

行合理分

析，评价

专业工程

实践和复

杂工程问

题解决方

案对社

会、健康、

安全、法

律以及文

化的影

响，并理

解应承担

的责任。

7.环境和

可持续发

展：能够

理解和评

价针对复

杂工程问

题的工程

实践对环

境、社会

可持续发

展的影

响。

8.职业规

范：具有

人文社会

科学素

养、社会

责任感，

能够在工

程实践中

理解并遵

守工程职

业道德和

规范，履

行责任。

9.个人和

团队：能

够在多学

科背景下

的团队中

承担个

体、团队

成员以及

负责人的

角色。

10.沟通：

能够就复

杂工程问

题与业界

同行及社

会公众进

行有效沟

通和交

流，包括

撰写报告

和设计文

稿、陈述

发言、清

晰表达或

回应指

令。并具

备一定的

国际视

野，能够

在跨文化

背景下进

行沟通和

交流。

11.终身

学习：具

有自主学

习和终身

学习的意

识，有不

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

的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 √

551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形势与政策 1 √ √
形势与政策 2 √ √

形势与政策 3 √ √

形势与政策 4 √ √
大学英语 I √

大学英语 Ⅱ √

大学英语 Ⅲ √
体育Ⅰ √

体育Ⅱ √

体育Ⅲ √
体育Ⅳ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
程序设计基础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高等数学Ⅰ(上) √ √
高等数学Ⅰ(下) √ √

大学物理Ⅰ（上） √ √

大学物理Ⅰ（下） √ √
大学物理实验Ⅰ √ √

电路原理 √ √ √

模拟电子技术 √ √ √
数字电子技术 √ √ √

线性代数Ⅱ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 √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 √

数学模型 √ √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II √
单片机原理 II √

自动控制理论 √ √ √ √ √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 √ √ √ √ √
信号分析与处理 √ √ √ √ √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 √ √ √ √

电子测量技术 √ √
智能仪器设计基础Ⅰ √ √ √

过程控制 √ √

计算机测控技术 √ √
虚拟仪器 √

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

器Ⅰ
√ √

光电测试技术 √ √
现代测试系统 √ √

无损检测 √ √

多传感器融合技术 √
嵌入系统技术 √ √

DSP技术及应用 √

电气 CAD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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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程序设计 √

Vc编程与应用 √
测控网络技术 √ √

计算机仿真 I √

现代控制理论 I √ √ √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英

语
√

软测量技术 √ √

模糊控制 √ √
组态软件 √

机器人控制技术 √

轻工测控系统与工程 √ √
电类科技创新及竞赛基

础实践
√ √

机器人技术创新实践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

社会实践 √ √
工程训练 √

电子工艺实习 √

电子技术综合课程设计

（分散）
√

单片机原理课程设计 √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课程

设计
√

测控系统大实验 √
智能仪器课程设计 √

生产实习 √ √

毕业实习 √ √
毕业设计 √ √ √ √ √

四、专业特色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是建立在仪器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等学科基础上的一门现代综合性高新技术专业，是信息科学的一个重要

分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测控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紧密结合，生产过程日趋自动化及智能化，使本专业向自动检测与智能测控

方向飞速发展。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以服务现代工业为背景，以现代电子技术、传感器技术、虚拟仪器、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在通用或

专用测控设备及智能化仪器的设计制造，工业过程测量与控制技术研究和系统设计，发挥着主导专业的作用。

五、主干学科

仪器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传感器原理与应用、虚拟仪器、光电测试技术、自动控制

理论、计算机测控技术、信号分析与处理、过程控制；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工程训练、电子工艺实习、专业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1.5 8.5 18 25 27 48.5

要求学时
2312+31周～

2604+31周
840 108 552 136 320 356～648 31周 688+31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 19.68% 5.30% 11.25% 15.65% 16.87%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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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1、必须完成各课程模块最低学分要求；2、毕业设计必须完成答辩并合格以上。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学分 4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大学体育（1）
（Physical education 1）

1 32 1 考试 B151001

大学体育（2）
（Physical education 2）

1 32 1 考试 B151002

大学体育（3）
（Physical education 3）

1 32 1 考试 B151003

大学体育（4）
（Physical education 4）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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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utomation Major）

1 16 1 考查 B0215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48 16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Ⅰ(上)
(Higher MathematicsⅠ(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1

高等数学Ⅰ(下)
(Higher MathematicsⅠ
(Volume 2))

6 96 6 考试 B113102

大学物理Ⅰ（上）

(College Physics I (Volume 1))
4 64 4 考试 B113201

大学物理Ⅰ（下）

(College Physics I (Volume 2))
2 32 2 考试 B113202

大学物理实验Ⅰ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Ⅰ)
1.5 48 1.5 考试 B117201

电路原理

(Principles of Electric Circuits)
4.5 64 16 4.5 考试 B023201

模拟电子技术

(Analog Ecectronic Technique)
4.5 64 16 4.5 考试 B023202

数字电子技术

(Digiral Ecectronic Technique)
4 56 16 4 考试 B023203

小计 31.5 456 96 0 0 5 14.5 8 4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线性代数 II
(Linear Algebra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

3 48 3 考试 B118123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Complex Functions and Integral
Transformations)

3 48 3 考试 B118125

数学模型

(Mathematical Model)
2.5 40 2.5 考试 B118126

小计 11 176 0 0 0 0 0 2.5 8.5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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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II
(Principles of Microcomputer and the
interfaceⅡ)

3 40 16 3 考试 B024302

单片机原理 II
(Principles of MCUⅡ)

2.5 32 16 2.5 考试 B024303

自动控制理论

(Automatic Control Theory)
5 72 16 5 考试 B024160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

(Accuracy Theory and Data Analyses)
2 32 2 考试 B024501

信号分析与处理

(Signal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3 48 3 考试 B024502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Sensor)
2.5 32 16 2.5 考试 B024503

小计 18 256 64 0 0 0 0 0 2 16 0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3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电子测量技术

(Electronic Measurement Technology)
2.5 32 16 2.5 考试 B025560

智能仪器设计基础Ⅰ

(Intelligent Instrument Design BasisⅠ)
2.5 32 16 2.5 考试 B025561

过程控制

(Process control)
3 40 16 3 考试 B025161

计算机测控技术 (Computer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25503

虚拟仪器

(Virtual Instruments)
1 8 24 1 考查 B025109

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器Ⅰ(Electrical
Control &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I)

2.5 32 16 2.5 考试 B025106

小计 13.5 168 72 24 0 0 0 0 0 2.5 11 0 0

方向

二

光电测试技术

(Optoelectronic Detection Technology)
2 24 16 2 考试 B025562

现代测试系统

(Modern Detection System)
2 32 2 考试 B025505

无损检测

(Non-destructive Testing)
2 32 2 考试 B025506

多传感器融合技术

(Multi-sensor fusion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25507

嵌入系统技术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embeded
system)

2.5 32 16 2.5 考试 B025309

DSP技术及应用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and application)
2.5 32 16 2.5 考试 B025360

小计 13 184 48 0 0 0 0 0 0 2 4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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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电气 CAD技术

(Electrical CAD technology)
1 8 16 1 考查 B026101

C++程序设计

(C++ Programming)
1.5 16 16 1.5 考试 B026102

Vc编程与应用

(Programming and its Applications of Visual C)
1.5 16 16 1.5 考查 B026104

测控网络技术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Network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26501

计算机仿真 I
(Computer Simulation I)

1 12 20 1 考查 B026502

现代控制理论 I
(Mordern Control Theory I)

2 32 2 考试 B026503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英语(Specialized
English of Measurement & Control technology
and Instrumentation)

2 32 2 考试 B026504

软测量技术

(Soft-measurement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26505

模糊控制

(Fuzzy control)
2 32 2 考试 B026107

组态软件

(Configuration Software)
1 0 32 1 考查 B026111

机器人控制技术

(Robot Control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26112

轻工测控系统与工程 (Light
industry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and
Engineering)

2 32 2 考试 B026114

电类科技创新及竞赛基础实践(Electric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ompetion basical
practice)

1 32 1 考查 B026115

机器人技术创新实践 (Robot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actice)

1 32 1 考查 B026116

小计 29 264 108 68 0 0 0 2 4.5 4.5 3 15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7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Public Laboring )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training)
2 2 2 考查 B017102

电子工艺实习

(Electronic technology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2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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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综合课程设计（分散）

(Integrated course design of electronic
technique)

1 1 1 考查 B027202

单片机原理课程设计

(Design subject of principle of single chip
muicrocomputer)

1 1 1 考查 B027301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Sensors)

1 1 1 考查 B027501

测控系统大实验

(Experiment of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ystems)

1 1 1 考查 B027506

智能仪器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Intelligent Instrument
Design Basis)

1 1 1 考查 B027502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exercitation)
3 3 3 考查 B027503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4 4 4 考查 B027504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design)
10 14 14 考查 B027505

小计 27 31 2 0 2 1 2 1 5 18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本课程介绍本学科专业，使学

生认识专业的培养目标、所学课程、课程内容的衔接、课程之间的相关性

和每门课程对完成培养目标的贡献。理解实施的教学计划、教学各环节安

排的意义，帮助学生理解每门课程，以便更好的将自己培养成专业需要的

人才，成为合格毕业生，成为对国家有益的人才。

本课程是一门综述性课程，专业所需

的高深数理知识、理论与基本技术的

描述采用简单扼要的方式，为本课程

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1学期。

电路原理

电路原理是电气、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非常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具有较

强的理论性，同时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

电路模型和电路定律；电路等效变换；电阻电路的分析方法；叠加定理、

替代定理、戴维宁和诺顿定理；一阶电路的时域分析；相量法基础以及正

弦稳态电路的分析；含有耦合电感的电路的分析方法；三相电路的基本概

念和三相电路计算；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和信号的频谱；拉普拉斯变换的

基本性质及应用；二端口的方程和参数。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掌

握电路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基本定理以及基本的分析和计算方法，并

使学生受到必要的实验技能的训练，为学习后续相关课程和将来从事工程

技术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学、物理等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

学物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
学期。

模拟电子技术

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以及测控技术

与仪器等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该课程不仅具有自身的理论体系，而且

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获得的模拟电子技术基

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

自动控制系统、微型计算机原理等课程以及电子技术及电路在专业中的应

用打好基础。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常用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多

级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放大电路中的反馈、信号的运算和处理、

波形的发生和信号的转换、功率放大电路、直流电源。通过学习模拟电子

技术课程，使学生能看懂本专业中典型电子设备的原理图，了解各部分的

组成及工作原理；对对各环节典型电路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估算；并能

根据要求选用有关元器件，研制出所需要的电路。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学、物理、

电路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等数

学、大学物理、电路原理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数字电子技术

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以及测控技术

与仪器等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该课程不仅具有自身的理论体系，而且

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获得的模拟电子技术基

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

自动控制系统、微型计算机原理等课程以及电子技术及电路在专业中的应

用打好基础。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常用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多

级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放大电路中的反馈、信号的运算和处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学、物理、

电路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等数

学、大学物理、电路原理、模拟电子

技术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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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的发生和信号的转换、功率放大电路、直流电源。通过学习模拟电子

技术课程，使学生能看懂本专业中典型电子设备的原理图，了解各部分的

组成及工作原理；对对各环节典型电路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估算；并能

根据要求选用有关元器件，研制出所需要的电路。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II

课程以 8086CPU为主线，系统介绍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基本组成、

体系结构和工作模式等；8086CPU的指令系统、汇编语言及程序设计方法

和技巧；存储器的组成和 I/O接口扩展方法；微机的中断结构、工作过程

和 8259A的编程与应用；微机中的常用接口原理和应用技术，包括串并行

接口 8255A和 8251A的工作原理及编程应用方法，计数器/定时器 8253
的结构和应用，A/D、D/A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应用方法。从而使学生能较

清楚的了解微机的结构与工作流程，建立起系统的概念，初步掌握微机应

用系统软、硬件开发技术。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电子等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电路原理、数

字电子技术、计算机文化基础等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单片机原理 II

单片机技术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有关测量与控制的一门重要的专业

课程，是实现现代控制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与手段，是控制类专业的一门必

修课，是控制类专业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主要讲授单片机结构和

基本原理、MCS-51系列单片机及其指令系统、单片机的 I/O 扩展及应用、

单片机的定时与中断系统及单片机的汇编及 C语言程序设计等内容，通过

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单片机的硬件构成，软件组成及一般的程序设计技

能，进而使用单片机实现各种检测与控制的目的。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电子等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电路原理、模

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自动控制理论

是自动控制领域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内容主要涉及古典控制理论

的基本知识，包括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控制系统的数学建模、线性

系统的基本分析方法、线性系统的设计校正方法、线性离散系统的分析与

校正以及非线性控制系统分析等。通过学习该课程，学生可以掌握古典控

制理论的基本知识，学会控制系统的建模、分析及设计方法，为今后专业

课程的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

学习本课程之前，应先选修下列课

程：复变函数及积分变换、电路原理、

模拟电子技术，高等数学等课程。后

续课程：现代控制理论，计算机控制、

过程控制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
期。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

是高等学校测控技术及仪器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也可作为机械类专

业、信息类专业和其它有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必修课或选修课。本课

程主要内容包括了误差的基本概念，误差的性质及其处理方法，误差的合

成与分配，测量不确定的计算，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及动态数据的处理。

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作为误

差理论与数据处理的基础数学理论

和先修课程，另外，电子测量技术的

误差处理部分与本课程的第二章、第

三章和第四章相关。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4学期。

信号分析与处理

随着以信号分析与处理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它已经成为从事测

控、自动化、电子信息、电气工程等领域的科技人员也必须掌握的重要基

础知识。所以，在测控专业中开设信号类课程是大势所趋，各高校也都越

来越重视信号分析与处理课程的建设，许多学校把它安排为学校或学院平

台课，还有更多的学校正在开设或者准备开设这门课程。

本课程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基

础课，是继高等数学、电路、线性代

数、复变函数课程之后开设的。本课

程也是学习计算机控制、数字信号处

理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必修课，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

都很强的综合性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掌握各类传感器的

基本理论、工作原理、主要性能及其特点，能合理地选择和使用传感器，

能够掌握常用传感器的工程设计方法和实验研究方法，并且了解传感器的

发展动向。

本课程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涉

及到机、电、光等多方面知识。先修

课程是大学物理、电路原理、模拟电

子技术Ⅱ和机械设计基础Ⅰ，通过先

修课程的学习，掌握物理的基本定律

和现象，掌握电路和电子技术的工作

原理与分析方法，掌握机械设计基础

知识，为本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

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电子测量技术

电子测量技术是电子信息、自动控制、测量仪器等专业的通用技术基础课

程。主要内容包括电子测量的基本原理、测量误差分析和实际应用，主要

电子仪器的工作原理，性能指标，电参数的测试方法，该领域的最新发展

等。电子测量技术综合应用了电子、计算机、通信、控制等技术。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具有电子测量技术和仪器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应用能

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开拓学生思路，培养综合应用知识能力和实践

能力；培养学生严肃认真，求实求真的科学作风，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从

事研发工作打下基础。

本课程应在学完高等数学、普通物

理、电路及电子技术基础课程之后进

行。作为本课程的深化与扩展，还可

继续学习智能仪表、自动测试系统等

专业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智能仪器设计基础Ⅰ

智能仪器设计基础在讲述智能仪器工作原理的基础上，介绍智能仪器的设

计方法。主要内容有智能仪器的输入输出通道、外设及其控制技术、通信

接口等。以提高学生设计能力为目标，介绍智能仪器总体设计、电路设计

及实现、软件设计、抗干扰措施及减少测量误差的设计方法。

先修《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

技术》、《微机原理》、《微机接口

技术》和《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等课

程，为有关智能仪器系统设计方面的

课题打下必要的基础，是该专业学生

的毕业前的综合性设计课程。建议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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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过程控制

过程控制是自动化专业的一门主要的专业课程。主要研究过程建模、过程

控制系统的设计、参数整定和实用典型过程控制系统的分析。本课程将控

制系统从检测、控制到驱动执行进行了完整系统的分析，是一门与生产实

际和工程应用密切联系的综合性课程。学生在修完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

课之后，通过过程控制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达到从事生产过程控制系

统的分析、设计、运行及研究；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

拓宽知识面，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本专业发展趋势及动向。

本课程以电路原理、电子技术基础、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自动控制理

论、过程检测及仪表为基础技术课，

于第六学期开设的一门专业课。主要

研究过程建模、过程控制系统的设

计、参数整定和实用典型过程控制系

统的分析。是一门与生产实际和工程

应用紧密联系的综合性课程。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计算机测控技术

计算机控制以主流机型 ISA/PCI总线工业控制机或 IBM-PC系列微型计算

机为控制工具，系统地阐述了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设计和工程实现方法。内

容包括：计算机控制系统及其组成、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典型型式、发展概

况和趋势；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硬件设计技术；数字控制技术；常规及复杂

控制技术；现代控制技术；先进控制技术；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软件设计技

术；分布式测控网络技术；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课程内容丰富，

体系新颖，理论联系实际，系统性和实践性强。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主要有模拟电子

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自

动控制原理等。其在整个自动化专业

课程体系中起着把上述多门课程结

合并如何应用于实际工业生产过程

的重要作用。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虚拟仪器

虚拟仪器技术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它是计算机技术、仪

器技术、通信技术等多门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基于图形化编程语言的虚拟

仪器测量方法，代表了未来仪器的发展方向，是未来测试领域中的主流技

术，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开设本课程目的，是使学生熟悉图形化编程环

境，学习图形化编程语言，能够熟炼应用 LabVIEW开发虚拟仪器产品，

以满足现代测量技术发展的需求。

虚拟仪器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专业

课程，在学生系统的学习过自动控制

理论、电子测量技术、信号分析与处

理、计算机测控技术等课程之后，可

以进行本课程的学习和相关内容的

实验和设计。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

器Ⅰ

该课程从工程实际出发，首先介绍了常用低压电器元件的结构和工作原

理、电气控制基本线路、典型生产机械电气控制线路、电气控制系统的设

计方法，然后以西门子 S7系列 PLC产品为主线，详细介绍了可编程序控

制器的结构、原理、指令系统、编程及相关配套设备的使用方法，系统地

阐述了电气控制和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的分析与设计的一般方法。为加深

理论知识学习并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配以适当实验教学，使学生既能

够对原有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进行 PLC技术改造，又能够根据用户

提出的工艺流程进行 PLC程序设计，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

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电路学、自动控

制理论、电子技术、电机拖动控制和

计算机控制。这些课程的学习，为本

课程学习 PLC的原理和系统设计奠

定各方面技术知识基础。本课程学习

结束后，为分析设计各种传动与生产

过程 PLC控制系统打下良好的新技

术知识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学生才

能更好地进入电力拖动控制、过程生

产控制等课程的学习。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光电测试技术

本课程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专业方向课，是从事测量与控制、仪器仪

表、光学工程研究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专业基础，是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相

连的正在发展的新兴学科，主要讲授光电检测器件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

和典型检测系统的实例和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对光电检测的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典型系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为光电检测设计和从

事光电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的基础课程是大学物理、模拟

电子技术、应用光学等，通过学习上

述课程，使学生具备一定的基本理论

知识，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基础

知识。本课程重点讲授光辐射度量和

半导体物理的基本规律、基本理论，

光电、热电探测器件、发光器件的原

理、分类和选用，为进一步学习专业

课程打下良好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现代测试系统

现代测控系统是以传感器、调理电路及微处理器为核心的数据采集与处理

系统，本课程主要介绍基于网络、机器视觉、基于无线通信、雷达、GPS
的检测技术与测控系统，要求学生了解现代检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掌握

现代检测技术的最新理论方法，现场总线网络测控技术，图像检测的主要

方法，无线通信的检测技术，雷达的测量原理，GPS定位原理，能够利用

所学知识搭建简单的测控系统。

本课程的基础课程是高等代数、电路

原理、信号与系统、传感器原理及应

用、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等，通过学

习上述课程，使学生具备一定的基本

理论知识，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

基础知识。本课程重点讲授基于网

络、机器视觉、基于无线通信、雷达、

GPS的检测技术与测控系统，为进一

步学习专业课程打下良好基础。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无损检测

无损检测是一门以物理学、检测技术、材料科学、和电子学等为基础，利

用声、光、磁和电等特性，在不损害或不影响被检对象使用性能的前提下，

检测被检对象中是否存在缺陷或不均匀性，给出缺陷的大小、位置、性质

和数量等信息，进而判定被检对象所处技术状态（如合格与否、剩余寿命

学习本课程之前，应先选修下列课

程：大学物理、现代测试系统、电路

原理等课程。后续课程：光电检测技

术等。与其他课程一起，构成了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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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所有技术手段的课程。 技术与仪器专业完整的课程体系。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多传感器融合技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掌握如下知识：数据融合的理论基础；多传感

器目标检测的基本理论；多传感器目标检测的性能评估；目标跟踪与数据

关联概论；相互作用多模型—概率数据关联算法；多传感器多目标跟踪的

一般理论；身份识别。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多传感器信息融合

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培养学生在对涉及多传感器的实际场景中，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信

号分析与处理、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I，
通过先修课程的学习，掌握概率的基

本定律，掌握信号分析与处理方法，

掌握传感器原理与应用知识，为本课

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7学期。

嵌入系统技术

本课程是涉及多学科交叉的计算机应用领域。涵盖计算机系统结构、操作

系统、程序设计、硬件接口技术等方面知识。主要学习嵌入式系统的概念、

组成结构、基本原理和开发方法；详细介绍基于 CortexM3ARM核的 32
位嵌入式处理器、指令系统和片上外设；讲授系统程序设计方法。为从事

嵌入式产品的开发奠定良好基础。

先修课程有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

字电子技术、信号与系统、单片机原

理、C语言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DSP技术及应用

DSP技术应用广泛，课程以 TI公司 TMS320系列处理器为描述对象，介

绍 DSP技术基本原理和常用算法以及 DSP芯片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

开发环境、编程方法、基本开发调试技巧。为将来工作中熟练使用 DSP
器件及复杂数字信号处理算法打下坚实基础。

先修课程有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

字电子技术、信号与系统、单片机原

理、C语言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电气 CAD技术

介绍电气 CAD绘图基础，AutoCAD2010基础，工厂电气控制识图与绘图，

发变电一次工程图识图与绘图，介绍电子、通信线路及装置的识图与绘图，

介绍电气 CAD工程实践方法。可作为高等院校电气信息类相关专业本科

生及研究生 CAD课程教材与毕业设计工具书，还可作为高职高专相关专

业教材，同时还可供电气工程技术人员在职培训、社会培训或自学使用。

以电路作为专业基础，学习基本的电

气电路绘制技巧与方法，为自动化、

测控专业后续专业课程提供绘制图

形的工具，也为学生提供工程绘图技

能。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C++程序设计

主要介绍 C++语言的基本概念、语法规则和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及思

想，以 C++ 语言中的面向对象机制为主。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可以通过

大量的程序实例和相关练习，逐步掌握 C++ 的面向对象的功能，从而掌

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会利用 C++语言进行一般

面向对象程序的设计，解决一般应用问题，并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

程序设计基础。

本课程为计算机控制技术、智能仪器

设计的先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Vc编程与应用

是自动化及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VC++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可

视化程序设计语言之一，功能十分强大。本课程内容包括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的基本概念，Visual C++集成开发环境，Visual C++语言的基本内容、常

用的算法，WINDOWS的消息机制和WINDOWS应用程序的基本结构，

MFC的基本概念，窗口、资源、图形设备接口、文档视图结构、对话框

和控件等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等。

学习本课程应先修《程序设计基础》

和《C++程序设计》。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5学期。

测控网络技术

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任选课，该课程以网络技术为基础，首先介绍网

络基础知识及工业控制网络特点，然后以工业中典型的集散控制系统为

例，详细介绍以网络为基础的控制系统的组成、原理、组态、网络构架及

系统特点，最后讲述工业控制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即现场总线技术应用，

并详细介绍目前世界上常用的几种现场总线。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主要有电子技术，

自动控制理论，计算机控制系统等。

其在整个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课程

体系中起着把上述多门课程结合并

如何应用于实际工业生产过程的重

要作用。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计算机仿真 I

MATLAB是 matrix&laboratory两个词的组合，意为矩阵工厂（矩阵实验

室）。是由美国 mathworks公司发布的主要面对科学计算、可视化以及交

互式程序设计的高科技计算环境。它将数值分析、矩阵计算、科学数据可

视化以及非线性动态系统的建模和仿真等诸多强大功能集成在一个易于

使用的视窗环境中，为科学研究、工程设计以及必须进行有效数值计算的

众多科学领域提供了一种全面的解决方案，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非

交互式程序设计语言（如 C、Fortran）的编辑模式，代表了当今国际科学

计算软件的先进水平。本课程意在借助MATLAB 软件使学生掌握控制系

统计算机仿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熟练地运用MATLAB¬¬对给定的

系统进行仿真，以便辅助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它是《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积分变换》、《自动控制原理》和

《现代控制理论》等前续课程的辅修

课程之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现代控制理论 I

是自动化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建立在状态空间法基础上的一种控制理

论，是自动控制理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控制理论中，对控制系

统的分析和设计主要是通过对系统的状态变量的描述来进行的，基本的方

法是时间域方法。现代控制理论比经典控制理论所能处理的控制问题要广

泛得多，包括线性系统和非线性系统，定常系统和时变系统，单变量系统

和多变量系统。它所采用的方法和算法也更适合于在数字计算机上进行。

本课程重点培养学生的现代控制理论思想，并具有建立控制系统和分析控

制系统的能力。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控制系统的状态空间表示法、状态

本课程在经典控制理论的基础上进

一步加深、扩展和提高学生在控制理

论方面的基础知识，使学生较为全面

地了解和理解控制理论的基本内容，

为后继学习专业课程打下基础。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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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的解、控制系统的能控性和能观测性、控制系统的李雅普诺夫稳定性

分析与应用、线性定常系统的状态反馈、状态观测器设计和解法以及复杂

系统的综合与设计。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英

语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专业英语的特点，掌握测控技术与仪器专

业必备的专业词汇，具有阅读本专业及相关专业文献的能力，并可进行专

业文献翻译及科技论文的写作。为将来的工作与深造打下扎实良好的专业

英语基础。

本课程有一定的专业难度同时专业

词汇有一定的复现性。专业内容力求

强化技术应用，弱化理论推导。内容

覆盖面宽，力争建立测控技术与仪器

英语的整体概念。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软测量技术

是高等学校测控技术及仪器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也可作为机械类专业、信

息类专业和其它有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必修课或选修课。本课程根据

目前软测量技术在控制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广泛应用而新开设的课程。主

要内容包括数据处理理论--小波分析，主元分析法，非线性多元回归法，

逐步回归法，主元分析，主元回归，部分最小二乘法等主要建模方法以及

系统辨识法和机理建模法。

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复变

函数作为软测量技术的基础数学理

论和先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模糊控制

本课程是为自动化专业和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所开设的学科前沿选修课，

主要讲授模糊控制的基本原理、模糊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及其应用技术

等。有效地结合了理论的前瞻性和方法的实用性，可以使学生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开拓视野，扩展知识面，更加全面的了解控制类课程，为在今后

的学习和工作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增加新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本课程是继自动控制理论和现代控

制理论课程之后的又一门控制理论

课程。本课程属于智能控制方法的一

种，是控制方法的拓展，它可与传统

的PID控制方法以及神经网络等智能

控制方法相结合来对生产过程进行

控制。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组态软件
通过实验课程的形式使学生了解组态软件的概念、组成及特点。能应用常

用的组态软件，为学生将来从事本专业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先修课程是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

器、过程控制、运动控制等。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7学期。

机器人控制技术

机器人学是一门跨学科的新兴学科，工业机器人已广泛应用于电子、机械、

汽车制造、核工业等众多领域；智能机器人也正在逐步应用于服务、医疗、

科学探测、军事等领域。因此，机器人控制技术是从事自动化系统与工程

设计和开发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和掌握的基本知识。本课程开设的目的是

使本专业学生了解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概貌，掌握机器人学的基本概念，机

器人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技术，机器人控制的方法与特点，了解在自动化系

统与工程中机器人技术的应用与实现方法，为学生学习后续课程和毕业后

从事机器人技术研究和开发打下坚实基础。

机器人控制技术是一门综合性交叉

性比较强的学科，在学习学习本课程

之前，应先选修下列课程：线性代数、

复变函数、自动控制原理、电机拖动、

机械原理、计算机原理等。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7学期。

轻工测控系统与工程

以 DCS为控制工具来介绍自动化工程，同时也介绍以常规仪表为控制工

具的自动化工程。书中以工程项目实施为框架描述工程问题。主要 内容

包括：自动化项目的主要任务、自控方案设计、自动化工具选择、软件设

计及人机界面设计、系统连接及电缆敷设、控制室设计、仪表安装及防护、

工程试运行及验收，以及一些规格书的编制等。

该课程以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

电子技术等课程为电类学科基础，以

过程检测及仪表、电机及拖动基础、

运动控制、过程控制为专业核心知识

与理论支撑，为掌握具体自动化工程

设计、开发提供技术支撑与实践指

导。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电类科技创新及竞赛基

础实践

该课程用于指导学生对科技创新竞赛的基本认知，并通过电类的不同类型

竞赛体系的介绍，各个赛事对知识模块的需求，培养学生对相关赛事有一

定知识基础。

建议该课程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机器人技术创新实践

该课程用于指导学生对当前机器人技术的基本认知，通过机器人的应用背

景、基本物理结构、控制结构、控制原理的认知，培养学生对自动化专业

机器人方向的兴趣。

建议该课程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电子工艺实习

是工科学生基本能力培养的必修课程，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电子基本知识

的重要途径。了解电的基本概念，掌握安全用电；了解常用电子元件的技

术指标、性能、型号、符号、特点及用途；了解焊接机技能；了解 SMT
的特点、前景、工艺流程及技能；了解测量仪器的使用；了解 FM 收音机

工作原理及基本制作过程等。

建议该课程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电子技术综合课程设计

（分散）

该课程是在学生修读完模拟电子技术与数字电子技术课程之后，针对课程

要求对学生进行综合性训练的一个必修的实践教学环节。要求学生运用电

子技术知识，进行实际电子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以及利用 EDA技术

对电子电路进行仿真，加深电子技术的理解，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初步培养学生研制实用电子系统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

技术。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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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原理课程设计

课程要求学生运用单片机知识，完成一个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加深对

单片机软硬件知识的理解，获得初步的应用经验，为今后毕业从事单片机

应用相关工作打下基础。

先修课程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

技术、单片机原理。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课程

设计

传感器课程设计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开设的一门独立实践课程。本课程

以各类传感器的性能测试、实际应用设计为线索，完成磁敏传感器、温度

传感器、光电传感器、应变传感器、电感传感器、电容传感器、压电传感

器、光纤传感器、温 湿度传感器、智能传感器等基本型、设计性和综合

性实验与设计内容，通过课内和课外相结合，自主申请实验项目和实验室

开放课题相结合，使学生掌握不同种类传 感器的使用方法和设计要点的

基本技能，加深学生对“传感器原理与应用”理论知识的理解，为从事仪器

系统开发与设计打下基础。

本课程是学完《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课程之后，让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传感

器知识、电子技术知识以及微机接口

技术，进行实际检测系统的设计，以

加深对检测系统的理解，提高综合应

用知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传感器技术实践技能，初步培养研

制实用检测系统的能力。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测控系统大实验
通过实验，能够使学生巩固、强化相关的理论知识，包括过程检测、控制、

自动控制系统设计、工程整定等，培养、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过程检测及仪表、过程控

制。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智能仪器课程设计

智能仪器课程设计是依据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智能仪器设计基础》而开

设的专业实践课程。本课程为综合设计类实验。主要以温度为测量对象，

利用实验室可以提供的设备平台、仪器仪表、常见芯片，基于实验室已有

的 STC89C51单片机最小系统，进行相应外围接口设计，其中包括：数据

输入通道、输出通道、人机接口电路以及通信接口电路等，最终完成一个

简单智能仪器的设计过程。

通过本次课程设计使学生对智能仪

器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培养学生将理

论知识综合利用的能力，并与实践紧

密结合，掌握各子系统设计方法、步

骤，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总结报告的

能力。学生在本次课程设计中应完成

的任务是：需求分析、子系统设计、

系统配置、总结报告。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7学期。

生产实习

测控专业生产实习是十分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是实现培养目标不可缺少

的教学过程。通过实习，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本专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

位、作用和发展方向，利用教师指导、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讲座、现场参

观、跟班实践等形式、巩固所学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获得本专业的感性

认识，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动手实践的能力，为专业课

学习打下一定的实践基础

修完测控专业各课程模块专业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之前的一次综合性实习，是学生学完所有

理论知识、专业知识的一次综合考核。它给学生提供了一次更全面的理论

联系实际和锻炼独立工作能力的机会。通过毕业实习，加深学生对所学专

业在自动化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使学生更加明确毕业后所从事的

工作范畴和承担的责任。为顺利进入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完测控专业各课程模块专业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8学期。

毕业设计

毕业设计是测控专业教学计划中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按教学要求完成

毕业设计（论文）是本科生获得学士学位的必要条件，完成的质量高低也

是衡量教学水平的重要依据。培养学生综合利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方面的知识）去分析和解决自动化方面问题的能力。

巩固和深化大学期间所学到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提高实验动手能力，

提高自学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培养学生建立正确的设计思想，掌握工程

设计的一般程序、规范和方法，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生

产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

修完测控专业各课程模块专业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8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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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80801

一、培养目标

自动化专业培养具备电工电子技术、控制理论、自动检测及仪表、系统工程、计算机技术与应用和网络技术等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技

术和实践能力，能在运动控制、工业过程控制、电力电子技术、检测与自动化仪表、计算机控制等领域从事系统分析与研究、系统设计

与运行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二、培养要求

掌握扎实电工、电子技术、控制理论、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的基础理论，掌握运动控制、工业过程控制及信息处理等方面的知识，获得较

好的系统分析、设计及开发方面的工程实践训练。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

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

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

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

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

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1.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工程知

识：能够

将数学、

自然科

学、工程

基础和专

业知识用

于解决复

杂工程问

题。

2.问题分

析：能够

应用数

学、自然

科学和工

程科学的

基本原

理，识别、

表达、并

通过文献

研究分析

复杂工程

问题，以

获得有效

结论。

3.设计/开
发解决方

案：能够

设计针对

复杂工程

问题的解

决方案，

设计满足

特定需求

的系统、

单元（部

件）或工

艺流程，

并能够在

设计环节

中体现创

新意识，

考虑社

会、健康、

安全、法

律、文化

以及环境

等因素。

4.研究：

能够基于

科学原理

并采用科

学方法对

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

研究，包

括设计实

验、分析

与解释数

据、并通

过信息综

合得到合

理有效的

结论。

5.使用现

代工具：

能够针对

复杂工程

问题，开

发、选择

与使用恰

当的技

术、资源、

现代工程

工具和信

息技术工

具，包括

对复杂工

程问题的

预测与模

拟，并能

够理解其

局限性。

6.工程与

社会：能

够基于工

程相关背

景知识进

行合理分

析，评价

专业工程

实践和复

杂工程问

题解决方

案对社

会、健康、

安全、法

律以及文

化的影

响，并理

解应承担

的责任。

7.环境和

可持续发

展：能够

理解和评

价针对复

杂工程问

题的工程

实践对环

境、社会

可持续发

展的影

响。

8.职业规

范：具有

人文社会

科学素

养、社会

责任感，

能够在工

程实践中

理解并遵

守工程职

业道德和

规范，履

行责任。

9.个人和

团队：能

够在多学

科背景下

的团队中

承担个

体、团队

成员以及

负责人的

角色。

10.沟通：

能够就复

杂工程问

题与业界

同行及社

会公众进

行有效沟

通和交

流，包括

撰写报告

和设计文

稿、陈述

发言、清

晰表达或

回应指

令。并具

备一定的

国际视

野，能够

在跨文化

背景下进

行沟通和

交流。

11.终身学

习：具有

自主学习

和终身学

习的意

识，有不

断学习和

适应发展

的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 √

564



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形势与政策 1 √ √

形势与政策 2 √ √

形势与政策 3 √ √
形势与政策 4 √ √

大学英语 I √

大学英语 Ⅱ √
大学英语 Ⅲ √

体育Ⅰ √

体育Ⅱ √
体育Ⅲ √

体育Ⅳ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

程序设计基础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高等数学Ⅰ(上) √ √

高等数学Ⅰ(下) √ √

大学物理Ⅰ（上） √ √
大学物理Ⅰ（下） √ √

大学物理实验Ⅰ √ √

电路原理 √ √ √
模拟电子技术 √ √ √

数字电子技术 √ √ √

线性代数Ⅱ √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 √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 √

数学模型 √ √
单片机原理Ⅱ √

电机与电力拖动基础 √

自动控制理论 √ √ √ √ √
电力电子技术 √ √ √ √ √

计算机控制 √ √ √ √ √

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

器
√ √

现代控制理论 √ √ √ √

过程检测及仪表 √ √

过程控制 √ √
运动控制 √ √

计算机仿真 √

信号分析与处理 √
嵌入系统技术 √

DSP技术及应用 √

智能仪器设计基础 √
虚拟仪器 √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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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 CAD技术 √

C++程序设计 √
运筹学 √

Vc编程与应用 √

自动化专业英语 √
供配电技术 √

模糊控制 √

神经网络原理 √
网络控制技术及应用 √

系统工程导论 √ √

组态软件 √
机器人控制技术 √

变频技术 √

轻工测控系统与工程 √ √
电类科技创新及竞赛基

础实践
√ √

机器人技术创新实践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

社会实践 √ √
工程训练 √

电子工艺实习 √

电子技术综合课程设计

（分散）
√

单片机原理课程设计 √

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

器课程设计
√

过程控制系统大实验 √
运动控制系统大实验 √

生产实习 √ √

毕业实习 √ √
毕业设计 √ √ √ √ √

四、专业特色

自动化是随着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理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应用型基础学科，包含运动控制、自动检测、工业

过程控制等专业方向。自动化专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运动控制、过程控制、人工智能控制、系统工程、新型传感器、电子与自动检测系

统、复杂网络与计算机系统、导航与制导控制、集成制造系统、生物信息学、经济与物流统筹等各个领域均发挥着主导作用。自动化专

业人才培养，以满足行业需求为导向，突出特色行业背景，如造纸、酿造、食品、皮革等轻化工行业，培养专业领域的创新应用型人才。

五、主干学科

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机与电力拖动基础、自动控制理论、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电力电子技术、过

程检测及仪表、过程控制、运动控制、计算机控制系统。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工程训练、电子工艺实习、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可编程控制器课程设计、单片机原理课程设计、控制系统大实验、

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及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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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1.5 8.5 19 24 27 50

要求学时
2414+31周～

2604+31周
840 108 552 136 352 424～616 31周 736+31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 19.68% 5.30% 11.87% 15.03% 16.87% 31.25%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1、必须完成各课程模块最低学分要求；2、毕业设计必须完成答辩并合格以上。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大学体育（1）
（Physical education 1）

1 32 1 考试 B151001

大学体育（2）
（Physical education 2）

1 32 1 考试 B151002

大学体育（3）
（Physical education 3）

1 32 1 考试 B15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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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4）
（Physical education 4）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utomation Major）

1 16 1 考查 B0211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48 16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

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Ⅰ(上)
(Higher MathematicsⅠ(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1

高等数学Ⅰ(下)
(Higher MathematicsⅠ
(Volume 2))

6 96 6 考试 B113102

大学物理Ⅰ（上）

(College Physics I (Volume 1))
4 64 4 考试 B113201

大学物理Ⅰ（下）

(College Physics I (Volume 2))
2 32 2 考试 B113202

大学物理实验Ⅰ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Ⅰ)
1.5 48 1.5 考试 B117201

电路原理

(Principles of Electric Circuits)
4.5 64 16 4.5 考试 B023201

模拟电子技术

(Analog Ecectronic Technique)
4.5 64 16 4.5 考试 B023202

数字电子技术

(Digiral Ecectronic Technique)
4 56 16 4 考试 B023203

小计 31.5 456 96 0 0 5 14.5 8 4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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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线性代数 II
(Linear Algebra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

3 48 3 考试 B118123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Complex Functions and Integral
Transformations)

3 48 3 考试 B118125

数学模型

(Mathematical Model)
2.5 40 2.5 考试 B118126

小计 11 176 0 0 0 0 0 2.5 8.5 0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单片机原理Ⅱ

(Principles of MCUⅡ)
2.5 32 16 2.5 考试 B024303

电机与电力拖动基础

(Electrical Machinery and Power Drive)
3 40 16 3 考试 B024460

自动控制理论

(Automatic Control Theory)
5 72 16 5 考试 B024160

电力电子技术

(Powe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3 40 16 3 考试 B024161

计算机控制

(Computer Control)
3 40 16 3 考试 B024162

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器

(Electrical Control &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2.5 32 16 2.5 考试 B024104

小计 19 256 96 0 0 0 0 0 0 13.5 5.5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现代控制理论

(Mordern Control Theory) 2 32 2 考试 B025101

过程检测及仪表

(Process detection and instrument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25162

过程控制

(Process control) 3 40 16 3 考试 B025161

运动控制

(Movement Control) 4 56 16 4 考试 B025163

计算机仿真

(Computer Simulation) 1 12 20 1 考查 B025105

小计 12 152 60 20 0 0 0 0 0 2 10 0 0

方向

二

信号分析与处理

(Signal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3 48 3 考试 B025107

嵌入系统技术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embeded
system)

2.5 32 16 2.5 考试 B025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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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技术及应用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and application)
2.5 32 16 2.5 考试 B025360

智能仪器设计基础

(Intelligent Instrument Design Basis)
3 40 16 3 考试 B025160

虚拟仪器

(Virtual Instruments)
1 8 24 1 考查 B025109

小计 12 152 56 24 0 0 0 0 0 3 4 5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II
(Principles of Microcomputer and the
interfaceⅡ)

3 40 16 3 考试 B026305

电气 CAD技术

(Electrical CAD technology)
1 8 16 1 考查 B026101

C++程序设计

(C++ Programming)
1.5 16 16 1.5 考试 B026102

运筹学

(Operations Research)
2 32 2 考试 B026103

Vc编程与应用

(Programming and its Applications of Visual C)
1.5 16 16 1.5 考查 B026104

自动化专业英语

(Automation Specialized English)
2 32 2 考试 B026105

供配电技术

(Power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26106

模糊控制

(Fuzzy Control)
2 32 2 考试 B026107

神经网络原理

(The Principle of Neural Networks)
2 32 2 考试 B026108

网络控制技术及应用

(Network Control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26109

系统工程导论

(Introduction to System Engineering)
2 32 2 考试 B026110

组态软件

(Configuration Software)
1 0 32 1 考查 B026111

机器人控制技术

(Robot Control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026112

变频技术

(Frequency Conversion Technology)
1 8 16 1 考查 B026113

轻工测控系统与工程

(Light industry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and Engineering)

2 32 2 考试 B026114

电类科技创新及竞赛基础实践

(Electric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ompetion basical practice)

1 32 1 考查 B026115

机器人技术创新实践

(Robot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actice)
1 32 1 考查 B026116

小计 29 376 128 48 0 0 0 2 4.5 4.5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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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7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Public Laboring )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training)
2 2 2 考查 B017102

电子工艺实习

(Electronic technology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27201

电子技术综合课程设计（分散）

(Integrated course design of electronic technique)
1 1 1 考查 B027202

单片机原理课程设计

(Design subject of principle of single chip muicrocomputer)
1 1 1 考查 B027301

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器课程设计

(Course Design of Electrical Control &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1 1 1 考查 B027101

过程控制系统大实验

(Experiment of Process Control Systems)
1 1 1 考查 B027102

运动控制系统大实验

(Experiment of Motion Control System)
1 1 1 考查 B027103

生产实习

(production exercitation)
3 3 3 考查 B027104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4 4 4 考查 B027105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design)
10 14 14 考查 B027106

小计 27 31 2 0 2 1 2 1 5 18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课程阐述自动化专业的性质、特点、作用和地位，自动化原理和基本技术

以及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具体内容为自动化的概念和发展简史、自动控

制系统的类型和组成、基本的控制方法、应用范畴和发展展望，以及专业

的培养目标和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专业的教学安排和学习原理和方法等

等。

本课程作为自动化专业认知的科普

性课程，为后续自动控制理论、运动

控制、过程控制等课程做一个前沿铺

垫。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电路原理

电路原理是电气、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一门非常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具有较

强的理论性，同时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

电路模型和电路定律；电路等效变换；电阻电路的分析方法；叠加定理、

替代定理、戴维宁和诺顿定理；一阶电路的时域分析；相量法基础以及正

弦稳态电路的分析；含有耦合电感的电路的分析方法；三相电路的基本概

念和三相电路计算；非正弦周期电流电路和信号的频谱；拉普拉斯变换的

基本性质及应用；二端口的方程和参数。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掌

握电路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基本定理以及基本的分析和计算方法，并

使学生受到必要的实验技能的训练，为学习后续相关课程和将来从事工程

技术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学、物理等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

学物理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
学期。

模拟电子技术

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以及测控技术

与仪器等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该课程不仅具有自身的理论体系，而且

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获得的模拟电子技术基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学、物理、

电路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等数

学、大学物理、电路原理等课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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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

自动控制系统、微型计算机原理等课程以及电子技术及电路在专业中的应

用打好基础。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常用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多

级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电路、放大电路中的反馈、信号的运算和处理、

波形的发生和信号的转换、功率放大电路、直流电源。通过学习模拟电子

技术课程，使学生能看懂本专业中典型电子设备的原理图，了解各部分的

组成及工作原理；对对各环节典型电路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估算；并能

根据要求选用有关元器件，研制出所需要的电路。

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数字电子技术

专业重要专业技术基础课，它的突出特点是既基础又专业。其基础性表现

该课程是所有上述各种专业的入门课和基础课，更是掌握现代电子技术、

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等必需掌握的基础技术；其专业性表现在课程本

身实践性很强，课程内容涉及到的一些典型电路本身就可以作为最终的实

用电路和产品。国家教育部对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基本要求是“使学生获得

数字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深入学习数字电

子技术及其在专业中的应用打下基础”。教育部的要求是开展本课程教学的

基本纲领，整个课程的教学过程都要围绕着这“三个基本和一个应用”展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学、物理、

电路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等数

学、大学物理、电路原理、模拟电子

技术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
期。

单片机原理Ⅱ

单片机技术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有关测量与控制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

程，是实现现代控制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与手段，是控制类专业的一门必修

课，是控制类专业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主要讲授单片机结构和基

本原理、MCS-51系列单片机及其指令系统、单片机的 I/O扩展及应用、单

片机的定时与中断系统及单片机的汇编及 C语言程序设计等内容，通过学

习使学生基本掌握单片机的硬件构成，软件组成及一般的程序设计技能，

进而使用单片机实现各种检测与控制的目的。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电子等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电路原理、模

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电机与电力拖动基础

本课程是自动化专业必修课程，主要研究电机与电力拖动系统的基本原理

以及与科学实验、生产实际之间的联系。内容主要包括常用交直流电机、

控制电机及变压器的基本工作原理与电力拖动系统的运行特性，为电力拖

动控制系统、工厂供配电技术、伺服控制、运动控制等课程打好必要基础。

先修课程为大学物理、高等数学、电

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

术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自动控制理论

是自动控制领域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内容主要涉及古典控制理论

的基本知识，包括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控制系统的数学建模、线性

系统的基本分析方法、线性系统的设计校正方法、线性离散系统的分析与

校正以及非线性控制系统分析等。通过学习该课程，学生可以掌握古典控

制理论的基本知识，学会控制系统的建模、分析及设计方法，为今后专业

课程的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

学习本课程之前，应先选修下列课

程：复变函数及积分变换、电路原理、

模拟电子技术，高等数学等课程。后

续课程：现代控制理论，计算机控制、

过程控制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
期。

电力电子技术

本课程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技术基础课，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

的核心课程之一。主要讲述各种电力电子器件的结构、基本原理、驱动方

法，同时对驱动电路和器件的选择进行了探讨。对电力电子线路的工作原

理、设计与计算方法以及各种电力电子器件的特性和使用方法亦有着力讲

解。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各种电力电子电路的结构、工作原理、控

制方法、设计计算方法及实验技能；熟悉各种电力电子装置的应用范围及

技术经济指标。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数学、物理、

电路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等数

学、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

电子技术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计算机控制

计算机控制以主流机型 ISA/PCI总线工业控制机或 IBM-PC系列微型计算

机为控制工具，系统地阐述了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设计和工程实现方法。内

容包括：计算机控制系统及其组成、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典型型式、发展概

况和趋势；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硬件设计技术；数字控制技术；常规及复杂

控制技术；现代控制技术；先进控制技术；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软件设计技

术；分布式测控网络技术；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课程内容丰富，

体系新颖，理论联系实际，系统性和实践性强。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主要有模拟电子

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自

动控制原理等。其在整个自动化专业

课程体系中起着把上述多门课程结

合并如何应用于实际工业生产过程

的重要作用。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

器

是自动化专业重要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从工程实际出发，首先介绍了常

用低压电器元件的结构和工作原理、电气控制基本线路、典型生产机械电

气控制线路、电气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然后以西门子 S7系列 PLC产品

为主线，详细介绍了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结构、原理、指令系统、编程及相

关配套设备的使用方法，系统地阐述了电气控制和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的

分析与设计的一般方法。为加深理论知识学习并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

配以适当实验教学，使学生既能够对原有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进行

PLC技术改造，又能够根据用户提出的工艺流程进行 PLC程序设计，提高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电路学、自动控

制理论、电子技术、电机拖动控制和

计算机控制。这些课程的学习，为本

课程学习 PLC的原理和系统设计奠

定各方面技术知识基础。本课程学习

结束后，为分析设计各种传动与生产

过程 PLC控制系统打下良好的新技

术知识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学生才

能更好地进入电力拖动控制、过程生

产控制等课程的学习。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572



现代控制理论

是自动化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建立在状态空间法基础上的一种控制理

论，是自动控制理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控制理论中，对控制系

统的分析和设计主要是通过对系统的状态变量的描述来进行的，基本的方

法是时间域方法。现代控制理论比经典控制理论所能处理的控制问题要广

泛得多，包括线性系统和非线性系统，定常系统和时变系统，单变量系统

和多变量系统。它所采用的方法和算法也更适合于在数字计算机上进行。

本课程重点培养学生的现代控制理论思想，并具有建立控制系统和分析控

制系统的能力。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控制系统的状态空间表示法、状态

方程的解、控制系统的能控性和能观测性、控制系统的李雅普诺夫稳定性

分析与应用、线性定常系统的状态反馈、状态观测器设计和解法以及复杂

系统的综合与设计。

本课程在经典控制理论的基础上进

一步加深、扩展和提高学生在控制理

论方面的基础知识，使学生较为全面

地了解和理解控制理论的基本内容，

为后继学习专业课程打下基础。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过程检测及仪表

本课程以信息为主线，从信息的获取、变换与处理和输出与显示等角度来

介绍检测技术、检测仪表和检测系统。首先介绍检测技术的一般概念和检

测仪表的共性知识，包括测量误差、准确度等；然后介绍各种检测元件的

检测原理和使用特点；接着重点介绍各种常见参数的检测方法和检测仪表；

最后简单介绍检测技术的最新进展，包括软测量技术和图像检测技术等。

本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涉

及到机、电、光等多方面知识，学生

应先修完大学物理、电路原理、模拟

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等基础课

程，掌握基本物理现象和定律，模拟、

数字电路的分析方法。在学习本课程

时应注意复习以前学过的知识，加以

综合和应用，为后续课程过程控制打

下良好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过程控制

过程控制是自动化专业的一门主要的专业课程。主要研究过程建模、过程

控制系统的设计、参数整定和实用典型过程控制系统的分析。本课程将控

制系统从检测、控制到驱动执行进行了完整系统的分析，是一门与生产实

际和工程应用密切联系的综合性课程。学生在修完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

课之后，通过过程控制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达到从事生产过程控制系

统的分析、设计、运行及研究；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

拓宽知识面，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本专业发展趋势及动向。

本课程以电路原理、电子技术基础、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自动控制理

论、过程检测及仪表为基础技术课，

于第六学期开设的一门专业课。主要

研究过程建模、过程控制系统的设

计、参数整定和实用典型过程控制系

统的分析。是一门与生产实际和工程

应用紧密联系的综合性课程。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运动控制

是自动化专业的核心课程，它既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又有很强的实践性，

是一门把理论基础和工具应用到工程实践中去典范课程，它不但能培养学

生的系统概念，还能培养学生应用基本理论与方法进行工程设计的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电力拖动自控系统有较全面的了解，掌握电

力拖动控制的基本原理，学会分析并掌握简单系统的设计方法，并通过实

验课程提高动手能力，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用到前期多门课程的基础概

念，包括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

术、电机与电力拖动基础、自动控制

理论、电力电子技术等。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计算机仿真

MATLAB是matrix&laboratory两个词的组合，意为矩阵工厂（矩阵实验室）。

是由美国 mathworks公司发布的主要面对科学计算、可视化以及交互式程

序设计的高科技计算环境。它将数值分析、矩阵计算、科学数据可视化以

及非线性动态系统的建模和仿真等诸多强大功能集成在一个易于使用的视

窗环境中，为科学研究、工程设计以及必须进行有效数值计算的众多科学

领域提供了一种全面的解决方案，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非交互式程

序设计语言（如 C、Fortran）的编辑模式，代表了当今国际科学计算软件

的先进水平。本课程意在借助MATLAB 软件使学生掌握控制系统计算机仿

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熟练地运用MATLAB¬¬对给定的系统进行仿

真，以便辅助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它是《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积分变换》、《自动控制原理》和

《现代控制理论》等前续课程的辅修

课程之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信号分析与处理

着以信号分析与处理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它已经成为从事自动

化、电子信息、电气工程等领域的科技人员也必须掌握的重要基础知识。

所以，在自动化专业中开设信号类课程是大势所趋，各高校也都越来越重

视信号分析与处理课程的建设，许多学校把它安排为学校或学院平台课，

还有更多的学校正在开设或者准备开设这门课程。

本课程是自动化专业的专业方向课，

是继高等数学、电路、线性代数、复

变函数课程之后开设的。本课程也是

学习通信原理、数字信号处理的基

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嵌入系统技术

本课程是涉及多学科交叉的计算机应用领域。涵盖计算机系统结构、操作

系统、程序设计、硬件接口技术等方面知识。主要学习嵌入式系统的概念、

组成结构、基本原理和开发方法；详细介绍基于 CortexM3ARM 核的 32位
嵌入式处理器、指令系统和片上外设；讲授系统程序设计方法。为从事嵌

入式产品的开发奠定良好基础。

先修课程有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

字电子技术、信号与系统、单片机原

理、C语言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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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技术及应用

DSP技术应用广泛，课程以 TI公司 TMS320系列处理器为描述对象，介绍

DSP技术基本原理和常用算法以及 DSP芯片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开

发环境、编程方法、基本开发调试技巧。为将来工作中熟练使用 DSP器件

及复杂数字信号处理算法打下坚实基础。

先修课程有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

字电子技术、信号与系统、单片机原

理、C语言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智能仪器设计基础

智能仪器设计基础在讲述智能仪器工作原理的基础上，介绍智能仪器的设

计方法。主要内容有智能仪器的输入输出通道、外设及其控制技术、通信

接口等。以提高学生设计能力为目标，介绍智能仪器总体设计、电路设计

及实现、软件设计、抗干扰措施及减少测量误差的设计方法。

学习本课程主要涉及模拟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以及微机原理课程中

有关接口和汇编程序、微机控制方法

等方面的有关知识。因此，应当尽可

能地在先修《模拟电子技术》、《数

字电子技术》、《微机原理》、《微

机接口技术》和《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等课程，为有关智能仪器系统设计方

面的课题打下必要的基础，是该专业

学生的毕业前的综合性设计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虚拟仪器

虚拟仪器技术是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它是计算机技术、仪

器技术、通信技术等多门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基于图形化编程语言的虚拟

仪器测量方法，代表了未来仪器的发展方向，是未来测试领域中的主流技

术，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开设本课程目的，是使学生熟悉图形化编程环

境，学习图形化编程语言，能够熟炼应用 LabVIEW开发虚拟仪器产品，以

满足现代测量技术发展的需求。

虚拟仪器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专业

课程，在学生系统的学习过自动控制

理论、电子测量技术、信号分析与处

理、计算机测控技术等课程之后，可

以进行本课程的学习和相关内容的

实验和设计。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II

课程以 8086CPU为主线，系统介绍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基本组成、体

系结构和工作模式等；8086CPU的指令系统、汇编语言及程序设计方法和

技巧；存储器的组成和 I/O接口扩展方法；微机的中断结构、工作过程和

8259A的编程与应用；微机中的常用接口原理和应用技术，包括串并行接

口 8255A和 8251A的工作原理及编程应用方法，计数器/定时器 8253的结

构和应用，A/D、D/A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应用方法。从而使学生能较清楚的

了解微机的结构与工作流程，建立起系统的概念，初步掌握微机应用系统

软、硬件开发技术。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电路、电子等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电路原理、数

字电子技术、计算机文化基础等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电气 CAD技术

介绍电气 CAD绘图基础，AutoCAD2010基础，工厂电气控制识图与绘图，

发变电一次工程图识图与绘图，介绍电子、通信线路及装置的识图与绘图，

介绍电气 CAD工程实践方法。可作为高等院校电气信息类相关专业本科生

及研究生 CAD课程教材与毕业设计工具书，还可作为高职高专相关专业教

材，同时还可供电气工程技术人员在职培训、社会培训或自学使用。

以电路作为专业基础，学习基本的电

气电路绘制技巧与方法，为自动化、

测控专业后续专业课程提供绘制图

形的工具，也为学生提供工程绘图技

能。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C++程序设计

主要介绍 C++语言的基本概念、语法规则和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及思

想，以 C++ 语言中的面向对象机制为主。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可以通过大

量的程序实例和相关练习，逐步掌握 C++ 的面向对象的功能，从而掌握面

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会利用 C++语言进行一般面向

对象程序的设计，解决一般应用问题，并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程序

设计基础。

本课程为计算机控制技术、智能仪器

设计的先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运筹学

是近代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应用分析、实验、量化的办法对经济管理系

统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进行统筹安排，为决策者提供有依据的最

优方案，以实现最有效的管理。它把有关的运行系统首先归结成数学模型，

然后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和比较，求得合理运用人力、物力和财力的

系统运行最优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线性规划、运输问题、动态规划、排队

论、目标规划、图与网络分析、存储论及决策分析等。

运筹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涉及到图

论、概率论、数理统计、随机过程等

学科的基本理论。但是作为自动化专

业的本科生学习运筹学，重点在于把

握优化思想，对其数学根基的要求并

不高。自动化专业的学生会将优化思

想带入到工程建设和技术开发中去。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Vc编程与应用

是自动化及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VC++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可视

化程序设计语言之一，功能十分强大。本课程内容包括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的基本概念，Visual C++集成开发环境，Visual C++语言的基本内容、常用

的算法，WINDOWS的消息机制和WINDOWS应用程序的基本结构，MFC
的基本概念，窗口、资源、图形设备接口、文档视图结构、对话框和控件

等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等。

学习本课程应先修《程序设计基础》

和《C++程序设计》。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5学期。

自动化专业英语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积累一定的专业英语词汇，了解专业英语的特

点，具备阅读、翻译专业英语文献的能力，能快速阅读相关专业英语文献，

熟练掌握检索文献资料的技能，并可进行相关科技论文的写作。为将来走

向工作岗位从事相关专业的工作与深造打下扎实良好的专业英语基础。

课程涵盖了自动化专业学科的学生

所学的其他多门专业课程，涉及电

路、模拟电子、数字电子、电力电子、

微型计算机、网络、自动控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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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及仪表等。本课程有一定的专业

难度同时专业词汇有一定的复现性。

专业内容力求强化技术应用，弱化理

论推导。内容覆盖面宽，力争建立自

动化英语的整体概念。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7学期。

供配电技术

是自动化类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本课程的教学，学生能较熟练

地掌握中小型工厂内部的电能供应和分配问题，学生初步掌握中小型工厂

供电系统运行维护和设计计算所必需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为今后从事

工厂供电技术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础。

该课程以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

电子技术等课程为电类学科基础，以

电机及拖动基础、电力电子技术为专

业核心知识与理论支撑，为掌握企业

供配电提供技术支撑与实践指导。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模糊控制

本课程是为自动化专业和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所开设的学科前沿选修课，

主要讲授模糊控制的基本原理、模糊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及其应用技术等。

有效地结合了理论的前瞻性和方法的实用性，可以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开拓视野，扩展知识面，更加全面的了解控制类课程，为在今后的学

习和工作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增加新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本课程是继自动控制理论和现代控

制理论课程之后的又一门控制理论

课程。本课程属于智能控制方法的一

种，是控制方法的拓展，它可与传统

的 PID控制方法以及神经网络等智

能控制方法相结合来对生产过程进

行控制。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神经网络原理

本课程力图从工程应用的角度专门对神经网络及其在控制、人工智能中的

专家系统和预报方面的应用作比较系统的阐述。从几种典型人工神经网络

的构成原理（前馈型、反馈型物理模型和自组织原则）和比较实用而有发

展前途的角度选择了四类五种模型，对每种类型，按照结构、基本原理、

算法、设计和应用的层次进行讲解。

线性代数、C语言、数据结构，自动

控制原理等课程是先修课，是学习该

课程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
期。

网络控制技术及应用

是自动化专业的任选课，该课程以网络技术为基础，首先介绍网络基础知

识及工业控制网络特点，然后以工业中典型的集散控制系统为例，详细介

绍以网络为基础的控制系统的组成、原理、组态、网络构架及系统特点，

最后讲述工业控制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即现场总线技术应用，并详细介绍

目前世界上常用的几种现场总线。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将测量

控制技术与网络技术相结合，并了解当前工控领域主流网络系统，拓展学

生专业知识，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主要有电子技术，

自动控制理论，计算机控制系统等。

其在整个自动化专业课程体系中起

着把上述多门课程结合并如何应用

于实际工业生产过程的重要作用。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系统工程导论

是工业工程、管理科学本科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之一，是自动化专业的专

业选修课之一。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系统和系统工程的基本概念；系统工

程的理论基础；系统工程方法论；系统描述方法；计算机仿真；最优化方

法及其Matlab实现；系统预测技术；系统评价；系统决策等。

线性代数、运筹学是先修课，是学习

该课程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组态软件
通过实验课程的形式使学生了解组态软件的概念、组成及特点。能应用常

用的组态软件，为学生将来从事本专业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先修课程是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

器、过程控制、运动控制等。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7学期。

机器人控制技术

机器人学是一门跨学科的新兴学科，工业机器人已广泛应用于电子、机械、

汽车制造、核工业等众多领域；智能机器人也正在逐步应用于服务、医疗、

科学探测、军事等领域。因此，机器人控制技术是从事自动化系统与工程

设计和开发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和掌握的基本知识。本课程开设的目的是

使本专业学生了解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概貌，掌握机器人学的基本概念，机

器人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技术，机器人控制的方法与特点，了解在自动化系

统与工程中机器人技术的应用与实现方法，为学生学习后续课程和毕业后

从事机器人技术研究和开发打下坚实基础。

机器人控制技术是一门综合性交叉

性比较强的学科，在学习学习本课程

之前，应先选修下列课程：线性代数、

复变函数、自动控制原理、电机拖动、

机械原理、计算机原理等。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7学期。

变频技术

是自动化专业重要的专业任选，该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变频器的基本工作

原理，变频器的组成，变频器的生产厂家，变频器的功能及参数预置，变

频器的实际操作与运行，变频器与 PLC组成的调速系统用。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掌握变频调速的基本原理，能熟练使用变频器，能对变频器进

行参数设置、功能操作，培养学生具有变频器调速系统的安装、调试与维

修的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电路学、自动控

制理论、电子技术、电机拖动控制和

计算机控制。这些课程的学习，为本

课程学习变频器的原理和组成奠定

各方面技术知识基础。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7学期。

轻工测控系统与工程

以 DCS为控制工具来介绍自动化工程，同时也介绍以常规仪表为控制工具

的自动化工程。书中以工程项目实施为框架描述工程问题。主要 内容包括：

自动化项目的主要任务、自控方案设计、自动化工具选择、软件设计及人

机界面设计、系统连接及电缆敷设、控制室设计、仪表安装及防护、工程

试运行及验收，以及一些规格书的编制等。

该课程以电路、模拟电子技术、数字

电子技术等课程为电类学科基础，以

过程检测及仪表、电机及拖动基础、

运动控制、过程控制为专业核心知识

与理论支撑，为掌握具体自动化工程

设计、开发提供技术支撑与实践指

导。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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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类科技创新及竞赛基

础实践

该课程用于指导学生对科技创新竞赛的基本认知，并通过电类的不同类型

竞赛体系的介绍，各个赛事对知识模块的需求，培养学生对相关赛事有一

定知识基础。

建议该课程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机器人技术创新实践

该课程用于指导学生对当前机器人技术的基本认知，通过机器人的应用背

景、基本物理结构、控制结构、控制原理的认知，培养学生对自动化专业

机器人方向的兴趣。

建议该课程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电子工艺实习

是工科学生基本能力培养的必修课程，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电子基本知识

的重要途径。了解电的基本概念，掌握安全用电；了解常用电子元件的技

术指标、性能、型号、符号、特点及用途；了解焊接机技能；了解 SMT的

特点、前景、工艺流程及技能；了解测量仪器的使用；了解 FM收音机工

作原理及基本制作过程等。

建议该课程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电子技术综合课程设计

（分散）

该课程是在学生修读完模拟电子技术与数字电子技术课程之后，针对课程

要求对学生进行综合性训练的一个必修的实践教学环节。要求学生运用电

子技术知识，进行实际电子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以及利用 EDA技术对

电子电路进行仿真，加深电子技术的理解，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初

步培养学生研制实用电子系统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

技术。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单片机原理课程设计

课程要求学生运用单片机知识，完成一个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加深对

单片机软硬件知识的理解，获得初步的应用经验，为今后毕业从事单片机

应用相关工作打下基础。

先修课程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

技术、单片机原理。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

器课程设计

是自动化专业《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器》课程的后续实践性教学环节，

它有效结合现有可编程控制器实验室实验平台，将企业实际控制环节与实

验室设备有机结合，使学生进行一次重要工程实践模拟训练。

先修课程为电气控制与可编程控制

器。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过程控制系统大实验
通过实验，能够使学生巩固、强化相关的理论知识，包括过程检测、控制、

自动控制系统设计、工程整定等，培养、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过程检测及仪表、过程控

制。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运动控制系统大实验

通过本实验使学生进一步接触和了解当前工业自动化领域运动控制方面的

一些情况，初步掌握目前运动控制系统中数字交、直流调速设备的结构、

原理、系统组成和基本使用方法。通过本实验可以帮助学生完成从专业理

论到工程实践的认识过程，进一步训练和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课程

的有关理论和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电力电子技术、运动控

制。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生产实习

自动化专业生产实习是十分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是实现培养目标不可缺

少的教学过程。通过实习，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本专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

地位、作用和发展方向，利用教师指导、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讲座、现场

参观、跟班实践等形式、巩固所学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获得本专业的感

性认识，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动手实践的能力，为专业

课学习打下一定的实践基础。

修完自动化专业各课程模块专业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之前的一次综合性实习，是学生学完所有

理论知识、专业知识的一次综合考核。它给学生提供了一次更全面的理论

联系实际和锻炼独立工作能力的机会。通过毕业实习，加深学生对所学专

业在自动化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使学生更加明确毕业后所从事的

工作范畴和承担的责任。为顺利进入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完自动化专业各课程模块专业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8学期。

毕业设计

毕业设计是自动化专业教学计划中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按教学要求完

成毕业设计（论文）是本科生获得学士学位的必要条件，完成的质量高低

也是衡量教学水平的重要依据。培养学生综合利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基础

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等方面的知识）去分析和解决自动化方面问题的

能力。巩固和深化大学期间所学到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提高实验动手

能力，提高自学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培养学生建立正确的设计思想，掌

握工程设计的一般程序、规范和方法，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科

研、生产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

修完自动化专业各课程模块专业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8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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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代码：120204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具备经济、管理、法律和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

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机构从事财务管理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财务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财务、金融管理方法和技能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分析和解决财务问题

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掌握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

3、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信息获取以及分析和解决财务管理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

4、熟悉国内外有关财务、金融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5、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6、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质、表达

与沟通能力

2.创新精神与学

科前沿动态

3.经济管理基本

理论、基本技能

4.财务管理定性

定量分析方法

5.相关的方针、政

策和法规例

6.文献检索的基

本方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

微积分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

微观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 √
管理学 √

经济法 √

统计学 √
基础会计学 √

财务管理学 √

企业战略管理 √
财政学 I √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

计量经济学 √
管理信息系统 I √

保险学 √

市场营销 √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

证券投资学 √

577



人力资源管理 √

现代企业管理 I √
线性代数 II √

管理会计 √

中级财务管理 √
财务报表分析 √

成本会计 √

中级财务会计 √
金融学 √

高级财务会计 √

互联网金融 √
税法 √

金融市场学 √

投资学 √
网络会计专题 √ √

会计电算化 √ √

国际金融 √
国际会计（双语） √

国际财务管理 √

财务管理专业英语 √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

公司治理（双语） √

财务案例分析 √
会计案例分析 √

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 √

财务理论专题 √ √
运筹学 √ √

电子商务 √

国际结算 √
企业内部控制 √

资产评估 √

审计学 √
风险管理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会计手工模拟实验 √ √
财务管理认识实习 √ √

会计模拟实验 √ √

财务管理模拟实验 √ √
毕业实习 √ √

毕业设计（论文）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培养熟练掌握财务理论与方法，熟悉财务法规与惯例，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本

专业在加强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的理论教学基础上，既拓宽视野、提高理论水平，也注重实践，关注互联网发展对财务管理工

作的影响，注重跨国公司对财务管理人才的特殊要求，尊重学生个性发展，构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会计手工模拟实验、财务管理

认识实习、财务会计模拟实验和财务管理综合实验、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一系列的实践环节，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操作能力；注重

学生专业综合素质培养，注重与各类资格考试接轨，为学生增强就业竞争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主干学科

工商管理、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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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基础会计学，统计学，财务管理，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经济法，企业战略管理，中

级财务管理，财务分析，管理会计，成本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金融市场学，投资学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说明：含主要专业实验）会计手工模拟实验（1学分/1周）财务管理认识实习（1学分/1周）会计模拟实验（2
学分/2周）财务管理模拟实验（2学分/2周）毕业实习（8学分/8周）毕业设计（论文）（10学时/18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58.5 39 8 29.5 16 17.5 22.5 26 31

要求学时 2280+31周 784 128 472 256 280 360 31周 160+31周
学分占比 100% 24.6% 5% 18.6% 10.0% 11.0% 14.2% 16.4% 19.6%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管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58.5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管理学、经济学基础理论，市场营销学基本方法和专业技能，具备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营销实际问题的

能力，能够从事市场营销业务及管理工作，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说明：毕业要求应能支撑

培养目标的达成以及专业认证相关要求。）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39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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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大学体育（1）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1)）

1 32 1 考试 B151001

大学体育（2）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2)）

1 32 1 考试 B151002

大学体育（3）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3)）

1 32 1 考试 B151003

大学体育（4）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4)）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81501

小计 39 592 0 32 160 12 8.5 11 4.5 2 0.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

课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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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9.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微积分（上）

(Calculus (Volume 1))
4 64 4 考试 B113109

微积分（下）

（Calculus (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Probability Theory
&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

3 48 3 考试 B113123

微观经济学

（ Microeconomics）
3 48 3 考试 B08300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2 32 2 考试 B083002

管理学

（management）
2.5 40 2.5 考试 B083003

经济法

（The Law of
Economic）

2 32 2 考试 B083004

统计学

（Statistics）
3 48 3 考试 B083501

基础会计学

（Basic Accountiong）
3 48 3 考试 B083502

财务管理学

（Financial
Management）

3 48 3 考试 B083504

小计 29.5 472 0 0 0 8.5 10 5 6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企业战略管理

（Enterprise Strategic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8401

财政学Ⅰ

（Public Finance）
2 32 2 考查 B088105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2 32 2 考试 B088502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2 32 2 考试 B088001

管理信息系统Ⅰ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2 32 2 考查 B088307

保险学

（Fundamentals of
insurance）

2 32 2 考试 B088503

市场营销

（Marketing）
2 32 2 考查 B088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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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ractice）

2 32 2 考查 B088106

证券投资学

（Securities
Investments）

2 32 2 考试 B088504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8409

现代企业管理Ⅰ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8412

线性代数Ⅱ

（Linear algebraⅡ）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管理会计

（Management
Accounting）

2 32 2 考试 B088521

小计 26.5 424 0 0 0 0 0 0 12.5 10 4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7.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中级财务管理

（ Intermedia
Financial
Management）

2.5 40 2.5 考试 B084501

财务报表分析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2.5 40 2.5 考试 B084502

成本会计

（Cost Accounting）
2.5 40 2.5 考试 B084503

中级财务会计 I
（Intermedia Financial
AccountingⅠ）

3 48 3 考试 B084504

中级财务会计Ⅱ

（Intermedia Financial
AccountingⅡ）

2 32 2 考试 B084505

金融学

（Finance）
2 32 2 考试 B084510

高级财务会计

（Advanced Financial
Accounting）

3 48 3 考试 B084506

小计 17.5 280 0 0 0 0 0 3 4 8 2.5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0.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互联

网金

融

互联网金融

（The Internet
Finance）

2 32 2 考查 B085501

税法

（Tax Law）
2 32 2 考试 B085502

金融市场学

（Financial Markets）
2 32 2 考查 B08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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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学

（Securities
Investments）

2.5 40 2.5 考试 B085504

网络会计专题

（Network accounting
project）

2 32 2 考查 B085505

小计 10.5 168 0 0 0 0 0 0 2 2 4.5 2 0

方向

二：

国际

财务

管理

会计电算化

（Accounting
Computerization）

2.5 24 32 2.5 考试 B085506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2 32 2 考查 B085509

国际会计（双语）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2 32 2 考查 B085507

税法

（Tax Law）
2 32 2 考试 B085502

国际财务管理（双语）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5511

小计 10.5 152 32 0 0 0 0 0 2 2.5 6 0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财务管理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Financial
Management ）

2 32 2 考查 B086501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

计

（Accounting for
government and
non-profit entities）

2 32 2 考查 B086511

公司治理（双语）

（Corporate
Governance）

2 32 2 考查 B086503

财务案例分析

（ Analysis on
Corporate Finance
Cases）

2 32 2 考查 B086504

会计案例分析

（Case Analysis of
Accounting）

2 32 2 考查 B086505

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

（Tax
Accounting&Tax
Planning）

2 32 2 考查 B086506

财务理论专题

（Financial theory）
2 32 2 考查 B086508

会计理论专题

（Accounting Theory）
2 32 2 考查 B08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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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Ⅰ

（Operation Research）
2 32 2 考查 B086312

电子商务

（ Electronic
Business）

2 32 2 考查 B086304

国际结算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2 32 2 考查 B086119

企业内部控制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2 32 2 考查 B086517

资产评估

（Asset Evaluation）
2 32 2 考查 B086520

审计学

（Auditing）
2 32 2 考查 B086521

风险管理

（ Risk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6512

小计 30 480 0 0 0 0 0 0 0 0 14 14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6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technical
ability）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Public welfare work）
（1） 考查

安全教育

（Securi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会计手工模拟实验

（Manual accounting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87501

财务管理认识实习

（Finance management
exercitation）

1 1 1 考查 B087507

会计模拟实验

（Accounting Practice
Experiment）

2 2 2 考查 B087503

财务管理模拟实验

（Financial management
simulation）

2 2 2 考查 B087508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8 8 8 考查 B087509

毕业设计（论文）

（Bachelor Degree Thesis）
10 18 10 B087510

小计 26 31 2 0 1 1 0 2 10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经济总量的决定及

其变化规律，揭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宏观经济变化规律以及

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其内容包括古典理论（长期中

的经济问题）、增长理论（超长期的经济问题）、经济周期理论（短

期中的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政策等。该课程的学习能够提高学生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和微观经济学。通过学习

高等数学和微观，使学生具备微积分和微观经济学的

基本理论知识；掌握最优化和均衡的基本分析方法，

为学习宏观经济学提供必要的理论知识和分析工具。

本课程重点讲述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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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观察和分析能力，能够理解国家各

种政策出台的经济背景，提高其经济学意识和思维方式，逐步培养

学生的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和独立学习、独立分析能力；同时也为

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是工商管理类各专

业的专业基础课。

方法，为进一步学习专业课打下坚实的基础。

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是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国家

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微观经

济学是关于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它以价格为分析的中心，运用实证

研究方法研究市场中个体的经济行为，它从资源稀缺这个基本概念

出发，探讨不同微观经济主体基于自身利益在不同环境条件下所表

现出的行为特征，说明其对社会经济相关变量产生影响的方式及其

结果。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

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分配理论、福利经济学以及市

场失灵等。对于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解现代市场经济

的基本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将对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观点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掌握微观经

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对微观经

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建立起对微观经济运行分析的基本

思维框架，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理论分析现实经济现象的能力，为进

一步学习其它专业课程和专业研究打下理论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通过学习高等数学，使

学生具备微积分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最优化的基本

分析方法，为学习微观经济学提供必要的数学分析工

具。本课程重点讲述微观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分析方法，为进一步学习专业课打下坚实的基础。

管理学

管理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是一门系统地研究管理

活动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也称一般管理学或管理学原

理。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管理学概论，主要解释管理学的基本

概念，介绍中外早期的管理思想、管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特点；

基本的管理理论，具体介绍主要的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管理方法；

管理的职能，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管理的具体职能详细讲

解管理活动的内容；管理理论的新发展，具体介绍最近几年国内外

管理学科的最新成果，讲解管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本

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教与学，学生能正确理解管理的概念，掌

握管理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并能综合运用，初步掌

握解决一般管理问题的能力，为以后学习其它专业课程和为日后的

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本课程重点讲授管理

学特别是企业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基本管

理方法和技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获得管

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及技能，为以后专业课程的学习

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

经济法

《经济法》（非法学专业）是高等学校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学生

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建设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既懂经济

又懂法律的经营管理人才。与其他课程相比，经济法具有以下几个

显著特点：一是经济法的内容广泛而丰富，因而教材内容也涉及较

广；二是经济法更新速度快，因而教材的内容也在不断的补充和修

改；三是经济法的理论性强、实际操作性强，因而要注重实践能力

的培养。针对以上特点，经济法的教学必须做到规范与灵活相结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教学内容上，并非按照法学专业的经济法内

容体系，除经济法基础理论、市场主体法之外，还特意增加了公司

法、合同法等民商法的内容，力争为学生打下扎实的经济法学基础，

为学生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和法学方面的深造创造良好条件。

本课程是经管类所有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作为法学、

管理学在法律学科上的运用,它与经管类大部分课程的

联系非常紧密，要求学生在学习了经济法课程以后再

深入研究别的课程。

统计学

《统计学》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经济与管理类各专业必修

的核心基础课程之一。本课程既介绍具有通用方法论性质的一般统

计理论与方法及其在经济管理中的运用，又介绍经济管理领域所特

有的一些统计理论与方法。因此，本课程的开设在为学习经济与管

理学科各专业的后继课程和进行经济管理问题研究提供数量分析

方法的同时，也为日后非统计专业部分学生走向社会经济统计岗位

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微积分、概率论等课程。通过上

述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了数学、概率论的基本理

论知识，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课程

重点讲授统计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为进一步学

习专业课程打下良好的定量分析的方法论基础。

基础会计学

《基础会计学》是财务管理和会计学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

课，是阐明会计学基本原理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

解会计的形成与发展，掌握会计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会计的基本方

法和基本操作技术，熟练掌握和运用各种会计核算方法。通过本课

程的教学，使学生理解会计的定义、职能、任务、对象、要素等会

计基础理论，掌握设置会计科目和账户、复式记账、填制和审核会

计凭证、登记账薄、成本计算、财产清查和编制会计报表的操作技

能；理解会计管理的方法和程序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得学生在领

《基础会计学》是会计学专业和财务管理专业的一门

专业入门课程，它概括了会计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

和基本技能方面的知识，该课程在专业知识体系中处

于专业基础的地位。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涉及的范围较

为广泛，需要相关的经济、管理方面的理论知识做知

识储备，联系较为密切的先修课程有《经济法》、《管

理学》等课程；同期开设了《计算技术与会计技能》

专业选修课程，为《基础会计学》相关基本技能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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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计基本概念的同时，还要熟练运用会计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

术，处理一些常见的经济业务，努力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为学习后续专业课程打好基础。

解和掌握做了实践准备；本课程又为后续开设的《中

级财务会计Ⅰ、Ⅱ》、《财务管理学》、《成本会计》、

《审计》等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财务管理学

财务管理是财务与会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本课程以企业资金

运动为中心内容，以资本的取得、资本的运用、资本收益的分配等

为框架，阐述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管理原则、管理制度等理论问

题以及预测、计划、控制、分析等业务方法问题。学生通过学习该

课程，要熟悉并掌握财务管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能够运用所学

知识对现实理财实践进行基本分析和操作，提高财务管理决策的实

际能力。

财务管理是一门比较难的学科，既有理论介绍，又有

实践方法。在学习该门课程时，必须掌握其基本的学

习要领：一是通过广泛阅读与此学科相关的其他基础

课程，如经济学、会计学、管理会计学、统计学等，

来充实自己的理论水平，提高自己认识与分析问题的

能力，在此基础上掌握财务管理学科的基本框架和基

本概念体系。二是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来加深对理论

的理解。

企业战略管

理

《企业战略管理》是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会计（金融外包）、财

务管理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它是反映企业全面的、战略性

和方向性的管理理论，是一门综合性课程。该课程重点介绍企业内

外部环境分析，特别是行业环境、行业竞争环境的研究、价值链理

论、核心竞争力理论，总体战略、竞争战略，以及战略的实施与控

制等内容。突出企业战略在打造“百年老店”中培育企业核心竞争

力，形成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并且介绍了企业国际化经营、收购

与兼并、战略联盟等近年企业战略中的热点问题。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西方经济学、管理学、

市场营销等课程。通过对这些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

备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初步知识；获得经济管理

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掌握数学分析工具、厂商理论、

市场供求理论、管理学的基本原理，为学习本课程提

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课程从战略的角度对企业经营

的各方面进行深入的剖析，重点讲授企业环境分析、

战略目标制定、基本的战略类型、战略的选择与评价

等，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管理素质。

财政学 I

《财政学 I》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在学科体系中起着衔接一般经

济理论课和财政业务课的中介作用。该课程设置目的是通过讲授财

政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学生今后相关课程的学习

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财政学 I》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实际，反映当今中外最新的财政研究

成果，特别是借鉴了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本课程力求内容全面、新颖和实用。课程内

容共分为五大部分，即财政的基本理论、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

政管理体制、财政政策等。内容涉及到财政的概念、财政的职能、

财政支出基本理论、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财政收入概述、税

收制度、国债、国家预算、财政平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等。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货币

银行学等课程。通过学习上述课程，使学生具备经济

学、货币银行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获得经济学、金融

学基本理论知识及技能，掌握经济学、金融学的基本

理论，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课程重

点讲授财政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职能、财政收入、财

政支出、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

以及国际税收。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会利用经

济学中的某些原理和方法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为进

一步学习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商业银行经

营管理

《商业银行业务管理》是关于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管理的一门学

科。其内容包括商业银行的本质属性及其经营管理原则，商业银行

各项业务——负债业务、资产业务、投资业务、租赁与信托业务、

表外业务、国际业务和其他业务，商业银行服务定价原理——存款

利率、贷款利率、租金等的决定因素和定价，商业银行筹措资本金

的途径、银行监管和银行控制风险的策略以及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

发展趋势。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货币银

行学、财务管理学和会计学，通过学习这些课程，为

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课程重点讲述商

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及风险的管理的方法，为进一步学

习其他专业课打下基础。

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建立在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的基础上，是经济

学中的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计量经济学结合数量方法来对经济活

动进行认识分析，并辅助于计算机专门软件，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

可操作性。本课程主要介绍了计量经济学的一般概念及工作步骤、

模型估计的基本方法、模型检验与修正方法，典型计量经济模型专

题讨论、联立方程组模型的基本知识（包括模型的识别、估计、检

验及应用）、计量经济模型的应用案例。本课程计划学时 32学时。

本课程作为经济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模型的设

计、检验与应用需要《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方面的经济学知识，其模型设计、估计、检验与应用

需要《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等数学基础。

管理信息系

统 I

《管理信息系统》是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各专业九大核心课程之

一，它是在管理科学、信息科学、行为科学、计算机科学、决策科

学、系统科学和通信技术等学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

门新兴的具有边缘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学科，主要研究企业内部

信息系统的组织、开发和管理，既具有较深和较宽的理论基础，又

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本课程具有较强的综合性，综合运用《计算机应用基

础》、《管理学》、《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等课程的知识，实现了专业管理类课程

和技术类课程的融合。

保险学

《保险学》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特殊手段——风险分

散、集中、转嫁和补偿机制的学科。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

保险学基本知识，对保险和保险业的运行、经营和市场有一个初步

和明确的认知，为学习本专业其他课程打下基础。本课程主要内容

包括保险理论学、保险法学、保险形态学和保险经营学。其中风险

与保险属于保险理论学的内容，保险合同和保险基本原则属于保险

法学的内容，财产损失险、责任险、信用与保证险、人身险属于保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金融学、西方经济学。通过学习

金融学、西方经济学，使学生具备经济学基础理论，

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课程重点讲授

保险的基本原理，保险的基本原则、保险合同及保险

市场方面的知识，为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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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形态学的内容，再保险则是保险形态学与保险经营学的交叉领

域。其中保险法学和保险形态学是本课程学习的重点和难点，需要

学习者予以重视。本课程理论性与实用性都很强，通过本课程学习，

可以为学生未来从业和投资购买保险奠定基础。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和现代科

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应用科学。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满足消费

者需求为中心的企业市场营销活动过程及其规律性，即在特定的市

场营销环境中，企业以市场调研分析为基础，为满足现实和潜在的

市场需求，所实施的以产品（Product）、定价（Price）、地点（Place）、
促销（Promotion）为主要决策内容的市场营销管理过程及其客观规

律性。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内容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营销学原理不仅广泛应用于企业、政

府和非营利组织，而且逐渐应用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涉

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市场营销学不仅是财经类、管理类各

专业的必修课，而且还是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等专业的重要课程。

在工商管理类课程体系中，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基础

课。

本课程以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现代管理理论为基础，

与微观经济学、企业经营管理相互配合。本课程是市

场营销专业主干课、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市场营

销学研究市场，但研究的角度不同，它不是研究市场

本身而是研究市场营销，市场供求关系和市场机制的

作用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市场营销学主要

研究微观企业的营销活动，并为企业营销管理服务而

不是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的学科。这是营销学的基本

立足点，如果离开了这个立足点，它的存在和发展就

会同其他学科发生冲突。

国际贸易理

论与实务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是一门专门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

际间商品交换具体过程的学科，是一门具有涉外活动特点的实践性

很强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它涉及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惯

例、国际金融、国际运输与保险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在

实践中的运用。主要讲授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解释国际贸易产生

和贸易利益分配的理论、实施贸易保护的政策措施及其经济效应分

析、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贸易合同的协商、签订及履行等内容，

使学生掌握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以及国际贸易开展的流程。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通过

学习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课程，使学生具备西

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获得用经济学

方法分析问题的基本技能；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

知识储备。本课程重点讲授主要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

际贸易实务知识，为进一步学习和从事国际结算工作

打下良好基础。

证券投资学

证券投资学是财管会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是关于金融经

济运行的整体框架中对证券投资体系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通过本

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和掌握证券投资的基本原理、证券市

场运行的基本规律以及证券投资工具的基本特点、投资分析的方

法，为未来其他课程的学习和投资实践奠定基础。

本课程先修课包括宏微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高等

数学、基础会计学。通过学习这些课程，为本课程提

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课程重点讲授证券投资的基本

理论框架及投资实务，为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打

下坚实的基础。

人力资源管

理

本课程是面向工商管理学院财务管理、会计学、会计（金融外包）、

国际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深刻理解《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综合性和应用性很强的

课程，涉及到认识、方法和实践三个层次，课程通过案例分析与讨

论、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方法使学生对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有清晰

的了解，并能够熟练掌握相关理论和方法解决日常工作中出现的问

题，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现代企业管理》。

现代企业管

理 I

本课程是面向工商管理学院财务管理、会计学、会计（金融外包）、

国际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这门课程的开设对

于提高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

提升学生的能力有着非常重要而意义。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现代企业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理

论、现代企业商业模式、现代企业运营管理基础、现代企业运营战

略管理、现代企业生产管理、现代企业质量管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概

念；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原理、理论和方法；使学生具有一定

的企业管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以适应现代企业发

展对于人才的需要。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统计学、

管理学等课程，使学生具备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的

初步理论知识；获得经济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及技能；

掌握数学分析工具、管理学理论、市场供求理论的基

本原理，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课程

重点讲授现代企业管理特别是现代企业管理学的基本

理论、基本观念、基本管理方法和技巧,为进一步学习

专业课程打下良好基础。

管理会计

《管理会计》是一门新兴的将现代科学管理与会计相结合融为一体

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在现代经济管理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

是高等院校会计类、财管类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本课程旨在培养

学生掌握现代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企业生

产经营过程中预测、决策、预算、控制和考核的一般方法及其应用，

掌握管理会计解析过去、控制现在、筹划未来的基本程序、基本内

容和基本方法，并能结合企业的具体环境和条件灵活运用，从而为

毕业后适用市场经济条件、搞好企业的经济管理，打下坚实的理论

和业务基础。

管理会计的先修课程为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

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企业管理、市场营

销，其后续课程为审计学、财务案例分析、会计案例

分析、投资学、项目管理等，管理会计与这些课程相

辅相成，共同构成财务会计学科完整的知识结构。管

理会计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注重提高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该课程的学习

必须以财务会计学科体系中的其他课程为基础，既是

对会计相关课程的具体运用和学习效果的检验，也是

进一步学习财务案例分析、会计案例分析、投资学等

课程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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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财务管

理

中级财务管理课程是财务管理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其任

务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企业各项财务活动的中心内

容，熟悉市场经济条件下理财的基本理论和常规方法，掌握资金的

筹集、投放、耗费、收入、分配各环节的具体管理内容和措施，学

会理论联系实践，对财务管理的具体运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级

财务管理注重讲授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出现的日常财务

管理问题的处理，它是初级财务管理学的延续和发展，又是高级财

务管理学的基础和铺垫，课程的设计放松了学生学习的紧张压力，

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价值分析模型解决财务管理的实际问题。

中级财务管理课程前承财务管理，后接高级财务管理，

是财务管理专业三本最重要的教材之一。财务管理主

要介绍财务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高级财务管

理主要介绍一些特殊的财务问题，中级财务管理注重

讲授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出现的日常财务问

题的管理，它是初级财务管理学的延续和发展，又是

高级财务管理学的基础和铺垫，它的设计减轻了学生

学习的紧张压力，使学生能够增加对财务管理学知识

的深入理解。

财务报表分

析

本课程在系统地论述财务分析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础信息的基

础上，针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实际需要，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所有

者权益变动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进行会计分析；并进而从盈利

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四个方面进行财务能力分析；

最后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财务效率、公司价值等进行综

合分析与评价；形成完整的财务分析理论体系、方法体系与内容体

系。

本课程是财务管理专业的专业核心课。利用有关会计

类课程提供的会计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是进行财务管

理决策的基础。它为后续的课程提供解读财务报表及

其他财务信息的方法。它与价值评估课程有非常密切

的关系，本课程侧重企业微观各方面的分析，价值评

估是在财务分析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整体评估。本课

程为学生毕业论文写作：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供基

本财务分析方法。

成本会计

《成本会计》是会计专业的核心课程，同时，也是《基础会计》、

《中级财务会计》课程内容的继续和深入。该课程主要阐述成本会

计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具有较强的继承性、超前性

和通用性。是运用会计的基本原理和一般原则，从成本计算方法的

通用性出发，以生产过程最为典型的工业企业为例，重点讲述了成

本会计的涵义、对象、内容和工作组织、成本核算的基本要求和一

般程序；详尽阐述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材料费用核算，直接人

工费用核算，折旧费和其他费用核算，辅助费用核算，制造费用核

算，损失性费用核算和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分配核

算；全面介绍了产品成本的计算方法和企业成本报表的编制和分析

等内容。成本会计课程的内容体系和结构安排，充分考虑了本科会

计专业的教学要求和培养目标，以就业为导向，制定适应本科会计

专业学生特点的《成本会计》教学大纲，实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和手段，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力求突出重点，注重实践，使学生

在学懂弄通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增强其实践操作能力，目的在于培

养和造就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高素质的应用性会计人才。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课程。通

过学习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等课程，使学生具备会

计的基本理论，掌握了经济业务基本核算方法，为学

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课程主要讲授成本

会计的基本理论与成本核算的基本方法。为后续的管

理会计和财务管理等课程的教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中级财务会

计 I

《中级财务会计》是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会计学相关专业

和财务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是会计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课

程体系中的核心课程。它在学生已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管理学和基

本会计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和我国会计准则，进一步系统、深

入地学习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理论与实务，掌握

企业财务会计核算的内容和具体操作方法，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和

今后所从事的财务会计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本课程的内容可概括

为财务会计基本理论、财务会计要素的核算、财务报告三个部分。

该课程为大二的学生开设，用一学年的时间讲授，按照开课的上、

下学期分为《中级财务会计Ⅰ》和《中级财务会计Ⅱ》两门课，本

大纲为《中级财务会计Ⅰ》制定。

《中级财务会计Ⅰ》的先修课程为《基础会计学》，

本课程在《基础会计学》基本理论、会计核算方法的

指导下，围绕工业企业的经济业务，讲授财务会计资

产要素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的基本方法。其后续

课程依次为《中级财务会计Ⅱ》、《成本会计》、《管

理会计》、《审计学》、《财务管理》以及《高级财

务会计》等课程。该课程在财务会计学科体系中处于

承前启后的地位，既是对会计学原理的具体运用，又

是进一步学习高级财务会计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同时

为后续专业主干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将来

的实际工作奠定理论基础和一定的基本职业技能。

中级财务会

计 II

《中级财务会计》是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会计学专业和财

务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是会计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

系中的核心课程。它在学生已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管理学和基本会

计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和我国会计准则，进一步系统、深入地

学习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理论与实务，掌握企业

财务会计核算的内容和具体操作方法，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和今后

所从事的财务会计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中级财务会计的课程体系

可概括为财务会计基本理论、财务会计要素的核算、财务报告三个

部分。本课程为大二的学生开课，用一学年的时间讲授，按照开课

的上、下学期分为《中级财务会计Ⅰ》和《中级财务会计Ⅱ》两门

课，本大纲为《中级财务会计Ⅱ》制定。

《中级财务会计Ⅱ》的先修课程为《基础会计学》、

《中级财务会计Ⅰ》，本课程在《基础会计学》基本

理论、会计核算方法的指导下，围绕工业企业的经济

业务，讲授财务会计的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

用与利润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最终形成财务会计报告。

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的基本方法，进一步展开。

其后续课程为《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审计

学》、《财务管理》以及《高级财务会计》等课程。

该课程在财务会计学科体系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既是对会计学原理的具体运用，又是进一步学习高级

财务会计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同时为后续专业主干课

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将来的实际工作奠定理

论基础和一定的基本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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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

金融学是财务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课，也是国家教委制定的

主干课之一。该课程旨在适应新形式的要求，全面、系统地阐述《金

融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业务特长技术，便于同学了解

和掌握有关货币、信用、银行的基本原理及运行机制，并在此基础

上，使同学们真正掌握我国金融专业运行规律，以及根据市场经济

的要求探讨我国金融政策的实践。本书主要由 3个部分构成，第一

部分：货币银行学部分，主要包括货币与流通、信用工具、银行与

金融机构；第二部分：金融市场部分，主要包括货币市场、股票市

场、固定收益市场、衍生工具市场；第三部分：国际金融部分，主

要内容有国际收支、汇率机制、国际金融危机原理。本书采用“概
念+逻辑+实例解析”的框架，力主知识性与可读性相结合，避免晦

涩难懂的叙述方式，保证知识面的全面和深度。

本课程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其先行课程为宏

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后续课程为

专业课。本课程是为学习会计专业课程奠定财政金融

方面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

高级财务会

计

高级财务会计定位高、新、特，帮助学生达到高级会计师的水准，

以备考注册会计师考试以及高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会计科

目。本课程对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的高难度准则进行深入剖析，内

容包括技术含量较高、具有一定难度的会计准则，如所得税、资产

减值、企业合并和合并财务报表等。本课程将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型

学习，掌握难度较大的会计准则的操作规则，以提高业务能力；考

察会计准则的设计理念，培养创造性思维，形成自己的专业观点。

中级财务会计是学习高级财务会计前置必修课程，二

者的关系最为密切。高级财务会计以会计假设的松动

和会计原则的延伸为前提，就财务会计领域中的新的、

特殊的会计问题进行阐述，是对中级财务会计的突破

和扩展。高级财务会计的后续课程包括会计制度设计，

财务报表分析；会计理论专题等。

互联网金融

本课程主要围绕支付、营销、融资、风险、监管和发展八个方面展

开。通过对国际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分析，使学生深刻理解企业经营

的环境，提高应对宏观变化的能力；通过了解现代金融工具与方法，

丰富学生的投融资理论素养，掌握企业资本运作的方法与工具；使

学生洞悉最新的互联网金融运作模式，结合现代金融工具与方法创

新商业模式，为企业获得新的成长动力。

金融学是本课程的理论基础；大学计算机基础是本课

程的技术基础；理解互联网金融在营销过程中所起到

的重要作用。由于互联网金融创新对会计的发展产生

了极大的影响，对本门课程的深入学习，能够帮助学

生在新时期理解互联网金融环境，了解会计学在该环

境变化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从而以具有前瞻性的视角

来学习会计学、网络会计及会计电算化等课程。

税法

《税法》课程是会计学相关专业的专业方向课。该课程主要介绍了

我国税法的基本理论和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是一门理论与实务

相结合的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和了解国家税收

的政策、税法理论和基本内容，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所学内容。

该课程适用面较广，与其他课程有一定交叉，即可作为会计学专业

的专业基础选修课，也可作为财务管理专业的专业方向选修课，以

及其他工商管理专业、金融学专业的选修课。

《税法》课程的学习需要具备基本的会计知识，微观

经济学的知识，也需要有经济法的背景知识，所以《税

法》的先修课程至少包含基础会计学、微观经济学、

经济法。《税法》又同时是《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

《财务管理学》、《成本会计》等课程的基础。《税

法》课程的逻辑自成一体，又与其他课程有一定联系，

是会计学相关专业课程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门专业基

础选修课。

金融市场学

《金融市场学》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及各主

体行为规律的学科。金融市场是现代市场体系的核心，它包含了货

币、债券、外汇、股票、黄金、基金、衍生工具等多个子市场。在

教学内容安排上，着重阐明金融市场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

理论，对于各子市场则分别阐述市场主体、交易工具、运作机制、

收益风险和定价原理，使学生对个子市场有完整的认识。除了理论

教学，它属于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所涉及到的每一个子市场都可以

通过实验室提供的模拟平台进行与现实市场同步的模拟交易，对学

生进行实际市场交易起了重要的演练作用。

本课程从市场运行的角度介绍金融市场的构成以及运

作状况，力图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构建起从一般理论到

微观构成以及运行机制的桥梁，为后续课程如金融工

程、衍生金融工具等打下基础。本课程的前端课程为

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等，后续课程包括金融工程、

衍生金融工具等。

投资学

本课程是财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其任务是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对金融市场的市场环境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掌握投资

学有关的基本概念及相关知识；掌握证券的内在价值分析方法，掌

握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熟悉证券投资的基本分析方法和技术分析方

法；能够运用金融投资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一些现实金融投资问题，

为进一步的学习专业课打下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会计学、财务管理、

统计学、高等数学等。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学、统计学、

会计学、财务管理、高等数学等课程，使学生具备基

础概念认知、计算评估、报表分析、文字描述等能力，

为本课程的学习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

网络会计专

题

网络会计是指在互联网环境下对各种交易和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和

披露的会计活动，是建立在网络环境基础上的会计信息系统。与传

统会计相比，网络会计既有优势，又有弊端，而弊端的克服有赖于

采取正确的对策。从狭义上讲，网络会计是指以网络技术为手段，

对互联网环境下的各种交易和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的会计活

动。它是建立在互联网环境上的会计信息系统，将现代网络技术与

会计理念有机结合，实现财务与业务的协同，远程报表、报账、查

账等远程处理，事中动态会计核算与在线财务管理，支持电子单据

与电子货币，改变财务信息的获取与利用方式，以期充分实现整个

企业内部全面及时的管理，并提供网络环境下财务管理模式、会计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高

级财务会计、审计学、会计理论和会计电算化。通过

学习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等课程，使学生具备会计

的基本理论，掌握了经济业务基本核算方法，为学习

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为网络会计实务和理论

的学习提供较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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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式及其各项功能，从而能够进一步实现会计信息化，最终实

现企业信息化。

会计电算化

《会计电算化》是本科财务管理专业方向课程，这门课程是为了培

养、检验和提高学生运用会计专业课程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

础方法进行各种财务软件操作与维护的一门综合性的技能课程之

一。本课程采取理论讲解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选用企业中常

用的财务软件，按照软件的基本模块进行系统讲解，主要包括系统

管理以及基础设置、总账系统、UFO报表管理、薪资管理、固定资

产管理、购销存管理等。

该课程涉及到多门学科，因此要求首先修完：计算机

程序设计，数据库技术，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

审计学等，来充实自己的理论水平，提高自己认识与

分析问题的能力。然后熟练掌握该课程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技能，并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对会计工作的

认识。

国际金融

《国际金融》是财务管理、会计学专业的方向课程。该课程以开放

经济为前提，研究国际间货币资金周转与运动的规律，是一门涉及

面广、综合性强的学科。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我国对外

开放程度的提高，对外交流日益增多，国际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作

用越来越突出。了解各国的金融体制及其动态，国际间有关金融知

识及其运行规律，对于我国增强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能力，加快经

济发展和提高国家经济地位具有积极作用。

从学科体系上看，国际金融以货币银行学、西方经济

学、国际贸易等作为先行课，并为国际结算、国际投

资、外汇风险管理等后续课程准备必要的专业基础和

合理的知识结构。

国际会计（双

语）

国际会计是企业会计的一个最新发展，伴随着跨国公司的蓬勃发

展、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和资本投资的日趋国际化而产生并发展起

来的。国际会计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适用于全世界范围的会计原

则和方法，实现各国会计的标准化。其主要研究和比较各国会计准

则和会计实务、概括国际公认的会计原则和制定国际会计准则，以

此来协调各国会计实务以及解决跨国公司的国际性难题，促进国际

资本的流动和国际经济的发展。本课程将引领学生进入会计、财务

报告和财务控制的国际视角，培养学生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要求

的，涉外会计实务、财务管理业务能力。

国际会计内容涉及到跨国公司经营、会计等专业知识

的运用,因此是在学生掌握了会计学、国际贸易、投资

学等基础专业知识后开设的一门课程。通过本课程的

教学使学生能够运用会计学一般原理、联系国际贸易

和跨国公司经营等基础知识，理解会计国际协调、跨

国企业会计等国际会计专题的一般原理，并具备分析

和解决国际会计问题的能力。本课程与会计学、财务

管理、税务会计等课程,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会计学科体

系。

税法

《税法》课程是会计学相关专业的专业方向课。该课程主要介绍了

我国税法的基本理论和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是一门理论与实务

相结合的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和了解国家税收

的政策、税法理论和基本内容，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所学内容。

该课程适用面较广，与其他课程有一定交叉，即可作为会计学专业

的专业基础选修课，也可作为财务管理专业的专业方向选修课，以

及其他工商管理专业、金融学专业的选修课。

《税法》课程的学习需要具备基本的会计知识，微观

经济学的知识，也需要有经济法的背景知识，所以《税

法》的先修课程至少包含基础会计学、微观经济学、

经济法。《税法》又同时是《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

《财务管理学》、《成本会计》等课程的基础。《税

法》课程的逻辑自成一体，又与其他课程有一定联系，

是会计学相关专业课程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门专业基

础选修课。

国际财务管

理（双语）

国际财务管理是研究跨国企业如何进行国际财务决策，使所有者权

益最大化的一门学科，其实质内容是对跨国企业资金筹集、运用、

财务收支及其成果以及收益分配等的管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

生将具备参与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的基本技能。本课程主要阐述国际

筹资、投资、租赁、补偿贸易、国际技术转让、外汇收支、外汇风

险等跨国公司内部财务管理问题。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国

际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内容、技术和方法，树立在国际市场环境

下理财的基本理念和意识，从而实现国际市场环境的企业价值最大

化。

国际财务管理课程是会计学（金融外包）专业的专业

选修课程。该课程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尤其注重培养

学生对国际财务管理方法的应用能力。本课程要求学

生修完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学、财务管理学等基础

课程。

财务管理专

业英语

财务管理专业英语是财务管理专业本科生的专业选修课程。通过教

学，使学生掌握一些现代财务管理的理论，财务管理的方法与发展

趋势，具备阅读财务管理英文原版文献的能力，以适应学生将来从

事实际工作和专业研究的需要。

该课程以企业资金运动为中心内容，以资本的取得、资本的运用、

资本收益的分配等为框架，主要介绍资金的货币时间价值、财务报

表、财务比率分析，资本预算、资本结构、营运资本管理及股利政

策等方面的专业英语表述。学生学完该课后，能够基本达到较熟练

地阅读财务管理英文原版文献，并能把财务管理的论文摘要翻译成

英文。

基础会计学、财务管理学是学习财务管理专业英语先

修课程，二者的关系最为密切。财务管理专业英语讲

述如何用英语来表达基本的现代财务管理的理论，方

法与发展趋势，以帮助学生为以后阅读财务管理英文

原版文献、读懂英文财务报表打下坚实的基础。

政府与非营

利组织会计

本课程是高等教育会计专业所开设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的主要

内容包括：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相关的

会计核算。主要介绍了政府会计的概念、特点、会计要素、会计计

价基础、会计的具体核算内容和核算方法；事业单位会计的概念、

特点、会计要素、会计计价基础及会计的具体核算内容和核算方法。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将会计基本理论和方法应用到非营

利资金的管理领域，全面掌握政府财政资金的会计核算和管理。同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是会计学科体系中处于后开的

课程，是对会计学原理、税法与税收的具体运用。财

务会计只要是盈利企业的会计，而非营利组织会计是

政府会计与事业单位会计，二者的会计主体不同。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核算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将来的实际工作奠定

理论基础和一定的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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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政府职能和政府预算管理体制，财政收支的管理技术和手段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公司治理（双

语）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about the board's function, structure and
shareholds' right. Broadly,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a standard
princeple of the law, culture and management issue about the control
right and residual profit-share of the firm. All the arrangements
determine the firm's target, leadership, control right, and share the risk
and return among employees of the firm, Accordingly, Coporate
Governance is the arrangement of the firm's control right. Or,
Corporate Governance simplifies the arrangement of the firm's control
right.
This course is led by firm theory, started by improving firm's capital
structure, focused on reform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deeply
analyzed all aspe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Based upon the current
issues of Chinese firms' capital strctur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by
compar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medols, propose oppinions on
Chinese firm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pre-requisite courses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are
Management and Micro-Economics.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he princeple, concept, method, and skil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fter this course, students are supposed to
equiped with the basic concept, knowledge and skill of
management for career.

财务案例分

析

《财务案例分析》是为加强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而开设的一门专业

技能课程，隶属于财务管理课程模块，目的是让学生深刻理解企业

财务管理的先进理念和实用方法，掌握公司财务管理的内容体系和

运行机制，熟悉各类企业主要业务的财务管理特点、重点、难点和

应用案例，达到灵活运用财务管理工具管理和控制企业经济活动的

目的。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案例教学的有效性、财务案例分析的一般方

法和原理，公司财务机构设置案例及其原理，公司财务活动案例分

析如筹资决策案例、资本预算案例、成本决策案例、股利分配案例

等，还有财务关系案例分析如企业并购、资本运营等案例分析。

本课程采取教师授课和学生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教学。教师

主要负责理论、内容体系和案例分析基本方法的教学，对财务管理

理念和应用案例的教学，具体可采取专题方式，并且每一个专题应

至少选一个经典案例进行教学。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首先要掌握公司理财学

的基础知识，财务管理课程结束后才开始学习本课程。

财务管理课程主要是理论学习，本课程能够运用所学

的知识，解决公司理财中出现的具体的现实问题。

会计案例分

析

会计案例分析是一门极具操作性和应用性的会计学专业的重要课

程。为培养学生运用会计实务和会计理论等相关专业基础知识进行

公司会计实务操作的能力，并培养学生对会计相关问题浓厚的研究

兴趣，开设会计案例分析课程是必要的，也是非常必须的。要使学

生掌握这门课的精髓，必须针对不同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内容运用大

量生动的上市公司会计案例讲解相关内容。同时，还必须有案例讨

论课与之相配套。只有如此，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才

能真正提高学生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高

级财务会计。通过学习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等课程，

使学生具备会计的基本理论，掌握了经济业务基本核

算方法，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课程

主要讲授成本会计的基本理论与成本核算的基本方

法。为后续的管理会计和财务管理等课程的教学打下

良好的基础。

税务会计与

纳税筹划

《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是一门融税收法规制度与会计核算于一体

的边缘学科，实用性和操作性较强，是会计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

的一门重要的专业选修课程之一。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可以理解

并掌握我国现行主要税种的税收法规、应纳税额的计算和相应业务

的会计处理方法；同时从理论上了解纳税筹划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理解企业在组建、主要经营业务、股利分配和投融资过程中的筹划

思路和技巧，达到充实和丰富财务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知识的目

的，在未来现实工作中，能为企业提供纳税筹划的合理方法服务。

《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不是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会

计分支，而是以财务会计为基础，针对纳税人的一般

业务因纳税引起的税款的形成、计算、缴纳、补退及

罚款、会计核算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时，按照现行税

法的规定，如何将财务会计处理中与现行税法不相符

的会计事项或者处于纳税筹划目的需要进行调整的事

项，按照税务会计的理论方法进行调整，并作出会计

调整分录。因此，《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

Ⅰ、Ⅱ》课程是《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会计核算基

础；《税法》是《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涉税业务调

整及纳税筹划的法律法规依据。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纳税工作流程以及主要工商实体税种的税收法规、计

算申报与会计核算。其中，又以增值税确认计量申报

与核算、消费税确认计量申报与核算、出口免退税的

计算和会计核算、企业所得税计算扣缴与会计核算以

及个人所得税计算申报与核算、增值税等流转税和企

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部分实务的纳税筹划为重点

内容。课程以课堂讲授、案例分析、学生分组团队学

习、课外学习（或实践自学）为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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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理论专

题

《财务理论专题》课程是会计学、财务管理本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

程。本课程主要介绍现代财务的主要理论：有效市场理论、资本结

构理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股利理论、期权

定价理论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掌握基本的财务理论，

提高学生运用相应财务理论分析财务问题、解决财务问题、揭示财

务现象的能力。

《财务理论专题》课程是以《管理学》、《经济学》、

《财务管理》课程为基础，重点讲述经济学、管理学

相关理论在财务方面的运用，以及财务方面的专门理

论，为学生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会计理论专

题

理论是一种知识体系，它能说明所研究对象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

能深入对象的本质，探索其内在规律。会计理论是“一套逻辑严密

的原则，能够使实务工作者、投资者、债权人、经理更好地理解当

前的会计实务，提供评估当前会计实务的概念框架，指导新的实务

和程序的建立”（亨德里克森，1992）。作为有关会计领域的知识

体系，会计理论由会计的特定概念和方法程序所构成严密的逻辑体

系，既反映会计实务的本质和特征，又揭示会计系统运行和发展的

规律。会计理论专题旨在通过一些存在逻辑联系、内容相互独立的

专题，力图较为系统地对当代财务会计理论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介

绍、综述和拓展，为创新和发展会计实务打好理论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会计学、财务会计、财务管理、

管理会计等课程。通过学习会计学、财务会计、财务

管理、管理会计等课程，使学生掌握会计及财务管理

方面的有关知识，为本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本课程

重点是更深入地对会计领域中的会计理论问题进行阐

述，是对会计学习的深化和扩展，也是为会计专业学

生开拓思路、加强对会计专业的理解、开始毕业论文

的写作打下一定的理论基础。

运筹学

运筹学是财务管理的一门专业任选课。其任务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和实验训练让学生熟悉一些运筹学的基本模型及其求解原理、方法

技巧，掌握运筹学整体优化的思想和若干定量分析的优化技术，同

时能够运用常用软件（如 Lindo，Lingo，Matlab等）求解运筹学问

题，从而使学生正确应用各类模型分析、解决不十分复杂的实际问

题。为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

计算机基础等课程。通过学习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概率论、计算机基础等课程掌握了学习运筹学的基本

数学知识，具备计算机操作的基本技术。本课程重点

讲授运筹学基本理论、基本分析方法，为进一步学习

专业课程打下良好基础。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是一门集商务技术、信息技术和管理技术于一体的新兴的

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它是人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电子商务是信息化社会的商务模式，是 21世纪全球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商务的未来。本课程是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主要课程，

本课程系统地介绍电子商务领域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

重点介绍电子商务的实用方法，突出电子商务在商务活动中的实际

应用，结合典型实例和软件工具阐述方法和原理。本课程主要内容

包括：电子商务基本概念、电子商务技术基础、网站建设基础、网

站运营、网站评估、网络营销、电子支付、电子商务安全、电子商

务物流、电子商务法规、电子商务赢利模式等内容。通过学习本门

课程使学生从网络技术手段及电子商务运作流程两个角度对电子

商务的基本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解和掌握。

本课程从基础理论出发，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全方位

阐述了电子商务的特点、应用和技术创新。在注重电

子商务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应用的同时突出

了电子商务的创新性和前沿性。运用大学计算机基础、

网络技术基础等课程的基本技术以及管理信息系统等

课程的理论与方法，强调理论和应用相结合。

国际结算

本课程是为适应国家对外全面开放的经济政策，着重培养银行、企

业对外商务活动所需的外向型人才而设置的。作为一项金融业务，

国际结算既是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也是企业进出口业务的重要环

节之一。本课程旨在使学生理解国际结算的基本原理，了解国际结

算的基本方式，掌握国际结算实务操作的基本技能，能够熟练掌握

各类票据的开立与正确使用，明确票据各当事人相互之间的权利和

责任，对主要的结算方式有清楚的把握和认识，在不同的经济环境

和具体条件下能够对不同结算方式作出相应选择，并了解其中存在

的风险与应对举措。了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支付缘由及流程，熟悉

相关的国际惯例，了解有代表性的国际结算实务案例，为进一步学

习和从事相关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主要是一些相关的经济理论及实务

类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贸易、

金融学等，使学生具备学习本课程所必需的基础理论，

了解基本政策指导，同时熟悉并掌握重要的惯例与规

则，为本课程提供详细参考和操作指导。本课程重点

讲授国际结算理论和实务操作知识，为从事专业相关

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企业内部控

制

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

的进一步加剧以及国内外腐败案例的不断增加，内部控制越来越被

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者所重视。本课程包括企业内部控制理论、内

部控制实务、内部控制支持系统、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等内容，注重

讲述内部控制的基本理论和实施技巧。通过对国内外典型案例讲

解，来说明内控体系构建的概念和思路，使学生学会能够结合企业

现状寻求解决内控系统问题的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明确

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步骤，识别和梳理风险控制点，掌握诊断企业

内部控制缺陷的方法，评价内部控制效果并以此加以改进，建立有

效的内审和监督制度，加强内控的执行力度，设计建立简单的既符

合上市公司规范、又具有“个性化”的内部控制系统。

本课程从内部控制的角度介绍金融企业内部控制的基

本理论及内控体系的构建，力图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构

建起从一般理论到微观构成以及运行机制的桥梁，是

对前面所学课程如审计学、风险管理、会计学的进一

步深化，也为后续从事财务工作或硕士阶段的学习打

下基础。

资产评估

资产评估是对资产业务中所涉及的资产，在某一时点上的价值量进

行确认估价和报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产评估作为一项社会

性和公正性的活动，在产权转让、企业重组、资产流动方面发挥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统计

学、金融学、管理学及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等本

专业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通过对这些课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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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本课程是财

会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本课

程主要阐明资产评估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包括资产评估的基本原

理、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以及机器设备评估、房地产评估、无形资

产评估、流动资产评估、企业价值评估等各种具体资产类别的评估，

最终通过对资产评估报告的解读为学生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知识

架构。

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为资产评估的理解打下基础，

对在评估过程中遇到的各类资产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本课程作为财会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对后续专业课金

融资产评估、企业价值评估、房地产评估、无形资产

评估的学习起到一个指引与基础的作用。

审计学

《审计学》是对审计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审计实务进行理论和

实践探讨，并研究其规律性的一门学科。本课程先修课程包括基础

会计、财务会计、统计学、财务管理等。本课程是财务管理专业的

专业任选课程。在本课程的教学中侧重于审计学理论并兼顾审计实

践，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审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

和作用，认识审计的本质，掌握审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并能

运用审计的基本原理、方法对企事业单位、股份制企业的经济活动、

会计报表进行审查，为评价经济责任、维护财经法纪、加强经营管

理、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依据。

审计学课程前承会计学、财务会计和成本会计等，后

与案例分析课程、实习实践衔接。会计学、财务会计

和成本会计介绍审计所需的会计知识和核算方法，案

例分析、实习实践是审计基本理论的应用和实践。本

课程侧重讲授审计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程序，为

后续案例分析、实习实践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课程是根据企业对财务专业人员所要求必备掌握的风

险规避能力而设置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突

出强化了企业风险识别、评估、防范的实操训练。通过本课程的教

学活动帮助学生形成企业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为学生掌握相关

领域工作所应具备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奠定基础，同时为以后自

己创业提供的有利的知识条件。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计量经济学 随机

过程等

后续课程: 证券投资 保险精算等

会计手工模

拟实验

通过手工账模拟实习，使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认识会计凭证、

账簿等实物，并运用所掌握的基本会计知识和理论对企业的基本业

务进行会计核算，从而熟练掌握账户和复试借贷记账法，编制会计

报表等基本技能，使学生明确会计的工作组织方法及其在企业管理

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以后的专业学识打下良好的基础。

根据学生提交的实习资料的正确性以及实习中的表

现，由实习指导教师分别评定成绩，满分 100分。其

中，出勤率等平时成绩 20分，占比 20%，会计文档 80
分，占 80%
会计文档各项目占比如下：凭证（含科目汇总表）30%，

日记账 10%，明细账 10%，总账 20%，会计报表 15%，

实习报告 15%。

财务管理认

识实习

通过实习，使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正确认识财务管理理论在实

践中的具体应用，并运用所掌握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对现实问题进行

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从而使学生明确财务管理工作的组织方法及

其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以后的专业学习打下良好的

基础。

1.出勤率，占总成绩的 20%；

2.实习表现，占总成绩的 30%；

3.实习报告，占总成绩的 50%。

会计模拟实

验

该模拟实验目的是使学生在结合会计学理论学习的基础上，通过提

供的实验资料完成学习，解决实践教学目标与校外实习环境不协调

的矛盾；实现课堂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效结合，实现传统教学

与实训教学的结合；有利于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学习兴趣，充

分发挥老师的教学智慧，同时减轻老师实践教学的指导工作量。从

而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缩短就业适应期并提高就业率。

本实验考核方式采用学生上机表现考核、实验报告考

核相结合。上机表现考核表现占 60分，包括出勤、实

验过程，其中：出勤率占 20分，实验过程（实验预习、

实验操作和实验态度）占 40分；实验报告占 40分。

财务管理模

拟实验

旨在通过实验教学手段，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充实教学内容，

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探索

新知识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实际工作能力，

达到巩固理论知识，训练基本实验技能，培养创新能力的目的。

五、考核方式与评分办法：

考核内容包括：实验态度、实验表现、实验报告等。

作为考查课进行考核，其总评成绩应由学生实验态度、

实验表现和实验报告成绩分别按 30%和 70%综合评

定，考核成绩以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级制评

分。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财务管理专业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本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践性教学的重要环节。毕业实习是在完成教学

计划所规定的全部理论课程和完成其他教学环节的基础上进行的

综合性实习，它是培养学生系统运用所学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方

法、基本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的主要环节。

1.出勤率，占总成绩的 20%；

2.实习表现，占总成绩的 30%；

3.实习报告，占总成绩的 50%。

毕业设计（论

文）

1.培养学生科学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2.培养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树立正确的科学研究观和严谨务实的科

学作风；

4.训练学生运用文献检索能力；

5.训练学生综合概括能力和组织写作能力。

1．主要内容

本专业毕业论文涉及的主要专业方向应该是学生所学

或相关专题范围，如财务、会计、审计、税务等相关

内容。论文的内容应该能反映选题的最新成果，并且

针对所讨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2．基本要求

（1）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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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好学、刻苦钻研”的进取精神；

（2）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树立正确的科学研究观

和设计观，养成严谨务实的科学作风；

（3）在毕业论文中作中，应特别注意对学生以下能力

的训练

调查研究能力；

检索中外文献资料并进行阅读归纳、提炼、组织的能

力；

进行方案论证、分析比较、研究的能力；

计算机应用能力；

外文阅读和应用能力；

撰写论文和口头表达能力。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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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代码：120205

一、培养目标

国际商务专业旨在培养具备经济、管理和法律等领域的知识和能力，通晓国际商务惯例和国际商务文化，熟悉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

经济社会状况，具有分析国际市场、驾驭国际商务和占领国际市场的技术和能力，能在各类涉外工商企业、政府相关部门从事跨国经

营和国际商务管理活动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国际化经营及管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国际商务理论和实务，具有

分析和处理国际商务活动中具体问题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现代国际商务及经济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掌握国际商务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和实务操作的基本方法，具有分析解决国际商务活动中具体问题的实际能力；

3.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并进行商务沟通的能力；

4.了解涉外经济法规、国际商务的惯例与规则、主要国家地区的贸易政策；

5.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信息获取及业务拓展能力；

6.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7.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与

沟通能力

2.创新创业

精神

3.国际商务

基础知识

4.实际解决

问题的能力

5.外语应用

能力

6.相关法

规、政策和

动态

7.科学研究

和实际工作

能力

8.学科前沿

知识

9.国际化视

野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 √
大学英语 √ √

大学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信息检索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 √ √

微积分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
微观经济学 √ √

宏观经济学 √ √

管理学 √ √
经济法 √

统计学 √ √

会计学 √
财政学 √ √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 √

政府与企业关系 √ √ √
世界经济概论 √ √

计量经济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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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 √

管理信息系统 I √ √
组织行为学 I √

人力资源管理 √

现代企业管理 I √ √
线性代数Ⅱ √ √

国际商务 √ √ √

国际贸易 √ √
国际金融 √ √

国际贸易实务 √ √

跨国公司管理 √ √
跨文化管理 √ √ √

国际商务英语 √ √

国际商法 √
国际结算 √ √ √

海关实务 √ √

国际商务单证 √ √
国际商务谈判 √ √

国际商务函电 √ √

跨境电子商务 √ √
跨境电商前沿专题 √ √

国际营销学 √ √

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 √
商务英语口语 √ √

国际贸易运输与保险 √ √

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 √ √
国际经济学 √ √

亚太地区经济 √ √

国际经济合作 √ √
国际贸易地理 √ √

国际服务贸易 √ √

知识产权与国际技术贸

易
√ √

国际商务礼仪 √ √

商务英语写作 √ √

轻工产品贸易 √ √
产业经济学 √ √

国际企业战略管理 √ √

国际税收 √
国际投资 √

国际商务专题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认识实习与学年论文 √

社会调查与学年论文 √

国际贸易实务模拟实验 √ √
国际商务业务实践 √ √

国际商务单证制作 √ √

毕业实习 √
毕业论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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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采取国际化办学模式，开展中英文双语教学，重视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优秀学生可以推荐到签订有合作协议的国外大学

进行合作培养，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进而提升学生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养。本专业基于“互联网+”背景下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在国际

商务领域的应用，重视学生在国际电子商务和跨境网络营销领域的实操能力，培养学生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国际化经营与管理领域的综

合技能。

五、主干学科

工商管理、经济与贸易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商务、跨国公司管理、国际商法、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营

销学、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国际商务谈判、跨境电子商务、跨文化管理、中国对外贸易概论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认识实习与学年论文（1学分/1周）、社会调查与学年论文（1学分/1周）、国际贸易模拟实验（1学分/1周）、

国际商务业务实践（1学分/1周）、国际商务单证制作（1学分/1周）、毕业实习（8学分/8周）、毕业论文（10学分/18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39 8 26 14 20 28 25 32

要求学时 2568+33周 784 128 416 368 328 544 33周 240+33周
学分占比 100% 24.40% 5% 16.30% 8.80% 12.50% 17.50% 15.60% 20.0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管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管理学、经济学基础理论，国际商务基本方法和专业技能，具备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国际商务实际问

题的能力，能够从事国际商务业务及管理工作，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39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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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大学体育(1)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1）

1 32 1 考试 B151001

大学体育(2)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2）

1 32 1 考试 B151002

大学体育(3)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3）

1 32 1 考试 B151003

大学体育(4)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4）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81101

小计 39.0 592.0 0.0 32.0 160.0 12.0 8.5 11 4.5 2 0.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

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微积分（上）

Calculus (Volume 1)
4 64 4 考试 B113109

微积分（下）

Calculus (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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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

3 48 3 考试 B113123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3 48 3 考试 B08300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2 32 2 考试 B083002

管理学

(Management)
2.5 40 2.5 考试 B083003

经济法

(The Law of Economic)
2 32 2 考试 B083004

统计学(Statistics) 3 48 3 考试 B083501

会计学(Accounting ) 2.5 40 2.5 考试 B083503

小计 26 416 0 0 0 8.5 7 7.5 3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财政学(Public Finance) 2.5 40 2.5 考查 B088101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Introduction to Foreign
Trade of China)

2 32 2 考查 B088102

政府与企业关系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Relationship)

2 32 2 考查 B088103

世界经济概论(Introduction
to World Economy)

2 32 2 考查 B088104

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 2 32 2 考查 B088001

市场营销(Marketing) 2 32 2 考查 B088205
管理信息系统

I(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

2 32 2 考查 B088307

组织行为学

I(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
2 32 2 考查 B088408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2 32 2 考查 B088409

现代企业管理 I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I)

2 32 2 考查 B088412

线性代数Ⅱ

(Linear algebra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小计 23 368 0 0 0 0 6 2 9 6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国际商务

(International Business)
3 48 3 考试 B084101

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2.5 40 2.5 考试 B084102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2 32 2 考试 B08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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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实务（双语）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2.5 32 16 2.5 考试 B084104

跨国公司管理

(Multinational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4105

跨文化管理(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4106

国际商务英语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glish)

2 32 2 考试 B084107

国际商法(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2 32 2 考试 B084108

国际结算（双语）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2 32 2 考试 B084109

小计 20 312 0 16 0 0 0 3 9 6 2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贸

易实

务）

海关实务(Customs
Practice)

2 32 2 考试 B085101

国际商务单证(International
Business Documents)

2 24 16 2 考试 B085102

国际商务谈判(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

2 32 2 考试 B085103

国际商务函电（双语）

(English Correspondence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2 32 2 考试 B085104

小计 8 120 0 16 0 0 0 0 0 2 4 2 0

方向

二（跨

境电

商）

跨境电子商务

(Cross-border E-commerce)
2 32 2 考试 B085105

跨境电商前沿专题(Topic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Frontier)

2 32 2 考查 B085106

国际营销学(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5107

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5108

小计 8 128 0 0 0 0 0 0 0 2 4 2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2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商务英语口语(Business
Spoken English)

2 32 2 考查 B086101

国际贸易运输与保险

(Transportation and
Insurance in Foreign Trade)

2 32 2 考查 B086102

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

(International Trade
Customs and Rules)

2 32 2 考查 B08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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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双语）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 32 2 考查 B086104

亚太地区经济(Asia-Pacific
Economics)

2 32 2 考查 B086105

国际经济合作(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2 32 2 考查 B086106

国际贸易地理(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 32 2 考查 B086107

国际服务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2 32 2 考查 B086108

知识产权与国际技术贸易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de)

2 32 2 考查 B086109

国际商务礼仪(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iquette)

2 32 2 考查 B086110

商务英语写作(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glish Writing)

2 32 2 考查 B086111

轻工产品贸易(Light
Industrial Products Trade)

2 32 2 考查 B086112

产业经济学(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 32 2 考查 B086113

国际企业战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2 32 2 考查 B086114

国际税收 (International
Tax)

2 32 2 考查 B086115

国际投资(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2 32 2 考查 B086116

国际商务专题(Topic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2 32 2 考查 B086117

小计 34 544 0 0 0 0 0 0 4 10 10 10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Public Service） （1） 考查

安全教育（Securi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认识实习与学年论文(Cognition
exercitation and term paper)

1 1 1 考查 B087101

社会调查与学年论文(Graduation
Exercitation and Term Paper)

1 1 1 考查 B087102

国际贸易实务模拟实验(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Simulated Experiment)

1 1 1 考查 B087103

国际商务业务实践(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87104

国际商务单证制作(Production of
Business Documents)

1 1 1 考查 B087105

毕业实习(Graduation Exercitation) 8 8 8 考查 B087106

毕业论文(Graduation Thesis) 10 18 10 考查 B087107
小计 25 33 3 0 1 0 1 1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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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科

专业概论

该课程是一门讲授科技发展现状与学科导学的课程。课程作为学生刚

入大学的通识课程，主要介绍了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态势，对科学技

术发展的历史沿革以及科技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当

前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依次作为宏观环境导出国际商务活动的

重要性；讲授了国际商务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确保通过核心主干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的知识和能力。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是关于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它以价格为分析的中心，运用

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市场中个体的经济行为，它从资源稀缺这个基本概念出

发，探讨不同微观经济主体基于自身利益在不同环境条件下所表现出的行

为特征，说明其对社会经济相关变量产生影响的方式及其结果。微观经济

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

场结构理论、分配理论、福利经济学以及市场失灵等。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通过学习

高等数学，使学生具备微积分的基本理论知

识；掌握最优化的基本分析方法，为学习微

观经济学提供必要的数学分析工具，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1学期。

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经济总量的决定及其

变化规律，揭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宏观经济变化规律以及政府的经

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其内容包括古典理论（长期中的经济问题）、

增长理论（超长期的经济问题）、经济周期理论（短期中的经济问题）和

宏观经济政策等。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和微观经济

学。通过学习高等数学和微观，使学生具备

微积分和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

最优化和均衡的基本分析方法，为学习宏观

经济学提供必要的理论知识和分析工具，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管理学

管理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管理活动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主

要内容包括：管理学概论，主要解释管理学的基本概念，介绍中外早期的

管理思想、管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特点；基本的管理理论，具体介绍主

要的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管理方法；管理的职能，从计划、组织、领导、

控制等管理的具体职能详细讲解管理活动的内容；管理理论的新发展，具

体介绍最近几年国内外管理学科的最新成果，讲解管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

况与新问题。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1学期。

经济法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

课。在教学内容上，并非按照法学专业的经济法内容体系，除经济法基础

理论、市场主体法之外，还特意增加了公司法、合同法等民商法的内容，

力争为学生打下扎实的经济法学基础，为学生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和法学

方面的深造创造良好条件。

本课程是经管类所有专业的必修课程之

一，作为法学、管理学在法律学科上的运用，

它与经管类大部分课程的联系非常紧密，要

求学生在学习了经济法课程以后再深入研究

别的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或 2学期。

统计学

《统计学》课程既介绍具有通用方法论性质的一般统计理论与方法及

其在经济管理中的运用，又介绍经济管理领域所特有的一些统计理论与方

法。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微积分、概率论等

课程。通过上述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了

数学、概率论的基本理论知识，为学习本课

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会计学

本课程主要介绍基本的会计理论、会计概念和会计方法；会计信息的

产生过程和会计信息的报告方法；工业企业中各类常见经济业务的会计处

理方法；财务会计报表的阅读、理解和分析应用方法。课程的学习可以帮

助学生具有正确分析和解决企业财务会计一般问题的能力，能阅读和编制

基本会计报表；进行与报表相关的财务评价指标的基本计算，为今后的经

济管理类工作提供一定的知识铺垫。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经济

法、税法等，其后续课程可以为财务报表分

析、财务管理等相关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3或 4学期。

财政学

《财政学》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在学科体系中起着衔接一般经济理

论课和财政业务课的中介作用。该课程设置目的是通过讲授财政的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学生今后相关课程的学习奠定良好的理论基

础。《财政学》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立足于中

国实际，反映当今中外最新的财政研究成果，特别是借鉴了西方公共财政

理论，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课程内容共分为五

大部分，即财政的基本理论、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管理体制、财政

政策等。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有政治经济学、西方

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3或 4学期。

中国对外贸易概

论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是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进行理论指导和实践

总结，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性专业基础学科。该课程既要分析研究

中国对外贸易的有关理论，又要分析研究中国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和实际

问题，所以本课程具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和

学生要追踪现实的中国对外贸易问题，培养学生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现实的

中国经济问题。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易、国际经

济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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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企业关系

《政府与企业关系》是国际商务专业的基础选修课程，也是经管类专

业的基础课程。该课程以政府和企业为主要分析对象，研究当前经济中政

府与企业相互影响的途径和方式。课程主要对以下几方面研究：考察那些

塑造着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环境因素；研究政治舞台上的公司活动；评估那

些影响着企业活动的公共政策。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管理

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世界经济概论

该课程通过对世界经济的历史与发展还有现状等几方面的研究，全

面系统地阐述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现状和未来趋势，揭示世界经济领域的

特有矛盾和规律，为学生进一步深入学习国际经济和世界经济问题提供基

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础资料；为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对外发展

战略和政策提供客观依据；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可

借鉴的国外经验和教训。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建立在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的基础上，是经济学

中的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计量经济学结合数量方法来对经济活动进行认

识分析，并辅助于计算机专门软件，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本课

程主要介绍了计量经济学的一般概念及工作步骤、模型估计的基本方法、

模型检验与修正方法，典型计量经济模型专题讨论、联立方程组模型的基

本知识（包括模型的识别、估计、检验及应用）、计量经济模型的应用案

例。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微观经济学》、《宏

观经济学》、《微积分》、《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和现代科学

技术基础之上的应用科学。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

中心的企业市场营销活动过程及其规律性，即在特定的市场营销环境中，

企业以市场调研分析为基础，为满足现实和潜在的市场需求，所实施的以

产品（Product）、定价（Price）、地点（Place）、促销（Promotion）为

主要决策内容的市场营销管理过程及其客观规律性。

本课程需要经济学、行为科学、现代管

理理论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是管理学、微

观经济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 3
学期。

管理信息系统 I

《管理信息系统》是在管理科学、信息科学、行为科学、计算机科学、

决策科学、系统科学和通信技术等学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

门新兴的具有边缘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学科，主要研究企业内部信息系

统的组织、开发和管理。

本课程具有较强的综合性，综合运用计

算机应用基础、管理学、会计学、人力资源

管理、市场营销等课程的知识，实现了专业

管理类课程和技术类课程的融合，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组织行为学 I

组织行为学是研究工作组织中人的工作行为规律的一门学科。课程内

容包括组织行为学的历史与发展，人性假设与管理，职工个性心理特征与

管理，工作动机激励的理论与实践，群体行为动力作用，群体人际关系与

冲突，领导者素质，领导的行为作风理论与权变理论，组织发展与组织变

革，组织文化等方面。

本课程需要在对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基础

知识以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一定认识和

了解的基础上修读，先修课程包括管理学、

西方经济学、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综合性和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涉及到认识、

方法和实践三个层次，课程通过案例分析与讨论、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

方法使学生对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有清晰的了解，并能够熟练掌握相关理论

和方法解决日常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现代企业

管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现代企业管理 I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现代企业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理论、

现代企业商业模式、现代企业运营管理基础、现代企业运营战略管理、现

代企业生产管理、现代企业质量管理。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微观经济

学、统计学、管理学等课程，使学生具备数

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初步理论知识；获得

经济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及技能；掌握数学

分析工具、管理学理论、市场供求理论的基

本原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 3学期。

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是根据企业实际经营的需要，超越传统的理论局限，整

合了国际贸易、国际营销、国际商法、国际投资、企业管理等学科，以企

业国际商务这一主线加以提炼、分析、总结而建立的一门综合性新兴学科。

它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有效的跨国管理使企业的国际经营更有效率和效益，

从而实现企业的目标。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宏观经济学、微观

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 3学期。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课程分析研究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与国际要素流动的

基本原理和影响因素。介绍从古典到现代的自各种贸易理论；介绍贸易保

护主义理论及其政策工具，分析国际贸易政策手段的经济效应，关税的保

护程度和关税结构，非关税壁垒的种类及其经济效应；分析区域经济合作

的动力及其经济效应，介绍欧盟、东盟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状况

及问题；分析当代国际贸易出现的新特点、新趋势和面临的主要问题等。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学
期。

国际金融

《国际金融》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的核心课程。

该课程以开放经济为前提，研究国际间货币资金周转与运动的规律，是一

门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的学科。了解各国的金融体制及其动态，国际间有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西方经济学、货币

银行学和国际贸易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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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金融知识及其运行规律，对于我国增强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能力，加快

经济发展和提高国家经济地位具有积极作用。

第 3或 4学期。

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贸易实务》是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它是一门主要研究

国际商品交换的具体过程学科,也是一门具有涉外活动特点的实践性很强

的综合性应用科学。 国际贸易实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国际贸易

术语、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条款、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商订与履行、国际贸

易方式等。本课程采用双语授课，可以直观地感受进出口业务中外语的应

用，更能符合社会实际情况；本课程实践性很强，所以设置了上机操作环

节，增加学生对该课程的感性认识，培养实际操作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易、中国对

外贸易概论、基础英语和专业英语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跨国公司管理

《跨国公司管理》是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核心课。本课程是一门实践

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科学，从微观的角度观察在世界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

者的行为。在国际化环境中经营的企业管理者需要为企业制定适宜的战

略，为战略配套建立最优的组织结构与机制，在机制框架下对员工进行领

导与激励，引导企业顺畅运营并实现循序发展。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西方经济学、国际

贸易、国际金融、国际商务和管理学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跨文化管理

跨文化管理是探讨跨国公司如何克服和利用文化差异实现其全球目

标的管理过程的科学。该课程探讨国际化背景下的管理行为，强调文化变

量是怎样和其他国家因素与国际因素结合在一起影响管理步骤和管理行

为的；研究国家与民族文化差异在个体的工作态度、沟通方式和行为方式

上的显性表现，探讨了文化理念对企业的战略导向、组织架构、制度建立

的深刻影响；充分介绍世界最前沿跨文化管理理论并指导学生将其应用于

企业跨国经营管理实践。

先修课程为国际商务、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营销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国际商务英语

该课程属于专门用途英语的范畴，它的特点是将国际商务知识、经贸

知识、语言知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对国际经贸知识的讲解，使学生

在提高英语运用能力的同时掌握国际经贸和商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熟悉国际经贸环境、通晓国际商务规范。通过在特定语言环境及商务活动

中的大量练习和实训，最终达到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以及在国际商务

环境中的实际操作能力的目的。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易实务、国

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商务、管理学等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国际商法

本课程教学以理论讲解与实际案例分析相结合为原则，从培养应用型

高等专门人才和国际商法的教学人才的要求出发，以国际货物买卖为中

心，阐述了与此有关的合同法、买卖法、代理法、产品责任法、公司法等

方面的法规。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经济法、国际贸易等课程，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国际结算

《国际结算》是国际商务及相关专业的专业课程。本课程旨在使学生

理解国际结算的基本原理，了解国际结算的基本方式，掌握国际结算实务

操作的基本技能，能够熟练掌握各类票据的开立与正确使用，明确票据各

当事人相互之间的权利和责任，对主要的结算方式有清楚的把握和认识，

在不同的经济环境和具体条件下能够对不同结算方式作出相应选择，并了

解其中存在的风险与应对举措。了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支付缘由及流程，

熟悉相关的国际惯例，了解有代表性的国际结算实务案例，为进一步学习

和从事相关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易实务、国

际金融、经济法和国际商法等课程，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海关实务

《海关实务》是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课，该课程是适应我国急需大量

进出口报关人才而开设的，该课程系统地介绍和研究海关商品归类专业知

识，进出口税费的计算和征收，报关单的填制，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等，

能满足通过报关员水平考试的知识需要。本课程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

一门课，但从培养目标看更倾向于实践。学习本课程能够系统地掌握报关

技巧，并会在实践中应用，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他相关课程内容。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易实务、国

际商务单证、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国际商务单证

《国际商务单证》是一门讲授国际商务单证人员所需知识和技能的实

践性课程。使学生掌握进出口合同签订、履行等整个环节中各种单证的制

作和开立，重点涉及合同、信用证审核、发票、海运提单、报检单、报关

单和汇票等单据。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易、国际贸

易实务、国际金融、国际结算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国际商务谈判

《国际商务谈判》是国际商务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是该专

业学生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必须掌握的技能，是一门同实践联系十分密切的

专业课程。

通过该课程系统学习，使学生掌握国际商务谈判的基础理论、主要内

容、基本过程，掌握现代谈判的策略和技巧，具备国际商务谈判的基本素

质，培养国际商务谈判中处理僵局的策略和能力，能结合实践需要，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营销学和国际

贸易实务，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国际商务函电
本课程是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方向课，是一门将英语与外贸业务相结

合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较好地掌握进出口贸易各环节（建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大学基础英语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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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贸易关系、询购、报价、订购、确认、付款等）往来函电写作知识; 能

够准确翻译、书写中英文外贸函电，做到正确使用常用贸易英语词汇和短

语、措辞得当、格式规范。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在提高英语水平的同

时，也可以熟练掌握对外贸易业务中常用的基本术语及表达技能，并巩固

所学国际商务专业知识与技能，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外贸业务工作能力。

际贸易实务，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跨境电子商务

《跨境电子商务》主要包括四部分学习内容：跨境电商基本理论，跨

境电商平台，跨境物流和跨境支付。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并掌握跨境电

商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实务操作技能，了解并熟悉主要跨境电商平台的操作

规则和流程规范，掌握“一站式”交易流程的内涵和注意事项，并对非一站

式交易流程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让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切实掌握跨

境店铺的注册，跨境物流与海外仓储的构建，掌握海外市场调研的基本操

作方法，跨境产品的定价和信息化操作方法，能够对跨境店铺完成优化与

推广工作，熟练操作订单处理等各环节的训练。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和国际商务，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跨境电商前沿专

题

《跨境电商前沿专题》是一门讲授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及平台开展跨境

电子商务活动的课程。课程基于互联网发展趋势下，传统外贸变迁的新方

向——跨境电子商务为中心，重点涉及到互联网发展趋势与互联网思维、

跨境电商的物流管理、跨境结算的风险控制、跨境电商商事服务、跨境电

商面临新政策等内容。该课程针对跨境电子商务不同领域和阶段采取专题

方式进行教授，包括对跨境电子商务所面临的宏观环境以及跨境电商实施

过程中涉及到的全新的商品检验、通关手续和跨境结算等问题。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易实务、国

际商法、国际营销学、跨境电子商务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国际营销学

《国际营销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市场需求的应用性学科，旨在讲授企

业进行国际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巧。内容包括国际市场营

销管理哲学、国际市场营销环境分析、国际市场营销调研、国际目标市场

营销战略、国际市场竞争战略、国际市场营销组合策略等。本课程具有环

境适应性、理论系统性和应用灵活性等特点。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管理学、国际贸易实务和国际投资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国际物流与供应

链管理

《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是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课，它是一门新的

学科，是多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它综合运用了经济与管理、运筹学、系统

科学、行为学、应用数学、交通运输、信息与计算机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

技术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物流与物流管理、供应链与供应链管理、供应链

模式下物流系统及物流运作与企业管理、以及相应的信息系统规划、设计、

实施等一系列过程，从而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提供决策依据的学科。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宏观经济学、微观

经济学、管理学和管理信息系统，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商务英语口语

《商务英语口语》属于专门用途英语，应用性强，主要内容包括商务

环境下所需的英语口语交际的基本内容，通过各种商务活动的具体情境，

商务交际的不同内容和商务活动的不同环节，为学生提供多样的商务英语

交际训练场景和英语口语活动形式（对话、讨论和演讲），使学生熟悉常

用的商务语言和语法，掌握商务英语口语交流的基本技能，同时进一步提

升学生英语口语表达的逻辑性、叙述的连贯性和语言运用的连贯性。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大学英语、国际贸

易实务、外贸英语函电等课程，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或 6学期。

国际贸易运输与

保险

本课程主要介绍国际贸易运输的各种国际贸易中各种运输方式（主要

是海运）的相关情况和有关国际贸易保险的内容。运输部分，本课程主要

介绍国际海洋货物运输、国际航空货物运输、国际陆上货物运输、国际多

式联运等几种运输方式的相关理论和实际操作，并介绍各种运输方式下运

费的计算、单据的处理和一些注意事项；保险部分，本课程主要介绍国际

货物运输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保险及其注意事项。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实务等课程，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或 6学期。

国际贸易惯例与

规则

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是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任选课，该课程系统地

介绍和研究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各种惯例和规则。国际贸易惯例是在长期国

际经贸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经有关权威组织编纂而成的成文规则。进入

21世纪，我国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的进程不断深化，国际商务专

业培养的学生要通晓国际商务惯例，提高专业素养，学习本课程能够系统

地掌握主要国际贸易惯例并会在实践中应用，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

他相关课程内容。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经济法、国际商法

和国际贸易实务，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
学期。

国际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是国际商务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本课程主要运用经济

学的分析方法，以国际经济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地介绍了国际经济

学中的理论与政策问题，分析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开放经济的一般运

行规律及其运行方式。课程内容分为微观（国际贸易部分）和宏观（国际

金融部分）两大部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亚太地区经济

本课程将对亚太地区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进行系统的讲解。课程内容包

括: 经济贸易关系、亚太地区和东亚区域合作问题、亚太区域内国际组织

的建立与发展、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经济贸易政策等。这门课的教学目的

是, 让学生了解亚太地区基本的经济关系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经济学原理（包括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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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掌握有关这一地区的专门知识和对地区内重要国际经

济问题研究的基本方法, 从而为将来从事地区国际商务问题研究和工作打

好基础。

国际经济合作

国际经济合作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对各种国际经济合作方式进行系统

的研究和总结并向学生加以全面的介绍，对国际经济合作与交往方式以及

相关知识进行逐项分析和阐述，并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和探讨。其主要内容

包括：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概念与原理、国际投资合作、国际信贷合作、

国际工贸合作、国际科技合作、国际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国际发展援助、

区域经济一体化等。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投资学，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国际贸易地理

《国际贸易地理》是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课，该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

学生掌握社会基本经济规律和生产布局的规律，吸收和借鉴国外某些成功

的经验，为健全和拓展我国市场服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经

贸地理基本理论和知识，学会综合分析和区域分析的方法，解决我国对外

贸易中的实际问题，适应我国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的需要。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易、微观经

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国际服务贸易

《国际服务贸易》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围绕国际服务贸易的理论、

政策和产业的基本规律及发展状况进行梳理与分析，主要讲授服务贸易的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学生今后从事相关专业奠定良好的理

论基础。主要内容包括理论部分、政策部分、实践部分。兼顾理论与实践，

有助于学生建立国际服务贸易的相关理论和知识框架。课程内容共分为两

大部分，一是是国际服务贸易理论与政策；二是国际服务贸易实践与发

展 。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经济学、国际

贸易、国际技术贸易和国际投资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知识产权与国际

技术贸易

《知识产权与国际技术贸易》是一门主要研究国际技术贸易具体过程

的有关理论和实际业务的课程，也是一门具有涉外活动特点的实践性很强

的综合性应用的专业任选课程，它涉及国际技术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技

术贸易法律与惯例、限制性商业惯例、国际贸易管理等学科的基本原理与

基本知识的综合运用。 本课程的重点在把握国际技术贸易的内容及其国

际保护，以及技术贸易的可行性研究和程序，为以后从事国际技术贸易工

作做好准备。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经济学、国际

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国际服务贸易及国际

结算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国际商务礼仪

本课程主要面向我校国际商务专业或者相关专业的本科生。课程内容

以国际商务活动为线索，涉及国际商务活动各个环节中相关的礼仪规范，

向学生介绍国际商务活动中各个环节及不同场景所应该遵守的礼仪规范，

让学生掌握国际商务活动的交际技能和技巧，为学生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以

及进一步深造做出必要的知识储备。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西方经济学、国际

商务、国际贸易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商务英语写作

该课程主要学习商业书信等商务文件的写作基础知识，包括商函、

电子邮件、业务报告和会议记录等的格式、文体、语气、常用词语和标点

符号等；基本的商务文件类型的写作技能,如一般商业函件、求职信、证明

信、查证信、社交信、电子邮件、业务报告、会议记录和通告等，将写作

知识、写作技能与实际的业务活动有机结合。本课程将帮助学生学习了解

商务文书的语言特征和文体风格，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写作技巧和

实战训练机会。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大学基础英语和国

际贸易实务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轻工产品贸易

《轻工产品贸易》是一门讲授轻工行业产品对外贸易的应用型课程。

课程依托学校优势学科专业而设，结合国际市场需求现状，课程主要涉及

到轻工行业中的食品和纺织服装品的对外贸易，对食品和纺织服装行业的

发展现状和国际贸易格局进行分析，重点讲授两个行业中对外贸易所面临

的国际产业竞争环境，以及相关行业产品对外贸易中所涉及到的特殊海关

规章和贸易规则，包括对外贸易产品检验、通关手续和出口退税等方面的

政策措施。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易实务、国

际商法、国际市场营销学、海关实务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是一门以研究产业组织、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经济

学学科，它是当前经济学领域中发展最为迅速，理论创新最为活跃的学科

之一。本课程的教学内容覆盖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包括产业结

构优化理论、产业关联理论、产业布局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反垄断与

管制理论及产业分析方法与运用五大部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经济学原理（宏观

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国际企业战略管

理

《国际企业战略管理》是反映企业全面的、战略性和方向性的管理理

论，是企业管理专业课程中的一门综合性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掌握企业战略及战略管理过程，熟悉企业使命、企业目标、企业核心竞

争力、企业战略之间的关系，掌握企业内外部环境分析与研究的基本方法，

掌握企业总体战略、竞争战略的制定和选择方法，掌握企业战略的实施与

控制。企业的战略管理的理论教学分为三个部分，即战略环境分析；战略

制定与选择；战略实施和控制。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西方经

济学、市场营销、管理学等课程，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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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税收

国际税收问题是国际商务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我国对外经济

往来不断发展，国家间的税收问题也伴随而来，因而国际税收问题引起各

界的重视，并开始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本课程就是使相关专业学生掌

握国际税收理论，在对外经济往来中更好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利益，

处理好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更好地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来促进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商务、国际金

融和税收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国际投资

本课程教学旨在向学生系统介绍有关国际投资方面的基本知识和一

般原理，使学生对国际投资主体、国际投资客体、国际投资运行管理等方

面基本范畴、内在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有比较系统地掌握。同时，通过介绍

国际投资最新发展态势，加深对国际投资的理解和认识，提高综合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国际贸易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6或 7学期。

国际商务专题

《国际商务专题》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设置的意义在于把学生学过

的理论知识灵活运用，提高学生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该课程主要讲述两

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与国际商务专业相关的边缘知识，在各专业课中未详

细讲述或者没有涉及的内容；二是与时事紧密相连的国际商务问题研究。

该课程是对学生前面所学课程的一个检验，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和

运用情况。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易、国际商

务、国际营销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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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代码：120203K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和会计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

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机构从事会计实务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会计、审计和工商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会计方法与技能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分析和解决会计问

题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经济学、管理学和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

2、掌握会计学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

3、熟悉国内外与会计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以及国际会计惯例；

4、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信息获取能力及分析和解决会计问题的基本能力；

5、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6、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质、表达

与沟通能力

2.创新精神与学

科前沿动态

3.会计学基本理

论

4.会计学定性定

量分析方法

5.会计相关的方

针、政策和法规

例

6.文献检索的基

本方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
微积分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

微观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 √

管理学 √

经济法 √
基础会计学 √

统计学 √

财务管理学 √
金融学 √

税法 √

市场营销 √
人力资源管理 √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

企业战略管理 √
财政学Ⅰ √

计量经济学 √

管理信息系统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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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学 √

现代企业管理Ⅰ √
线性代数Ⅱ √

中级财务会计Ⅰ √

中级财务会计Ⅱ √
高级财务会计 √

审计学 √

成本会计 √
管理会计 √

会计电算化 √

国际会计（双语） √
国际金融 √

财务报表分析 √

国际财务管理（双语） √
金融企业会计 √ √

互联网金融 √ √

金融市场学 √
财务报表分析 √ √

中级财务管理 √

网络会计专题 √ √
国际结算 √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

公司治理（双语） √
财务案例分析 √ √

会计案例分析 √ √

财务理论专题 √ √
会计理论专题 √ √

会计制度设计 √

风险管理 √
会计专业英语 √ √

计算技术与会计技能 √ √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 √
注册会计师规范 √

企业内部控制 √

电子商务 √
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 √

资产评估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会计手工模拟实验 √ √

会计认识实习 √ √

会计模拟实验 √ √
会计综合实训 √ √

毕业实习 √ √

毕业设计（论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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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培养熟练掌握会计理论与方法，熟悉会计法规及会计准则与惯例，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本专业在加强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的理论教学基础上，既拓宽视野、提高理论水平，也注重实践，关注互联网发展对

会计工作的影响，注重跨国公司对会计人才的特殊要求，尊重学生个性发展，构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会计手工模拟实验、会计认

识实习、会计模拟实验和会计综合实训、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一系列的实践环节，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操作能力；注重学生专业综

合素质培养，注重与各类会计资格考试接轨，为学生增强就业竞争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主干学科

工商管理、经济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经济法、统计学、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Ⅰ、中级财务会计Ⅱ、高级财务

会计、审计学、财务管理学、税法、管理会计、成本会计、会计信息系统、财务分析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会计手工模拟实验（1学分/1周）、会计认识实习（1学分/1周）、会计模拟实验（2学分/2周）、会计综合实

训（2学分/2周）、毕业实习（8学分/8周）、毕业设计（论文）（10学分/18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58.50 39 8 29.5 14 17.5 24.5 26 31

要求学时 2296+32周 784 128 472 224 296 392 32周 160+32周
学分占比 100% 24.6% 5% 18.6% 8.8% 11.0% 15.5% 16.4% 19.6%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管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58.5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管理学、经济学基础理论，市场营销学基本方法和专业技能，具备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营销实际问题的

能力，能够从事市场营销业务及管理工作，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39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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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大学体育（1）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1)）

1 32 1 考试 B151001

大学体育（2）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2)）

1 32 1 考试 B151002

大学体育（3）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3)）

1 32 1 考试 B151003

大学体育（4）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4)）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81502

小计 39.0 592.0 0.0 32.0 160.0 12.0 8.5 11 4.5 2 0.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一年级

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9.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微积分（上）

(Calculus (Volume 1))
4 64 4 考试 B113109

微积分（下）

（Calculus (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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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Probability Theory &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

3 48 3 考试 B113123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3 48 3 考试 B08300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2 32 2 考试 B083002

管理学

（Management）
2.5 40 2.5 考试 B083003

经济法

(The Law of Economic)
2 32 2 考试 B083004

统计学

(Statistics)
3 48 3 考试 B083501

基础会计学

(Basic Accountiong)
3 48 3 考试 B083502

财务管理学

(Financial Management)
3 48 3 考试 B083504

小计 29.5 472 0 0 0 8.5 10 5 6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金融学

(Finance)
2 32 2 考试 B088501

税法

(Tax Law)
2 32 2 考试 B088505

市场营销

(Marketing)
2 32 2 考查 B088205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840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ractice)

2 32 2 考查 B088106

企业战略管理

(Enterprise Strategic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8401

财政学Ⅰ

(Public Finance)
2 32 2 考查 B088105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2 32 2 考试 B088001

管理信息系统Ⅰ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2 32 2 考查 B088307

证券投资学

(Securities Investments)
2 32 2 考试 B088504

现代企业管理Ⅰ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8412

线性代数Ⅱ

（Linear algebraⅡ）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小计 24.5 392 0 0 0 0 0 2.0 12.5 8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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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7.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中级财务会计Ⅰ

(Intermedia Financial
Accounting)

3 48 3 考试 B084504

中级财务会计ⅠⅠ

(Intermedia Financial
Accounting)

2 32 2 考试 B084505

高级财务会计

(Advanced Financial
Accounting)

3 48 3 考试 B084506

审计学

(Auditing)
2.5 40 2.5 考试 B084508

成本会计

(Cost Accounting)
2.5 40 2.5 考试 B084503

管理会计

(Management Accounting )
2 32 2 考试 B084507

会计电算化

(Accounting
Computerization)

2.5 24 32 2.5 考试 B084509

小计 17.5 264 0 32 0 0 0 3 2 12.5 0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0.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国际

会计

国际会计（双语）(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2 32 2 考查 B085507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2 32 2 考查 B085509

财务报表分析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2.5 40 2.5 考查 B085510

国际财务管理（双语）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5511

金融企业会计

(Bank Accounting)
2 32 2 考查 B085512

小计 10.5 168 0 0 0 0 0 0 0 2.5 8 0 0

方向

二：

互联

网会

计

互联网金融

The Internet Finance
2 32 2 考查 B085501

金融市场学

(Financial Markets)
2 32 2 考查 B085503

财务报表分析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2.5 40 2.5 考查 B085510

中级财务管理

( Intermedia Financial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5515

网络会计专题

Network accounting project
2 32 2 考查 B085505

小计 10.5 168 0 0 0 0 0 0 0 4.5 4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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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国际结算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2 32 2 考查 B086119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Accounting for government
and non-profit entities

2 32 2 考查 B086511

公司治理（双语）

(Corporate Governance)
2 32 2 考查 B086503

财务案例分析

(Analysis on Corporate
Finance Cases)

2 32 2 考查 B086504

会计案例分析

(Case Analysis of Accounting)
2 32 2 考查 B086505

财务理论专题

(Financial theory)
2 32 2 考查 B086508

会计理论专题

(Accounting Theory)
2 32 2 考查 B086509

会计制度设计

(Accounting system design)
2 32 2 考查 B086515

风险管理

(Risk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6512

会计专业英语

(Accounting English)
2 32 2 考查 B086513

计算技术与会计技能

(Computing technology and
accounting skills)

1 16 1 考查 B086514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2 32 2 考查 B086519

注册会计师规范

(China Code for Certified
Public Accoutants)

2 32 2 考查 B086516

企业内部控制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2 32 2 考查 B086517

电子商务

Electronic Business
2 32 2 考查 B086304

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

(TaxAccounting&Tax
Planning)

2 32 2 考查 B086506

资产评估

(Asset Evaluation)
2 32 2 考查 B086520

小计 33 528 0 0 0 0 1 0 0 2 16 14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6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technical ability）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Public welfare work）
（1） 考查

614



安全教育

（Securi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会计手工模拟实验

（Manual accounting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87501

会计认识实习

Accounting exercitation
1 1 1 考查 B087502

会计模拟实验

（Accounting Practice Experiment）
2 2 2 考查 B087503

会计综合实训

（Accounting Comprehensive
Training）

2 2 2 考查 B087504

毕业实习

（ Graduation Practice）
8 8 8 考查 B087505

毕业设计（论文）

（Bachelor Degree Thesis）
10 18 10 考查 B087506

小计 26 32 2 0 1 1 0 2 10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是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国家教

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微观经济学

是关于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它以价格为分析的中心，运用实证研究方

法研究市场中个体的经济行为，它从资源稀缺这个基本概念出发，探

讨不同微观经济主体基于自身利益在不同环境条件下所表现出的行为

特征，说明其对社会经济相关变量产生影响的方式及其结果。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通过学习高

等数学，使学生具备微积分的基本理论知识；

掌握最优化的基本分析方法，为学习微观经济

学提供必要的数学分析工具。本课程重点讲述

微观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为

进一步学习专业课打下坚实的基础。

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经济总量的决定及其

变化规律，揭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宏观经济变化规律以及政府

的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其内容包括古典理论（长期中的经济

问题）、增长理论（超长期的经济问题）、经济周期理论（短期中的

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政策等。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和微观经济学。通

过学习高等数学和微观，使学生具备微积分和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最优化和均

衡的基本分析方法，为学习宏观经济学提供必

要的理论知识和分析工具。本课程重点讲述宏

观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为进

一步学习专业课打下坚实的基础。

管理学

管理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是一门系统地研究管理活动

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也称一般管理学或管理学原理。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教与学，学生能正确理解管理的概念，掌

握管理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并能综合运用，初步掌握

解决一般管理问题的能力，为以后学习其它专业课程和为日后的管理

工作奠定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本课程重点讲

授管理学特别是企业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

观念、基本管理方法和技巧，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学生可以获得管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及技

能，为以后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必要的知识储

备。

经济法

《经济法》（非法学专业）是高等学校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学生的

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既懂经济又懂法

律的经营管理人才。

本课程是经管类所有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作为

法学、管理学在法律学科上的运用,它与经管类

大部分课程的联系非常紧密，要求学生在学习

了经济法课程以后再深入研究别的课程。

统计学

《统计学》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经济与管理类各专业必修的

核心基础课程之一。本课程既介绍具有通用方法论性质的一般统计理

论与方法及其在经济管理中的运用，又介绍经济管理领域所特有的一

些统计理论与方法。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微积分、概率论等课程。

通过上述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了数学、概

率论的基本理论知识，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

的知识储备。本课程重点讲授统计学的基本理

论与基本方法，为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打下良

好的定量分析的方法论基础。

基础会计学

《基础会计学》是财务管理和会计学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

是阐明会计学基本原理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会计

的形成与发展，掌握会计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会计的基本方法和基本

操作技术，熟练掌握和运用各种会计核算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需要

相关的经济、管理方面的理论知识做知识储备，

联系较为密切的先修课程有《经济法》、《管

理学》等课程；同期开设了《计算技术与会计

技能》专业选修课程，为《基础会计学》相关

基本技能的理解和掌握做了实践准备；本课程

又为后续开设的《中级财务会计Ⅰ、Ⅱ》、《财

615



务管理学》、《成本会计》、《审计》等课程

的学习奠定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财务管理学

财务管理是财务与会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本课程以企业资金运

动为中心内容，以资本的取得、资本的运用、资本收益的分配等为框

架，阐述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管理原则、管理制度等理论问题以及

预测、计划、控制、分析等业务方法问题。

财务管理是一门比较难的学科，既有理论介绍，

又有实践方法。在学习该门课程时，必须掌握

其基本的学习要领：一是通过广泛阅读与此学

科相关的其他基础课程，如经济学、会计学、

管理会计学、统计学等，来充实自己的理论水

平，提高自己认识与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此基

础上掌握财务管理学科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概念

体系。二是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来加深对理论

的理解。

金融学

金融学是会计学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课，也是国家教委制定的主干课

之一。该课程旨在适应新形式的要求，全面、系统地阐述《金融学》

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业务特长技术，便于同学了解和掌握有

关货币、信用、银行的基本原理及运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使同学

们真正掌握我国金融专业运行规律，以及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探讨我

国金融政策的实践。

本课程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其先行课

程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

后续课程为专业课。本课程是为学习会计专业

课程奠定财政金融方面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

税法

《税法》课程是会计学相关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该课程主要介绍

了我国税法的基本理论和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是一门理论与实务

相结合的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和了解国家税收的

政策、税法理论和基本内容，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所学内容。

《税法》课程的学习需要具备基本的会计知识，

微观经济学的知识，也需要有经济法的背景知

识，所以《税法》的先修课程至少包含基础会

计学、微观经济学、经济法。《税法》又同时

是《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财务管理学》、

《成本会计》等课程的基础。《税法》课程的

逻辑自成一体，又与其他课程有一定联系，是

会计学相关专业课程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门专

业基础选修课。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和现代科学

技术基础之上的应用科学。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满足消费者需

求为中心的企业市场营销活动过程及其规律性，即在特定的市场营销

环境中，企业以市场调研分析为基础，为满足现实和潜在的市场需求，

所实施的以产品（Product）、定价（Price）、地点（Place）、促销（Promotion）
为主要决策内容的市场营销管理过程及其客观规律性。市场营销学的

研究内容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

本课程以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现代管理理论

为基础，与微观经济学、企业经营管理相互配

合。本课程是市场营销专业主干课、经济管理

类专业基础课。市场营销学研究市场，但研究

的角度不同，它不是研究市场本身而是研究市

场营销，市场供求关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是经

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市场营销学主要研

究微观企业的营销活动，并为企业营销管理服

务而不是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的学科。

人力资源管理

本课程是面向工商管理学院财务管理、会计学、会计（金融外包）、

国际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深刻理解《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综合性和应用性很强的课程，

涉及到认识、方法和实践三个层次，课程通过案例分析与讨论、情景

模拟、角色扮演等方法使学生对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有清晰的了解，并

能够熟练掌握相关理论和方法解决日常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为后续课

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现代企业管理》。

国际贸易理论与

实务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是一门专门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

间商品交换具体过程的学科，是一门具有涉外活动特点的实践性很强

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它涉及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惯例、国

际金融、国际运输与保险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在实践中的

运用。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通过学习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课程，使

学生具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分析方

法；获得用经济学方法分析问题的基本技能；

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课程重

点讲授主要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实务知

识，为进一步学习和从事国际结算工作打下良

好基础。

企业战略管理

《企业战略管理》是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会计（金融外包）、财务

管理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它是反映企业全面的、战略性和方

向性的管理理论，是一门综合性课程。该课程重点介绍企业内外部环

境分析，特别是行业环境、行业竞争环境的研究、价值链理论、核心

竞争力理论，总体战略、竞争战略，以及战略的实施与控制等内容。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西方经济学、

管理学、市场营销等课程。通过对这些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具备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初

步知识；获得经济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掌

握数学分析工具、厂商理论、市场供求理论、

管理学的基本原理，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

知识储备。

财政学 I
《财政学 I》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在学科体系中起着衔接一般经济理

论课和财政业务课的中介作用。该课程设置目的是通过讲授财政的基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货币银行学等课程。通过学习上述课程，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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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学生今后相关课程的学习奠定良好

的理论基础。《财政学 I》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

导，立足于中国实际，反映当今中外最新的财政研究成果，特别是借

鉴了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理论体

系。

生具备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获得经济学、金融学基本理论知识及技能，掌

握经济学、金融学的基本理论，为学习本课程

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

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建立在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的基础上，是经济学

中的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计量经济学结合数量方法来对经济活动进

行认识分析，并辅助于计算机专门软件，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可操作

性。本课程主要介绍了计量经济学的一般概念及工作步骤、模型估计

的基本方法、模型检验与修正方法，典型计量经济模型专题讨论、联

立方程组模型的基本知识（包括模型的识别、估计、检验及应用）、

计量经济模型的应用案例。

本课程作为经济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模

型的设计、检验与应用需要《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方面的经济学知识，其模型设

计、估计、检验与应用需要《微积分》、《线

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数学基础。

管理信息系统 I

管理信息系统》是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各专业九大核心课程之一，它

是在管理科学、信息科学、行为科学、计算机科学、决策科学、系统

科学和通信技术等学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具

有边缘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学科，主要研究企业内部信息系统的组

织、开发和管理，既具有较深和较宽的理论基础，又是一门实践性很

强的学科。

本课程具有较强的综合性，综合运用《计算机

应用基础》、《管理学》、《会计学》、《人

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等课程的知识，

实现了专业管理类课程和技术类课程的融合。

证券投资学

证券投资学是财管会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是关于金融经济

运行的整体框架中对证券投资体系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通过本门课

程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和掌握证券投资的基本原理、证券市场运行

的基本规律以及证券投资工具的基本特点、投资分析的方法，为未来

其他课程的学习和投资实践奠定基础。

本课程先修课包括宏微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

高等数学、基础会计学。通过学习这些课程，

为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课程重点讲

授证券投资的基本理论框架及投资实务，为进

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现代企业管理Ⅰ

本课程是面向工商管理学院财务管理、会计学、会计（金融外包）、

国际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这门课程的开设对于

提高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

学生的能力有着非常重要而意义。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现代企业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理论、

现代企业商业模式、现代企业运营管理基础、现代企业运营战略管理、

现代企业生产管理、现代企业质量管理。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

统计学、管理学等课程，使学生具备数学、经

济学、管理学的初步理论知识；获得经济管理

的基本理论知识及技能；掌握数学分析工具、

管理学理论、市场供求理论的基本原理，为学

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

中级财务会计Ⅰ

《中级财务会计》是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会计学相关专业和

财务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是会计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

系中的核心课程。它在学生已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管理学和基本会计

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和我国会计准则，进一步系统、深入地学习

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理论与实务，掌握企业财务会

计核算的内容和具体操作方法，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和今后所从事的

财务会计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级财务会计Ⅰ》的先修课程为《基础会计

学》，本课程在《基础会计学》基本理论、会

计核算方法的指导下，围绕工业企业的经济业

务，讲授财务会计资产要素确认、计量、记录、

报告的基本方法。其后续课程依次为《中级财

务会计Ⅱ》、《成本会计》、《管理会计》、

《审计学》、《财务管理》以及《高级财务会

计》等课程。

中级财务会计Ⅱ

《中级财务会计》是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会计学专业和财务

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是会计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

的核心课程。它在学生已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管理学和基本会计知识

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和我国会计准则，进一步系统、深入地学习会计

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理论与实务，掌握企业财务会计核

算的内容和具体操作方法，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和今后所从事的财务

会计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级财务会计Ⅱ》的先修课程为《基础会计

学》、《中级财务会计Ⅰ》，本课程在《基础

会计学》基本理论、会计核算方法的指导下，

围绕工业企业的经济业务，讲授财务会计的负

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与利润要素的确

认和计量，最终形成财务会计报告。确认、计

量、记录、报告的基本方法，进一步展开。其

后续课程为《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审

计学》、《财务管理》以及《高级财务会计》

等课程。

高级财务会计

高级财务会计定位高、新、特，帮助学生达到高级会计师的水准，以

备考注册会计师考试以及高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会计科目。本

课程对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的高难度准则进行深入剖析，内容包括技

术含量较高、具有一定难度的会计准则，如所得税、资产减值、企业

合并和合并财务报表等。本课程将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型学习，掌握难

度较大的会计准则的操作规则，以提高业务能力；考察会计准则的设

计理念，培养创造性思维，形成自己的专业观点。

中级财务会计是学习高级财务会计前置必修课

程，二者的关系最为密切。高级财务会计以会

计假设的松动和会计原则的延伸为前提，就财

务会计领域中的新的、特殊的会计问题进行阐

述，是对中级财务会计的突破和扩展。高级财

务会计的后续课程包括会计制度设计，财务报

表分析；会计理论专题等。

审计学

《审计学》是对审计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审计实务进行理论和实

践探讨，并研究其规律性的一门学科。本课程先修课程包括基础会计、

财务会计、统计学、财务管理等。本课程是会计学专业的专业核心课

程。在本课程的教学中侧重于审计学理论并兼顾审计实践，通过本课

审计学课程前承会计学、财务会计和成本会计

等，后与案例分析课程、实习实践衔接。会计

学、财务会计和成本会计介绍审计所需的会计

知识和核算方法，案例分析、实习实践是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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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审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审

计的本质，掌握审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并能运用审计的基本原

理、方法对企事业单位、股份制企业的经济活动、会计报表进行审查，

为评价经济责任、维护财经法纪、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提供

依据。

基本理论的应用和实践。本课程侧重讲授审计

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程序，为后续案例分

析、实习实践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成本会计

《成本会计》是会计专业的核心课程，同时，也是《基础会计》、《中

级财务会计》课程内容的继续和深入。该课程主要阐述成本会计的基

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具有较强的继承性、超前性和通用性。

成本会计课程的内容体系和结构安排，充分考虑了本科会计专业的教

学要求和培养目标，以就业为导向，制定适应本科会计专业学生特点

的《成本会计》教学大纲，实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遵循因

材施教的原则，力求突出重点，注重实践，使学生在学懂弄通基本理

论的基础上，增强其实践操作能力，目的在于培养和造就适应市场经

济发展要求的高素质的应用性会计人才。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课

程。通过学习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等课程，

使学生具备会计的基本理论，掌握了经济业务

基本核算方法，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

储备。本课程主要讲授成本会计的基本理论与

成本核算的基本方法。为后续的管理会计和财

务管理等课程的教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管理会计

《管理会计》是一门新兴的将现代科学管理与会计相结合融为一体的

综合性交叉学科，在现代经济管理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是高

等院校会计类、财管类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

握现代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企业生产经营过

程中预测、决策、预算、控制和考核的一般方法及其应用，掌握管理

会计解析过去、控制现在、筹划未来的基本程序、基本内容和基本方

法，并能结合企业的具体环境和条件灵活运用，从而为毕业后适用市

场经济条件、搞好企业的经济管理，打下坚实的理论和业务基础。

管理会计的先修课程为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

计、高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企业

管理、市场营销，其后续课程为审计学、财务

案例分析、会计案例分析、投资学、项目管理

等，管理会计与这些课程相辅相成，共同构成

财务会计学科完整的知识结构。

会计电算化

《会计电算化》是本科会计类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这门课程是

为了培养、检验和提高学生运用会计专业课程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

和基础方法进行各种财务软件操作与维护的一门综合性的技能课程之

一。本课程采取理论讲解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选用企业中常用

的财务软件，按照软件的基本模块进行系统讲解，主要包括系统管理

以及基础设置、总账系统、UFO报表管理、薪资管理、固定资产管理、

购销存管理等。

该课程涉及到多门学科，因此要求首先修完：

计算机程序设计，数据库技术，基础会计，中

级财务会计，审计学等，来充实自己的理论水

平，提高自己认识与分析问题的能力。然后熟

练掌握该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并通过

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对会计工作的认识。

国际会计

国际会计是企业会计的一个最新发展，伴随着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

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和资本投资的日趋国际化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国际会计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适用于全世界范围的会计原则和方

法，实现各国会计的标准化。其主要研究和比较各国会计准则和会计

实务、概括国际公认的会计原则和制定国际会计准则，以此来协调各

国会计实务以及解决跨国公司的国际性难题，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动和

国际经济的发展。本课程将引领学生进入会计、财务报告和财务控制

的国际视角，培养学生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要求的，涉外会计实务、

财务管理业务能力。

国际会计内容涉及到跨国公司经营、会计等专

业知识的运用,因此是在学生掌握了会计学、国

际贸易、投资学等基础专业知识后开设的一门

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能够运用会计

学一般原理、联系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经营等

基础知识，理解会计国际协调、跨国企业会计

等国际会计专题的一般原理，并具备分析和解

决国际会计问题的能力。本课程与会计学、财

务管理、税务会计等课程,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会

计学科体系。

国际金融

《国际金融》是财务管理、会计学专业的方向课程。该课程以开放经

济为前提，研究国际间货币资金周转与运动的规律，是一门涉及面广、

综合性强的学科。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我国对外开放程度

的提高，对外交流日益增多，国际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

出。了解各国的金融体制及其动态，国际间有关金融知识及其运行规

律，对于我国增强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能力，加快经济发展和提高国

家经济地位具有积极作用。

从学科体系上看，国际金融以货币银行学、西

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等作为先行课，并为国际

结算、国际投资、外汇风险管理等后续课程准

备必要的专业基础和合理的知识结构。

财务报表分析

本课程在系统地论述企业财务分析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础信息的

基础上，针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实际需要，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所有

者权益变动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实施会计分析；并进而从盈利能

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四个方面进行财务分析；最后对

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财务效率、公司价值等进行综合分析与

评价；形成完整的财务分析理论体系、方法体系与内容体系。

本课程是会计学专业的专业方向课。利用有关

会计类课程提供的会计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是

进行财务管理决策的基础。它为后续的课程提

供解读财务报表及其他财务信息的方法。本课

程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提供基础财务分析方法。

国际财务管理

国际财务管理是研究跨国企业如何进行国际财务决策，使所有者权益

最大化的一门学科，其实质内容是对跨国企业资金筹集、运用、财务

收支及其成果以及收益分配等的管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具

备参与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的基本技能。本课程主要阐述国际筹资、投

资、租赁、补偿贸易、国际技术转让、外汇收支、外汇风险等跨国公

司内部财务管理问题。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国际财务管理的

基本理论、内容、技术和方法，树立在国际市场环境下理财的基本理

国际财务管理课程是会计学（金融外包）专业

的专业选修课程。该课程理论与应用相结合，

尤其注重培养学生对国际财务管理方法的应用

能力。本课程要求学生修完宏观经济学、国际

金融学、财务管理学等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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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意识，从而实现国际市场环境的企业价值最大化。

金融企业会计

金融会计是会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是根据会计学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针对金融企业的业务特点而制定的一种特殊行业的专门会计，

具有很强的业务性和实务性，适用于金融系统的会计核算和经营管理。

本课程介绍金融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会计方法在银行业务中

的具体应用。通过各个教学环节，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和方法，使学生

掌握金融企业尤其是银行会计核算的基本知识，熟悉银行会计业务和

财务管理方法，为以后从事金融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金融会计学内容涉及到金融、会计等专业知识

的运用，因此是会计学、商业银行业务管理等

专业基础课的后续课程。在学生掌握了会计学

的基本原理，熟悉了商业银行的业务内容之后,
从会计的角度将这些课程中的相关内容融为一

体,可以使学生从会计的视角系统地学习金融知

识。因此金融会计学是金融专业与会计专业之

间的一座桥梁。

互联网金融

本课程主要围绕支付、营销、融资、风险、监管和发展八个方面展开。

通过对国际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分析，使学生深刻理解企业经营的环境，

提高应对宏观变化的能力；通过了解现代金融工具与方法，丰富学生

的投融资理论素养，掌握企业资本运作的方法与工具；使学生洞悉最

新的互联网金融运作模式，结合现代金融工具与方法创新商业模式，

为企业获得新的成长动力。

金融学是本课程的理论基础；大学计算机基础

是本课程的技术基础；理解互联网金融在营销

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由于互联网金融创

新对会计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本门课

程的深入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在新时期理解互

联网金融环境，了解会计学在该环境变化过程

中发生的变化，从而以具有前瞻性的视角来学

习会计学、网络会计及会计电算化等课程。

金融市场学

《金融市场学》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及各主体

行为规律的学科。金融市场是现代市场体系的核心，它包含了货币、

债券、外汇、股票、黄金、基金、衍生工具等多个子市场。在教学内

容安排上，着重阐明金融市场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对

于各子市场则分别阐述市场主体、交易工具、运作机制、收益风险和

定价原理，使学生对个子市场有完整的认识。

本课程从市场运行的角度介绍金融市场的构成

以及运作状况，力图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构建起

从一般理论到微观构成以及运行机制的桥梁，

为后续课程如金融工程、衍生金融工具等打下

基础。本课程的前端课程为西方经济学、货币

银行学等，后续课程包括金融工程、衍生金融

工具等。

财务报表分析

本课程在系统地论述企业财务分析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础信息的

基础上，针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实际需要，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所有

者权益变动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实施会计分析；并进而从盈利能

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四个方面进行财务分析；最后对

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财务效率、公司价值等进行综合分析与

评价；形成完整的财务分析理论体系、方法体系与内容体系。

本课程是会计学专业的专业方向课。利用有关

会计类课程提供的会计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是

进行财务管理决策的基础。它为后续的课程提

供解读财务报表及其他财务信息的方法。本课

程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提供基础财务分析方法。

中级财务管理

中级财务管理课程是会计学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其任务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企业各项财务活动的中心内容，熟悉

市场经济条件下理财的基本理论和常规方法，掌握资金的筹集、投放、

耗费、收入、分配各环节的具体管理内容和措施，学会理论联系实践，

对财务管理的具体运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中级财务管理课程前承财务管理，后接高级财

务管理，是财务管理专业三本最重要的教材之

一。财务管理主要介绍财务管理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高级财务管理主要介绍一些特殊的

财务问题，中级财务管理注重讲授对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出现的日常财务问题的管

理，它是初级财务管理学的延续和发展，又是

高级财务管理学的基础和铺垫，它的设计放松

了学生学习的紧张压力，使学生能够增加对财

务管理学知识的深入理解。

网络会计专题

网络会计是指在互联网环境下对各种交易和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和披

露的会计活动，是建立在网络环境基础上的会计信息系统。与传统会

计相比，网络会计既有优势，又有弊端，而弊端的克服有赖于采取正

确的对策。从狭义上讲，网络会计是指以网络技术为手段，对互联网

环境下的各种交易和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的会计活动。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

计、高级财务会计、审计学、会计理论和会计

电算化。通过学习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等课

程，使学生具备会计的基本理论，掌握了经济

业务基本核算方法，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

知识储备。为网络会计实务和理论的学习提供

较好的基础。

国际结算

本课程是为适应国家对外全面开放的经济政策，着重培养银行、企业

对外商务活动所需的外向型人才而设置的。作为一项金融业务，国际

结算既是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也是企业进出口业务的重要环节之一。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理解国际结算的基本原理，了解国际结算的基本方

式，掌握国际结算实务操作的基本技能，能够熟练掌握各类票据的开

立与正确使用，明确票据各当事人相互之间的权利和责任，对主要的

结算方式有清楚的把握和认识，在不同的经济环境和具体条件下能够

对不同结算方式作出相应选择，并了解其中存在的风险与应对举措。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主要是一些相关的经济理论

及实务类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国际贸易、金融学等，使学生具备学习本课程

所必需的基础理论，了解基本政策指导，同时

熟悉并掌握重要的惯例与规则，为本课程提供

详细参考和操作指导。本课程重点讲授国际结

算理论和实务操作知识，为从事专业相关工作

打下坚实的基础。

政府与非营利组

织会计

本课程是高等教育会计专业所开设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的主要内容

包括：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相关的会计核

算。主要介绍了政府会计的概念、特点、会计要素、会计计价基础、

会计的具体核算内容和核算方法；事业单位会计的概念、特点、会计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是会计学科体系中处

于后开的课程，是对会计学原理、税法与税收

的具体运用。财务会计只要是盈利企业的会计，

而非营利组织会计是政府会计与事业单位会

619



要素、会计计价基础及会计的具体核算内容和核算方法。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将会计基本理论和方法应用到非营利资金的管理

领域，全面掌握政府财政资金的会计核算和管理。

计，二者的会计主体不同。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掌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的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将来的实际工作奠定理论

基础和一定的职业技能。

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利等方面的制

度安排；广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

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的目标，谁在什么状态下

实施控制，如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等这

样一些问题。因此，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所有权安排几乎是同

一个意思，或者更准确地讲，公司治理结构只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

体化，企业所有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抽象概括。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微观经济学。本

课程重点讲授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

基本方法和技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

以获得企业管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及技能，为

以后工作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

财务案例分析

《财务案例分析》是为加强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而开设的一门专业技

能课程，隶属于财务管理课程模块，目的是让学生深刻理解企业财务

管理的先进理念和实用方法，掌握公司财务管理的内容体系和运行机

制，熟悉各类企业主要业务的财务管理特点、重点、难点和应用案例，

达到灵活运用财务管理工具管理和控制企业经济活动的目的。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首先要掌握公司

理财学的基础知识，财务管理课程结束后才开

始学习本课程。财务管理课程主要是理论学习，

本课程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公司理财中

出现的具体的现实问题。

会计案例分析

会计案例分析是一门极具操作性和应用性的会计学专业的重要课程。

为培养学生运用会计实务和会计理论等相关专业基础知识进行公司会

计实务操作的能力，并培养学生对会计相关问题浓厚的研究兴趣，开

设会计案例分析课程是必要的，也是非常必须的。要使学生掌握这门

课的精髓，必须针对不同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内容运用大量生动的上市

公司会计案例讲解相关内容。同时，还必须有案例讨论课与之相配套。

只有如此，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灵活

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

计、高级财务会计。通过学习会计学、中级财

务会计等课程，使学生具备会计的基本理论，

掌握了经济业务基本核算方法，为学习本课程

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课程主要讲授成本会

计的基本理论与成本核算的基本方法。为后续

的管理会计和财务管理等课程的教学打下良好

的基础。

财务理论专题

《财务理论专题》课程是会计学、财务管理本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主要介绍现代财务的主要理论：有效市场理论、资本结构理论、

证券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股利理论、期权定价理论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掌握基本的财务理论，提高学生运用相

应财务理论分析财务问题、解决财务问题、揭示财务现象的能力。

《财务理论专题》课程是以《管理学》、《经

济学》、《财务管理》课程为基础，重点讲述

经济学、管理学相关理论在财务方面的运用，

以及财务方面的专门理论，为学生进行毕业论

文的写作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会计理论专题

理论是一种知识体系，它能说明所研究对象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能

深入对象的本质，探索其内在规律。会计理论是“一套逻辑严密的原则，

能够使实务工作者、投资者、债权人、经理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会计实

务，提供评估当前会计实务的概念框架，指导新的实务和程序的建立”
（亨德里克森，1992）。作为有关会计领域的知识体系，会计理论由

会计的特定概念和方法程序所构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既反映会计实务

的本质和特征，又揭示会计系统运行和发展的规律。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会计学、财务会计、财务

管理、管理会计等课程。通过学习会计学、财

务会计、财务管理、管理会计等课程，使学生

掌握会计及财务管理方面的有关知识，为本课

程的学习打下基础。本课程重点是更深入地对

会计领域中的会计理论问题进行阐述，是对会

计学习的深化和扩展，也是为会计专业学生开

拓思路、加强对会计专业的理解、开始毕业论

文的写作打下一定的理论基础。

会计制度设计

《会计制度设计》是高等院校会计学专业的一门统设选修课，是一门

理论性、综合性较强的专业课程。它在学生已具备一定的会计学、财

务会计、管理会计课的基础上开设的。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财务与

会计制度设计的基本理论、财务与会计制度的基础设计、会计核算与

控制制度实务操作的设计、财务制度实物操作设计。本课程旨在培养

学生综合运用各门专业课所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能力，即根据国

家有关会计法规和准则，设计和选择适合基层企业需要的会计制度。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

成本会计、审计学原理、高级财务会计等。会

计课程是重点学习会计的核算和监督，会计制

度设计是财务和会计工作的规范。它是本科会

计学专业高年级开设的课程。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课程是根据企业对财务专业人员所要求必备掌握的风险

规避能力而设置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突出强

化了企业风险识别、评估、防范的实操训练。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活动

帮助学生形成企业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为学生掌握相关领域工作

所应具备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奠定基础，同时为以后自己创业提供

的有利的知识条件。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计量经济学

随机过程等

后续课程: 证券投资 保险精算等

会计专业英语

随着企业会计准则在中国的广泛实施，中国会计不仅在制度和理论上，

更是在实务中，与国际会计实现了实质性趋同，也对会计人员的英语

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会计专业英语》较为系统地用英语阐述了

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分析等专业知识。本课程关注

国际会计准则、财务分析等学科的最新发展，适时调整教学内容；以

学生为主体，教学相结合，突出英语应用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使学生

了解和熟悉基础会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审计学等内

容的英语表达方法。

本课程是在学习大学英语、基础会计学、中级

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分析等

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在课程学习中，学生能

够掌握财务会计中

主要会计科目的英文表达，能够运用英语处理

常规经济业务、编制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等财

务报表；熟悉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分析等

学科主要术语的英文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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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技术与会计

技能

本课程是会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性、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专业选修课

程，其教学内容包括财会专业所必需的点钞、财经用数字书写、珠算

等三部分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技巧。重在培养学生的基本操作技

能。紧紧围绕会计职业岗位的工作任务来组织实训内容，落实实训要

求。在注重专业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训练的同时，合理把握与其它相关

课程间的联系和侧重点，让学生在《计算技术和会计技能》课程的学

习中掌握知识，提高技能，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从事相关工作夯实基

础。

《计算技术与会计技能》在会计学科体系中处

于先修的课程，主要使学生掌握数字书写、点

钞和珠算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以后的会

计凭证的填制、账簿的登记以及票据填写的奠

定了基础，所以，它是会计学和财务会计的先

行课。

商业银行经营管

理

《商业银行业务管理》是关于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管理的一门学科。

其内容包括商业银行的本质属性及其经营管理原则，商业银行各项业

务——负债业务、资产业务、投资业务、租赁与信托业务、表外业务、

国际业务和其他业务，商业银行服务定价原理——存款利率、贷款利

率、租金等的决定因素和定价，商业银行筹措资本金的途径、银行监

管和银行控制风险的策略以及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发展趋势。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货币银行学、财务管理学和会计学，通过学习

这些课程，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

本课程重点讲述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及风险的

管理的方法，为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打下基

础。

注册会计师规范

注册会计师规范是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执行鉴证业务及其他相

关服务业务必须遵守的要求或规则。该课程旨在让会计专业的本科生

熟悉中国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准则体系及有关要求，使他们能够掌握注

册会计师在执行鉴证业务、审阅业务、其他鉴证业务及其他服务业务

时需要遵循的业务规则及有关职业道德要求；清晰理解注册会计师控

制执业风险、提升执业质量原则及途径。

注册会计师规范是针对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

中的具体要求，因此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学生

应当首先掌握《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

《高级财务会计》、《审计》等课程的基本知

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

审计课程基本知识，以及有关职业道德规范的

内在要求，培养从事会计师事务审计及其他实

务工作的能力。

企业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的

进一步加剧以及国内外腐败案例的不断增加，内部控制越来越被理论

研究和实务工作者所重视。本课程包括企业内部控制理论、内部控制

实务、内部控制支持系统、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等内容，注重讲述内部

控制的基本理论和实施技巧。通过对国内外典型案例讲解，来说明内

控体系构建的概念和思路，使学生学会能够结合企业现状寻求解决内

控系统问题的方法。

本课程从内部控制的角度介绍金融企业内部控

制的基本理论及内控体系的构建，力图为学生

的专业学习构建起从一般理论到微观构成以及

运行机制的桥梁，是对前面所学课程如审计学、

风险管理、会计学的进一步深化，也为后续从

事财务工作或硕士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是一门集商务技术、信息技术和管理技术于一体的新兴的交

叉学科、边缘学科，它是人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电

子商务是信息化社会的商务模式，是21世纪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商务的未来。本课程是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主要课程，本课程系

统地介绍电子商务领域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重点介绍电

子商务的实用方法，突出电子商务在商务活动中的实际应用，结合典

型实例和软件工具阐述方法和原理。

本课程从基础理论出发，结合现代信息技术，

全方位阐述了电子商务的特点、应用和技术创

新。在注重电子商务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

基本应用的同时突出了电子商务的创新性和前

沿性。运用大学计算机基础、网络技术基础等

课程的基本技术以及管理信息系统等课程的理

论与方法，强调理论和应用相结合。

税务会计与纳税

筹划

《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是一门融税收法规制度与会计核算于一体的

边缘学科，实用性和操作性较强，是会计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的一

门重要的专业选修课程之一。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可以理解并掌握

我国现行主要税种的税收法规、应纳税额的计算和相应业务的会计处

理方法；同时从理论上了解纳税筹划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理解企业在

组建、主要经营业务、股利分配和投融资过程中的筹划思路和技巧，

达到充实和丰富财务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知识的目的，在未来现实工

作中，能为企业提供纳税筹划的合理方法服务。

《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不是作为一个独立存

在的会计分支，而是以财务会计为基础，针对

纳税人的一般业务因纳税引起的税款的形成、

计算、缴纳、补退及罚款、会计核算等一系列

的经济活动时，按照现行税法的规定，如何将

财务会计处理中与现行税法不相符的会计事项

或者处于纳税筹划目的需要进行调整的事项，

按照税务会计的理论方法进行调整，并作出会

计调整分录。因此，《基础会计学》、《中级

财务会计Ⅰ、Ⅱ》课程是《税务会计与纳税筹

划》会计核算基础；《税法》是《税务会计与

纳税筹划》涉税业务调整及纳税筹划的法律法

规依据。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纳税工作流程以

及主要工商实体税种的税收法规、计算申报与

会计核算。

资产评估

资产评估是对资产业务中所涉及的资产，在某一时点上的价值量进行

确认估价和报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产评估作为一项社会性和

公正性的活动，在产权转让、企业重组、资产流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本课程是财会专业开

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本课程主要阐明

资产评估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包括资产评估的基本原理、资产评估的

基本方法以及机器设备评估、房地产评估、无形资产评估、流动资产

评估、企业价值评估等各种具体资产类别的评估，最终通过对资产评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统计学、金融学、管理学及中级财务会计、财

务管理等本专业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通过

对这些课程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为

资产评估的理解打下基础，对在评估过程中遇

到的各类资产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本课程作为

财会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对后续专业课金融资

产评估、企业价值评估、房地产评估、无形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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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报告的解读为学生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知识架构。 产评估的学习起到一个指引与基础的作用。

会计手工模拟实

验

通过手工账模拟实习，使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认识会计凭证、账

簿等实物，并运用所掌握的基本会计知识和理论对企业的基本业务进

行会计核算，从而熟练掌握账户和复试借贷记账法，编制会计报表等

基本技能，使学生明确会计的工作组织方法及其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为以后的专业学识打下良好的基础。

1、严格遵守实习纪律；

2、严格遵守时间，不迟到不早退；

3、对实习期间违反实习纪律和违纪者，使其情

况予以严肃处理。

会计认识实习

通过实习，使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正确认识会计学理论在实践中

的具体应用，并运用所掌握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并

提出解决对策，从而使学生明确会计学工作的组织方法及其在企业管

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以后的专业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1)遵守实习纪律，定期向指导老师汇报实习进

展，取得实习指导老师的指导；严格遵守公司

规章制度，按公司要求完成实习任务。

(2)保持“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勤
奋好学、刻苦钻研”的进取精神。培养理论联系

实际，树立正确的设计观和科学研究观，养成

严谨务实的科学作风。

(3)扎实工作，认真完成实习任务。撰写实习报

告，并踊跃参加实习交流。定期向指导老师汇

报实习进展，取得实习指导老师的指导，对在

学校所学专业知识的实际运用,提高学以致用的

能力。

会计模拟实验

该模拟实验目的是使学生在结合会计学理论学习的基础上，通过提供

的实验资料完成学习，解决实践教学目标与校外实习环境不协调的矛

盾；实现课堂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效结合，实现传统教学与实训

教学的结合；有利于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学习兴趣，充分发挥老

师的教学智慧，同时减轻老师实践教学的指导工作量。从而提高学生

实践操作能力，缩短就业适应期并提高就业率。

1.利用《会计虚拟实习平台》以模拟实务的方式，

学生亲身体验和实习财务部的出纳、财产物资

会计、往来会计、总账会计这四个岗位分工和

实践。

2.深入理解企业实务环境及财务环境、业务流

程、会计操作流程。

3．熟悉各类财务数据的输出和整理，完成实验

报告。

会计综合实训

会计综合实训是为了解决实践教学目标与校外实习环境不协调的矛

盾，实现课堂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效结合，实现传统教学与实训

教学的结合。该综合实训利用了《会计虚拟实习平台》软件，以真实

模拟实务的方式，旨在引导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和实习财务部的出纳、

财产物资会计、往来会计、成本会计、费用会计、税务会计、总账会

计、财务经理 8 个岗位的分工和实践，增强学生对企业实务环境及业

务流程、财务环境、单证流转等实务操作流程的理解，缩短了就业适

应期。

学生完成整个平台实训内容后，不仅将全面熟

练企业财务部各个岗位的实务操作，同时也将

具备大局观，具备立足于公司中高层看待问题

的意识，练就良好的团队协作与管理能力。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会计学专业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本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的实践性教学的重要环节。毕业实习是在完成教学计划所

规定的全部理论课程和完成其他教学环节的基础上进行的综合性实

习，它是培养学生系统运用所学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

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主要环节。

通过毕业实习，要求学生在系统消化、巩固和

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能独立全面地

分析和处理会计相关的理论和实务的各种问

题，从而加强和提高对会计学基本理论知识的

理解和认识，巩固课堂理论教学效果；通过毕

业实习，锻炼并提高学生全面处理各种会计实

务的能力，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型会计专门人才。

通过毕业实习，还要求学生在深入了解并参与

实际业务活动的基础上，结合实习单位实际，

深入调查研究，搜集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写出具有较高水平、理论联系实际的毕业实习

报告。

毕业设计（论文）

本专业毕业论文涉及的主要专业方向应该是学生所学或相关专题范

围，如会计、财务、审计、税务等相关内容。论文的内容应该能反映

选题的最新成果，并且针对所讨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勤奋好学、刻苦钻研”
的进取精神；

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树立正确的科学研究观和设计观，养成严谨

务实的科学作风；

在毕业论文中作中，应特别注意对学生以下能力的训练

1.培养学生科学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2.培养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树立正确的科学研究

观和严谨务实的科学作风；

4.训练学生运用文献检索能力；

5.训练学生综合概括能力和组织写作能力。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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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金融外包）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代码：120203K

一、培养目标

会计学（金融外包）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诚信品质，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和会计学等方面的

知识和能力，能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机构从事会计实务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二、培养要求

会计学（金融外包）专业学生主要学习会计、审计和工商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会计方法与技能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

分析和解决会计问题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经济学、管理学和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

2、掌握会计学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

3、熟悉国内外与会计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以及国际会计惯例；

4、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信息获取能力及分析和解决会计问题的基本能力；

5、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6、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质、表

达与沟通能力

2.创新创业精

神

3.会计学经济

学基础知识

4.会计专业理

论前沿发展动

态

5.会计相关方

针政策法规

6.科学研究实

际工作能力

7.会计定量定

性分析方法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

微积分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

微观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 √
管理学 √

经济法 √

基础会计学 √
统计学 √

财务管理学 √

金融学 √
税法 √

市场营销 √

人力资源管理 √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

企业战略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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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Ⅰ √

计量经济学 √
管理信息系统Ⅰ √

证券投资学 √

现代企业管理Ⅰ √
线性代数Ⅱ √

中级财务会计Ⅰ √

中级财务会计Ⅱ √
高级财务会计 √

审计学 √

成本会计 √
管理会计 √

会计电算化 √

BPO英语与职业素养 √
财务报表分析 √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

金融企业会计 √
金融市场学 √

中级财务管理 √

国际结算 √
国际金融 √

公司治理（双语） √

财务案例分析 √ √
会计案例分析 √ √

财务理论专题 √ √

会计理论专题 √ √
会计制度设计 √ √

风险管理 √

会计专业英语 √
计算技术和会计技能 √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

注册会计师规范 √
企业内部控制 √

国际会计（双语) √

国际财务管理(双语） √
资产评估 √

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 √

会计手工模拟实验 √ √
会计认识实习 √ √

会计模拟实验 √ √

企业综合实训 √ √
毕业实习 √ √

毕业设计（论文） √ √

四、专业特色

会计学（金融外包）专业是校企合作项目，该项目采取订单式培养模式，学生前 3年在学校就读，第 4年在企业进行实训和毕业实习，

实行学分制管理。充分发挥高校、合作企业的各自优势，本专业培养理论扎实、素质全面、实践技能过硬的复合型金融外包人才。本专

业在加强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的理论教学基础上，既拓宽视野、提高理论水平，也注重实践，关注互联网发展对会计工作影响，

注重跨国公司对会计人才的特殊要求，尊重学生个性发展，构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会计手工模拟实验、会计认识实习、会计模拟

实验和企业综合实训、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一系列的实践环节，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操作能力；注重学生专业综合素质培养，注重

与各类会计资格考试接轨，为学生增强就业竞争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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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干学科

工商管理、经济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经济法、统计学、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Ⅰ、中级财务会计Ⅱ、高级财

务会计、审计学、财务管理学、税法、管理会计、成本会计、会计信息系统、财务分析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会计手工模拟实验（1学分/1周)、会计认识实习（1学分/1周）、会计模拟实验（2学分/2周）、企业综合实训

(10学分/10周）毕业实习（8学分/8周）、毕业设计（论文）（10学分/18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58.5 39 8 29.5 14 17.5 16.5 34 39

要求学时 2168+40周 784 128 472 224 296 264 40周 160+40周
学分占比 100% 24.6% 5.0% 18.6% 8.8% 11.0% 10.4% 21.5% 24.6%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管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58.5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管理学、经济学基础理论，会计学基本方法和专业技能，具备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财务实际问题的能力，

能够从事会计业务及管理工作，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九、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39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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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大学体育（1）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1)）

1 32 1 考试 B151001

大学体育（2）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2)）

1 32 1 考试 B151002

大学体育（3）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3)）

1 32 1 考试 B151003

大学体育（4）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4)）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
Major）

1 16 1 考查 B081502

小计 39.0 592.0 0.0 32.0 160.0 12.0 8.5 11 4.5 2 0.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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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9.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微积分（上）

(Calculus (Volume 1))
4 64 4 考试 B113109

微积分（下）

(Calculus (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Probability Theory
&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

3 48 3 考试 B113123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3 48 3 考试 B08300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2 32 2 考试 B083002

管理学

（Management）
2.5 40 2.5 考试 B083003

经济法

(The Law of
Economic)

2 32 2 考试 B083004

统计学

(Statistics)
3 48 3 考试 B083501

基础会计学

(Basic Accountiong)
3 48 3 考试 B083502

财务管理学

(Financial
Management)

3 48 3 考试 B083504

小计 29.5 472 0 0 0 8.5 10 5 6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金融学

(Finance)
2 32 2 考试 B088501

税法

(Tax Law)
2 32 2 考试 B088505

市场营销

(Marketing)
2 32 2 考查 B088205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840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ractice)

2 32 2 考查 B088106

企业战略管理

(Enterprise Strategic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8401

财政学Ⅰ

(Public Finance)
2 32 2 考查 B088105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2 32 2 考试 B08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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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系统Ⅰ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2 32 2 考查 B088307

证券投资学

(Securities
Investments)

2 32 2 考试 B088504

现代企业管理Ⅰ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8412

线性代数Ⅱ

（Linear algebraⅡ）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BPO英语与职业素养

（1-4）
(BPO English and
Occupation Literacy
Training)

8 128 2 2 2 2 考查
B088515-
B088518

企业方

授课

小计 32.5 520 0 0 0 0 0 4.0 14.5 10 4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7.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中级财务会计Ⅰ

(Intermedia Financial
Accounting)

3 48 3 考试 B084504

中级财务会计ⅠⅠ

(Intermedia Financial
Accounting)

2 32 2 考试 B084505

高级财务会计

(Advanced Financial
Accounting)

3 48 3 考试 B084506

审计学

(Auditing)
2.5 40 2.5 考试 B084508

成本会计

(Cost Accounting)
2.5 40 2.5 考试 B084503

管理会计

(Management
Accounting )

2 32 2 考试 B084507

会计电算化

(Accounting
Computerization)

2.5 24 32 2.5 考试 B084509

小计 17.5 264 0 32 0 0 0 3 2 12.5 0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0.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会

计金

融外

包

财务报表分析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2.5 40 2 考查 B085510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

计(Accounting for
government and
non-profit entities )

2 32 2 考查 B085514

金融企业会计

(Bank Accounting)
2 32 2 考查 B08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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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学

(Financial Markets)
2 32 2 考查 B085503

中级财务管理

( Intermedia Financial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5515

小计 10.5 168 0 0 0 0 0 0 0 8 2 0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国际结算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2 32 2 考查 B086119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2 32 2 考查 B086522

公司治理（双语）

(Corporate
Governance)

2 32 2 考查 B086503

财务案例分析

(Analysis on Corporate
Finance Cases)

2 32 2 考查 B086504

会计案例分析

(Case Analysis of
Accounting)

2 32 2 考查 B086505

财务理论专题

(Financial theory)
2 32 2 考查 B086508

会计理论专题

(Accounting Theory)
2 32 2 考查 B086509

会计制度设计

(Accounting system
design)

2 32 2 考查 B086515

风险管理

(Risk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6512

会计专业英语

(Accounting English)
2 32 2 考查 B086513

计算技术与会计技能

(Computing technology
and accounting skills)

1 16 1 考查 B086514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2 32 2 考查 B086519

注册会计师规范

(China Code for
Certified Public
Accoutants)

2 32 2 考查 B086516

企业内部控制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2 32 2 考查 B086517

国际会计（双语）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2 32 2 考查 B086523

国际财务管理（双语）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6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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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

(Asset Evaluation)
2 32 2 考查 B086520

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

(TaxAccounting&Tax
Planning)

2 32 2 考查 B086506

小计 35 528 0 0 0 0 1 0 0 2 18 14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7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technical
ability）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Public welfare work）
（1） 考查

安全教育

（Securi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会计手工模拟实验

（Manual accounting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87501 第 1周

会计认识实习

Accounting exercitation
1 1 1 考查 B087502

会计模拟实验

（Accounting Practice
Experiment）

2 2 2 考查 B087503

企业综合实训

（Enterpris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10 10 10 考查 B087511
企业方

组织

毕业实习

（ Graduation Practice）
8 8 8 考查 B087505

毕业设计（论文）

（Bachelor Degree Thesis）
10 18 10 考查 B087506

小计 34 40 2 0 1 1 0 2 18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是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

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微观经济学是关于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它以价格为分

析的中心，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市场中个体的经济行为，它从资源稀缺这个基本概念出

发，探讨不同微观经济主体基于自身利益在不同环境条件下所表现出的行为特征，说明其

对社会经济相关变量产生影响的方式及其结果。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供求理论、消

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分配理论、福利经济学以及市场失

灵等。对于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将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观点有比较全面的认

识，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对微观经济运行

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建立起对微观经济运行分析的基本思维框架，培养学生综合运用

理论分析现实经济现象的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其它专业课程和专业研究打下理论基础。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经济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规律，揭示宏观

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宏观经济变化规律以及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其内容包

括古典理论（长期中的经济问题）、增长理论（超长期的经济问题）、经济周期理论（短

期中的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政策等。该课程的学习能够提高学生对于现实经济现象和经

济问题的观察和分析能力，能够理解国家各种政策出台的经济背景，提高其经济学意识和

思维方式，逐步培养学生的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和独立学习、独立分析能力；同时也为其

他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是工商管理类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先修课程：微积分、微观经济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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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

管理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是一门系统地研究管理活动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方

法的科学，也称一般管理学或管理学原理。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管理学概论，主要解

释管理学的基本概念，介绍中外早期的管理思想、管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特点；基本的

管理理论，具体介绍主要的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管理方法；管理的职能，从计划、组织、

领导、控制等管理的具体职能详细讲解管理活动的内容；管理理论的新发展，具体介绍最

近几年国内外管理学科的最新成果，讲解管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本课程的教

学目的在于通过教与学，学生能正确理解管理的概念，掌握管理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

一般方法，并能综合运用，初步掌握解决一般管理问题的能力，为以后学习其它专业课程

和为日后的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经济法

《经济法》（非法学专业）是高等学校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

课。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复合型人

才，尤其是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经营管理人才。与其他课程相比，经济法具有以下几个显

著特点：一是经济法的内容广泛而丰富，因而教材内容也涉及较广；二是经济法更新速度

快，因而教材的内容也在不断的补充和修改；三是经济法的理论性强、实际操作性强，因

而要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针对以上特点，经济法的教学必须做到规范与灵活相结合，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教学内容上，并非按照法学专业的经济法内容体系，除经济法基础理

论、市场主体法之外，还特意增加了公司法、合同法等民商法的内容，力争为学生打下扎

实的经济法学基础，为学生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和法学方面的深造创造良好条件

统计学

《统计学》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经济与管理类各专业必修的核心基础课程之一。

本课程既介绍具有通用方法论性质的一般统计理论与方法及其在经济管理中的运用，又介

绍经济管理领域所特有的一些统计理论与方法。因此，本课程的开设在为学习经济与管理

学科各专业的后继课程和进行经济管理问题研究提供数量分析方法的同时，也为日后非统

计专业部分学生走向社会经济统计岗位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先修课程：微积分、概率论

基础会计学

《基础会计学》是财务管理和会计学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是阐明会计学基本

原理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会计的形成与发展，掌握会计学的基础理论

知识、会计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操作技术，熟练掌握和运用各种会计核算方法。通过本课程

的教学，使学生理解会计的定义、职能、任务、对象、要素等会计基础理论，掌握设置会

计科目和账户、复式记账、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登记账薄、成本计算、财产清查和编制

会计报表的操作技能；理解会计管理的方法和程序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得学生在领会会

计基本概念的同时，还要熟练运用会计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术，处理一些常见的经济业务，

努力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后续专业课程打好基础

先修课程：经济法、管理学

财务管理学

财务管理是财务与会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本课程以企业资金运动为中心内容，以资

本的取得、资本的运用、资本收益的分配等为框架，阐述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管理原则、

管理制度等理论问题以及预测、计划、控制、分析等业务方法问题。学生通过学习该课程，

要熟悉并掌握财务管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对现实理财实践进行基本

分析和操作，提高财务管理决策的实际能力。

先修课程： 会计学、管理学、

微观经济学、统计学

金融学

金融学是会计学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课，也是国家教委制定的主干课之一。该课程旨在适

应新形式的要求，全面、系统地阐述《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业务特长技

术，便于同学了解和掌握有关货币、信用、银行的基本原理及运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

使同学们真正掌握我国金融专业运行规律，以及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探讨我国金融政策的

实践。本书主要由 3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货币银行学部分，主要包括货币与流通、信

用工具、银行与金融机构；第二部分：金融市场部分，主要包括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固

定收益市场、衍生工具市场；第三部分：国际金融部分，主要内容有国际收支、汇率机制、

国际金融危机原理。本书采用“概念+逻辑+实例解析”的框架，力主知识性与可读性相结合，

避免晦涩难懂的叙述方式，保证知识面的全面和深度。

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

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税法

《税法》课程是会计学相关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该课程主要介绍了我国税法的基本理

论和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是一门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要求

学生掌握和了解国家税收的政策、税法理论和基本内容，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所学内容。

该课程适用面较广，与其他课程有一定交叉，即可作为会计学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也

可作为财务管理专业的专业方向选修课，以及其他工商管理专业、金融学专业的选修课。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学、微观

经济学、经济法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应用

科学。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企业市场营销活动过程及其规

律性，即在特定的市场营销环境中，企业以市场调研分析为基础，为满足现实和潜在的市

场需求，所实施的以产品（Product）、定价（Price）、地点（Place）、促销（Promotion）
为主要决策内容的市场营销管理过程及其客观规律性。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内容具有综合性、

实践性、应用性。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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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

本课程是面向工商管理学院财务管理、会计学、会计（金融外包）、国际商务、市场营销

等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深刻理解《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

综合性和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涉及到认识、方法和实践三个层次，课程通过案例分析与讨

论、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方法使学生对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有清晰的了解，并能够熟练掌

握相关理论和方法解决日常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先修课程：现代企业管理

国际贸易理论

与实务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是一门专门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间商品交换具体过程

的学科，是一门具有涉外活动特点的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它涉及国际贸易理论

与政策、国际贸易惯例、国际金融、国际运输与保险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在实

践中的运用。主要讲授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解释国际贸易产生和贸易利益分配的理论、

实施贸易保护的政策措施及其经济效应分析、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贸易合同的协商、签

订及履行等内容，使学生掌握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以及国际贸易开展的流程。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

企业战略管理

《企业战略管理》是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会计（金融外包）、财务管理等专业的专业基

础课程之一。它是反映企业全面的、战略性和方向性的管理理论，是一门综合性课程。该

课程重点介绍企业内外部环境分析，特别是行业环境、行业竞争环境的研究、价值链理论、

核心竞争力理论，总体战略、竞争战略，以及战略的实施与控制等内容。突出企业战略在

打造“百年老店”中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并且介绍了企业国际化

经营、收购与兼并、战略联盟等近年企业战略中的热点问题。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西方经

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

财政学Ⅰ

《财政学 I》是一门应用理论学科，在学科体系中起着衔接一般经济理论课和财政业务课的

中介作用。该课程设置目的是通过讲授财政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学生今

后相关课程的学习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财政学 I》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实际，反映当今中外最新的财政研究成果，特别是借鉴了西方公共

财政理论，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本课程力求内容全面、新颖和

实用。课程内容共分为五大部分，即财政的基本理论、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管理体

制、财政政策等。内容涉及到财政的概念、财政的职能、财政支出基本理论、购买性支出、

转移性支出、财政收入概述、税收制度、国债、国家预算、财政平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

策的配合等。

先修课程：政治经济学、微观

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

行学

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建立在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的基础上，是经济学中的一门重要的独立

学科。计量经济学结合数量方法来对经济活动进行认识分析，并辅助于计算机专门软件，

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本课程主要介绍了计量经济学的一般概念及工作步骤、模

型估计的基本方法、模型检验与修正方法，典型计量经济模型专题讨论、联立方程组模型

的基本知识（包括模型的识别、估计、检验及应用）、计量经济模型的应用案例。本课程

计划学时 32学时。

先修课程：微积分、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观经济

学、宏观经济学

管理信息系统

Ⅰ

《管理信息系统》是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各专业九大核心课程之一，它是在管理科学、信

息科学、行为科学、计算机科学、决策科学、系统科学和通信技术等学科的基础上逐步形

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具有边缘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学科，主要研究企业内部信息

系统的组织、开发和管理，既具有较深和较宽的理论基础，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先修课程：计算机应用基础、

管理学

证券投资学

证券投资学是财管会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是关于金融经济运行的整体框架中对

证券投资体系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和掌握证券投资

的基本原理、证券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以及证券投资工具的基本特点、投资分析的方法，

为未来其他课程的学习和投资实践奠定基础。

先修课程：宏微观经济学、高

等数学、基础会计学

现代企业管理

Ⅰ

本课程是面向工商管理学院财务管理、会计学、会计（金融外包）、国际商务、市场营销

等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这门课程的开设对于提高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

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学生的能力有着非常重要而意义。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现代企业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理论、现代企业商业模式、

现代企业运营管理基础、现代企业运营战略管理、现代企业生产管理、现代企业质量管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概念；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的

基本原理、理论和方法；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企业管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

以适应现代企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要。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微观经

济学、统计学、管理学

BPO英语与

职业素养

BPO英语是会计学专业的基础选修课课程之一，是根据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和当今的就业形

势，结合学校和学生实际, 通过大量的企业调研，重点了解企业对人才的能力需求，有针对

性的进行英语综合素质的提高。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活场景类, 以生活场景为背景，

社会热点话题为切入点，激起学生英语学习兴趣，扩充词汇及表达。提高学生的英语基本

技能；工作场景类, 以金融行业为背景，以基础性业务为切入点，以国际化大公司主要业务

为主线，扩充学生对行业英语认识，提高学生英语实践应用能力；管理学概论，主要解释

管理学的基本概念，介绍中外早期的管理思想、管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特点；基本的管

理理论，具体介绍主要的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商务场景类，以了解各国商务

禁忌为切入点，以金融服务发包商为主线。着重引导学生了解各发包商国家的金融状况以

及该国主要的金融公司；并用英语讨论并解决实际商务场景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教授实

际工作中最常用到的写作体裁的技巧，从而提高学生的实商务实战能力。

先修课程：会计学、管理学、

微观经济学、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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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财务会计

《中级财务会计》是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会计学相关专业和财务管理专业的专业

必修课程，是会计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的核心课程。它在学生已具备一定的

经济学、管理学和基本会计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和我国会计准则，进一步系统、深入

地学习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理论与实务，掌握企业财务会计核算的内容

和具体操作方法，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和今后所从事的财务会计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本

课程的内容可概括为财务会计基本理论、财务会计要素的核算、财务报告三个部分。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学、经济

法、管理学

高级财务会计

高级财务会计定位高、新、特，帮助学生达到高级会计师的水准，以备考注册会计师考试

以及高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会计科目。本课程对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中的高难度准则

进行深入剖析，内容包括技术含量较高、具有一定难度的会计准则，如所得税、资产减值、

企业合并和合并财务报表等。本课程将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型学习，掌握难度较大的会计准

则的操作规则，以提高业务能力；考察会计准则的设计理念，培养创造性思维，形成自己

的专业观点。

先修课程：会计学、中级财务

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

审计学

在本课程的教学中侧重于审计学理论并兼顾审计实践，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审

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审计的本质，掌握审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

并能运用审计的基本原理、方法对企事业单位、股份制企业的经济活动、会计报表进行审

查，为评价经济责任、维护财经法纪、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依据。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学、财务

管理、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

计

成本会计

该课程主要阐述成本会计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具有较强的继承性、超前性

和通用性。是运用会计的基本原理和一般原则，从成本计算方法的通用性出发，以生产过

程最为典型的工业企业为例，重点讲述了成本会计的涵义、对象、内容和工作组织、成本

核算的基本要求和一般程序；详尽阐述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材料费用核算，直接人工

费用核算，折旧费和其他费用核算，辅助费用核算，制造费用核算，损失性费用核算和生

产费用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分配核算；全面介绍了产品成本的计算方法和企业成本报

表的编制和分析等内容。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学、中级

财务会计

管理会计

《管理会计》是一门新兴的将现代科学管理与会计相结合融为一体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在

现代经济管理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是高等院校会计类、财管类专业的一门主干课

程。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现代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企业生产

经营过程中预测、决策、预算、控制和考核的一般方法及其应用，掌握管理会计解析过去、

控制现在、筹划未来的基本程序、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并能结合企业的具体环境和条件

灵活运用，从而为毕业后适用市场经济条件、搞好企业的经济管理，打下坚实的理论和业

务基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中级财

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成本

会计

会计电算化

本课程采取理论讲解和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选用企业中常用的财务软件，按照软件的

基本模块进行系统讲解，主要包括系统管理以及基础设置、总账系统、UFO报表管理、薪

资管理、固定资产管理、购销存管理等。

先修课程：计算机基础、经济

法、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

计

财务报表分析

本课程在系统地论述企业财务分析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础信息的基础上，针对各利益

相关者的实际需要，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实施

会计分析；并进而从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四个方面进行财务分析；

最后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财务效率、公司价值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形成完

整的财务分析理论体系、方法体系与内容体系。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财务会

计、统计学、财务管理等。

政府与非营利

组织会计

本课程是高等教育会计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之一,是会计的一个分支。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

括：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相关的会计核算。主要介绍了政府会

计的概念、特点、会计要素、会计计价基础、政府会计五大要素的具体核算方法和核算内

容以及非营利组织会计的概念、特点、会计要素、会计计价基础、五大会计要素的具体核

算方法和核算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将会计基本理论和方法应用到非营利

资金的管理领域，全面掌握政府财政资金的会计核算和管理，包括政府会计、非营利组织

会计的核算和管理的内容。使学生对非营利资金的会计核算和管理同企业会计相比，更加

全面掌握对外会计的核算体系和信息披露规范。同时，对政府职能和政府预算管理体制，

财政收支的管理技术和手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先修课程：会计学、中级财务

会计

金融企业会计

金融会计是会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是根据会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针对金融企

业的业务特点而制定的一种特殊行业的专门会计，具有很强的业务性和实务性，适用于金

融系统的会计核算和经营管理。本课程介绍金融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会计方法在

银行业务中的具体应用。通过各个教学环节，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和方法，使学生掌握金融

企业尤其是银行会计核算的基本知识，熟悉银行会计业务和财务管理方法，为以后从事金

融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学、中级

财务会计

金融市场学

《金融市场学》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及各主体行为规律的学科。金

融市场是现代市场体系的核心，它包含了货币、债券、外汇、股票、黄金、基金、衍生工

具等多个子市场。在教学内容安排上，着重阐明金融市场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理

论，对于各子市场则分别阐述市场主体、交易工具、运作机制、收益风险和定价原理，使

学生对个子市场有完整的认识。除了理论教学，它属于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所涉及到的每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高等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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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子市场都可以通过实验室提供的模拟平台进行与现实市场同步的模拟交易，对学生进

行实际市场交易起了重要的演练作用。

中级财务管理

中级财务管理课程是财务管理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其任务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了解企业各项财务活动的中心内容，熟悉市场经济条件下理财的基本理论和常规方

法，掌握资金的筹集、投放、耗费、收入、分配各环节的具体管理内容和措施，学会理论

联系实践，对财务管理的具体运作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级财务管理注重讲授对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出现的日常财务管理问题的处理，它是初级财务管理学的延续和发展，

又是高级财务管理学的基础和铺垫，课程的设计放松了学生学习的紧张压力，使学生能够

熟练运用价值分析模型解决财务管理的实际问题。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学、财务

会计、财务管理

国际结算

本课程是为适应国家对外全面开放的经济政策，着重培养银行、企业对外商务活动所需的

外向型人才而设置的。作为一项金融业务，国际结算既是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也是企业

进出口业务的重要环节之一。本课程旨在使学生理解国际结算的基本原理，了解国际结算

的基本方式，掌握国际结算实务操作的基本技能，能够熟练掌握各类票据的开立与正确使

用，明确票据各当事人相互之间的权利和责任，对主要的结算方式有清楚的把握和认识，

在不同的经济环境和具体条件下能够对不同结算方式作出相应选择，并了解其中存在的风

险与应对举措。了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支付缘由及流程，熟悉相关的国际惯例，了解有代

表性的国际结算实务案例，为进一步学习和从事相关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国际金融

《国际金融》是财务管理、会计学专业的方向课程。该课程以开放经济为前提，研究国际

间货币资金周转与运动的规律，是一门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的学科。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

不断加强，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对外交流日益增多，国际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越来越突出。了解各国的金融体制及其动态，国际间有关金融知识及其运行规律，对于我

国增强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能力，加快经济发展和提高国家经济地位具有积极作用。

先修课程：货币银行学、西方

经济学、财政学、国际贸易

公司治理（双

语）

公司治理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地讲是

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

司的目标，谁在什么状态下实施控制，如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

配等这样一些问题。因此，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所有权安排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或

者更准确地讲，公司治理结构只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化，企业所有权是公司治理结构

的一个抽象概括。

本课程以企业理论为指导，以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为起点，以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和完善

为核心，系统研究公司治理的各个层面，通过对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和借鉴，针对我国企

业渐进式改革过程中资本结构和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构建我国公司经济型

治理模式的若干设想。

先修课程：管理学、微观经济

学

财务案例分析

《财务案例分析》是为加强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而开设的一门专业技能课程，隶属于财务

管理课程模块，目的是让学生深刻理解企业财务管理的先进理念和实用方法，掌握公司财

务管理的内容体系和运行机制，熟悉各类企业主要业务的财务管理特点、重点、难点和应

用案例，达到灵活运用财务管理工具管理和控制企业经济活动的目的。

先修课程：管理学、企业管理

学、财务管理、中级财务管理

会计案例分析

会计案例分析是一门极具操作性和应用性的会计学专业的重要课程。为培养学生运用会计

实务和会计理论等相关专业基础知识进行公司会计实务操作的能力，并培养学生对会计相

关问题浓厚的研究兴趣，开设会计案例分析课程是必要的，也是非常必须的。要使学生掌

握这门课的精髓，必须针对不同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内容运用大量生动的上市公司会计案例

讲解相关内容。同时，还必须有案例讨论课与之相配套。只有如此，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

学习兴趣，也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学、中级

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

财务理论专题

《财务理论专题》课程是会计学、财务管理本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主要介绍现

代财务的主要理论：有效市场理论、资本结构理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

型、股利理论、期权定价理论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掌握基本的财务理论，提

高学生运用相应财务理论分析财务问题、解决财务问题、揭示财务现象的能力。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中级财

务会计、管理学原理、成本会

计、管理会计、西方经济学等。

会计理论专题

理论是一种知识体系，它能说明所研究对象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能深入对象的本质，探

索其内在规律。会计理论是“一套逻辑严密的原则，能够使实务工作者、投资者、债权人、

经理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会计实务，提供评估当前会计实务的概念框架，指导新的实务和程

序的建立”（亨德里克森，1992）。作为有关会计领域的知识体系，会计理论由会计的特定

概念和方法程序所构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既反映会计实务的本质和特征，又揭示会计系统

运行和发展的规律。会计理论专题旨在通过一些存在逻辑联系、内容相互独立的专题，力

图较为系统地对当代财务会计理论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介绍、综述和拓展，为创新和发展

会计实务打好理论基础。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中级财

务会计、管理学原理、成本会

计、管理会计、西方经济学等。

会计制度设计

《会计制度设计》是高等院校会计学专业的一门统设选修课，是一门理论性、综合性较强

的专业课程。它在学生已具备一定的会计学、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课的基础上开设的。本

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财务与会计制度设计的基本理论、财务与会计制度的基础设计、会计

核算与控制制度实务操作的设计、财务制度实物操作设计。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

各门专业课所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能力，即根据国家有关会计法规和准则，设计和选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学、中级

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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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适合基层企业需要的会计制度。以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设计为中心，结合成本会计、管理

会计的相关内容进行讲授。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要使学生了解企业会计制度设计的环境，

掌握企业会计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以及设计企业各种会计制度的基本方法。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课程是根据企业对财务专业人员所要求必备掌握的风险规避能力而设置的专

业选修课。本课程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突出强化了企业风险识别、评估、防范的实操训

练。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活动帮助学生形成企业风险的识别和防范能力，为学生掌握相关领

域工作所应具备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奠定基础，同时为以后自己创业提供的有利的知识

条件。

先修课程：管理学、财务管理、

企业管理、统计学、高等数学、

市场营销、战略管理

会计专业英语

《会计专业英语》较为系统地用英语阐述了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分析等

专业知识。本课程关注国际会计准则、财务分析等学科的最新发展，适时调整教学内容；

以学生为主体，教学相结合，突出英语应用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使学生了解和熟悉基础会

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审计学等内容的英语表达方法。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基础会

计、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

理会计、财务分析

计算技术与会

计技能

本课程是会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性、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专业选修课程，其教学内容包括

财会专业所必需的点钞、财经用数字书写、珠算等三部分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技巧。

重在培养学生的基本操作技能。紧紧围绕会计职业岗位的工作任务来组织实训内容，落实

实训要求。在注重专业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训练的同时，合理把握与其它相关课程间的联系

和侧重点，让学生在《计算技术和会计技能》课程的学习中掌握知识，提高技能，为后续

课程的学习和从事相关工作夯实基础。各项实训内容的教学活动安排在课堂上组织进行，

其训练提高则可安排在专门的技能训练时间或课余时间内进行目标达成。

商业银行经营

管理

《商业银行业务管理》是关于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和管理的一门学科。其内容包括商业银

行的本质属性及其经营管理原则，商业银行各项业务——负债业务、资产业务、投资业务、

租赁与信托业务、表外业务、国际业务和其他业务，商业银行服务定价原理——存款利率、

贷款利率、租金等的决定因素和定价，商业银行筹措资本金的途径、银行监管和银行控制

风险的策略以及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发展趋势。

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

经济学、货币银行学

注册会计师规

范

注册会计师规范是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执行鉴证业务及其他相关服务业务必须遵守

的要求或规则。该课程旨在让会计专业的本科生熟悉中国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准则体系及有

关要求，使他们能够掌握注册会计师在执行鉴证业务、审阅业务、其他鉴证业务及其他服

务业务时需要遵循的业务规则及有关职业道德要求；清晰理解注册会计师控制执业风险、

提升执业质量原则及途径。从内容看，注册会计师规范包括执业规范和职业道德规范两大

部分内容，其中执业规范目的在于规范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提高执业质量，维护社会

公众利益；职业道德规范目的在于促进注册会计师职业达到水准的提升，维护其职业形象。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中级财

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审计

学

企业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以及国内

外腐败案例的不断增加，内部控制越来越被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者所重视。本课程包括企

业内部控制理论、内部控制实务、内部控制支持系统、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等内容，注重讲

述内部控制的基本理论和实施技巧。通过对国内外典型案例讲解，来说明内控体系构建的

概念和思路，使学生学会能够结合企业现状寻求解决内控系统问题的方法。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明确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步骤，识别和梳理风险控制点，掌握诊断企业内部控

制缺陷的方法，评价内部控制效果并以此加以改进，建立有效的内审和监督制度，加强内

控的执行力度，设计建立简单的既符合上市公司规范、又具有“个性化”的内部控制系统。

先修课程：《审计学》、《管

理学》

国际会计（双

语）

国际会计是企业会计的一个最新发展，伴随着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

和资本投资的日趋国际化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国际会计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适用于全

世界范围的会计原则和方法，实现各国会计的标准化。其主要研究和比较各国会计准则和

会计实务、概括国际公认的会计原则和制定国际会计准则，以此来协调各国会计实务以及

解决跨国公司的国际性难题，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国际经济的发展。本课程将引领学生

进入会计、财务报告和财务控制的国际视角，培养学生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要求的，涉外

会计实务、财务管理业务能力。

先修课程：会计学、国际贸易、

投资学

国际财务管理

（双语）

国际财务管理是研究跨国企业如何进行国际财务决策，使所有者权益最大化的一门学科，

其实质内容是对跨国企业资金筹集、运用、财务收支及其成果以及收益分配等的管理。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具备参与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的基本技能。本课程主要阐述国际筹

资、投资、租赁、补偿贸易、国际技术转让、外汇收支、外汇风险等跨国公司内部财务管

理问题。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国际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内容、技术和方法，树

立在国际市场环境下理财的基本理念和意识，从而实现国际市场环境的企业价值最大化。

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国际

金融学、财务管理学

资产评估

资产评估是对资产业务中所涉及的资产，在某一时点上的价值量进行确认估价和报告，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产评估作为一项社会性和公正性的活动，在产权转让、企业重组、

资产流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本课程是财会

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本课程主要阐明资产评估的基

本理论与方法，包括资产评估的基本原理、资产评估的基本方法以及机器设备评估、房地

产评估、无形资产评估、流动资产评估、企业价值评估等各种具体资产类别的评估，最终

先修课程： 经济学、计量经

济学、统计学、金融学、中级

财务会计、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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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资产评估报告的解读为学生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知识架构。

税务会计与纳

税筹划

《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是一门融税收法规制度与会计核算于一体的边缘学科，实用性和

操作性较强，是会计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选修课程之一。通过本门课

程的学习，可以理解并掌握我国现行主要税种的税收法规、应纳税额的计算和相应业务的

会计处理方法；同时从理论上了解纳税筹划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理解企业在组建、主要经

营业务、股利分配和投融资过程中的筹划思路和技巧，达到充实和丰富财务会计理论和会

计实务知识的目的，在未来现实工作中，能为企业提供纳税筹划的合理方法服务。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学、中级

财务会计Ⅰ、中级财务会计

Ⅱ、税法

会计模拟手工

实验

通过手工账模拟实习，使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认识会计凭证、账簿等实物，并运用所

掌握的基本会计知识和理论对企业的基本业务进行会计核算，从而熟练掌握账户和复试借

贷记账法，编制会计报表等基本技能，使学生明确会计的工作组织方法及其在企业管理中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以后的专业学识打下良好的基础。

实习基本要求：

1、严格遵守实习纪律；

2、严格遵守时间，不迟到不早退；

3、对实习期间违反实习纪律和违纪者，使其情况予以严肃处理。

会计模拟实验

（一）实验目的

该模拟实验目的是使学生在结合会计学理论学习的基础上，通过提供的实验资料完成学习，

解决实践教学目标与校外实习环境不协调的矛盾；实现课堂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效结

合，实现传统教学与实训教学的结合；有利于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学习兴趣，充分发

挥老师的教学智慧，同时减轻老师实践教学的指导工作量。从而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

缩短就业适应期并提高就业率。

（二）实验要求

1.利用《会计虚拟实习平台》以模拟实务的方式，学生亲身体验和实习财务部的出纳、财产

物资会计、往来会计、总账会计这四个岗位分工和实践。

2.深入理解企业实务环境及财务环境、业务流程、会计操作流程。

3．熟悉各类财务数据的输出和整理，完成实验报告。

毕业实习

1.目的

毕业实习是会计学专业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践性

教学的重要环节。毕业实习是在完成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全部理论课程和完成其他教学环节

的基础上进行的综合性实习，它是培养学生系统运用所学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

本技能、理论联系实际、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主要环节。

2.任务

通过毕业实习，要求学生在系统消化、巩固和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能独立全面

地分析和处理会计相关的理论和实务的各种问题，从而加强和提高对会计学基本理论知识

的理解和认识，巩固课堂理论教学效果；通过毕业实习，锻炼并提高学生全面处理各种会

计实务的能力，培养高质量的应用型会计专门人才。通过毕业实习，还要求学生在深入了

解并参与实际业务活动的基础上，结合实习单位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搜集相关资料进行

整理、分析，写出具有较高水平、理论联系实际的毕业实习报告。

毕业设计（论

文）

1．主要内容

本专业毕业论文涉及的主要专业方向应该是学生所学或相关专题范围，如会计、财务、审

计、税务等相关内容。论文的内容应该能反映选题的最新成果，并且针对所讨论的问题，

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2．基本要求

（1）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进取精神；

（2）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树立正确的科学研究观和设计观，养成严谨务实的科学作风；

（3）在毕业论文中作中，应特别注意对学生以下能力的训练

调查研究能力；

检索中外文献资料并进行阅读归纳、提炼、组织的能力；

进行方案论证、分析比较、研究的能力；

计算机应用能力；

外文阅读和应用能力；

撰写论文和口头表达能力。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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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代码：120206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扎实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基础，系统掌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理论与技能，适应并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生毕业后既可到企事业单位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也可到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从事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咨

询等工作。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管理学、经济学及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与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分析

和解决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管理学、经济学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具备以数量分析和经济分析能力为支撑的人力资源管理决策能力；

3、掌握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方法和技术；

4、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组织协调及领导的基本能力；

5、具备熟练运用一门外语的能力，掌握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专业英语知识；

6、熟悉与人力资源管理有关的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

7、了解本学科理论前沿与发展动态；

8、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9、具有终身学习和不断创新的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质、

表达与沟通

能力

2.人力资源

管理的基本

理论和基础

知识

3.具备人力

资源管理的

决策能力

4.解决人力

资源管理实

际问题的能

力

5.熟练运用

一门外语的

能力

6.了解本专

业相关法

规、政策等

7.具备科学

研究的能力

8.具有终身

学习和创新

创业精神

9.了解本专

业的学科理

论前沿与发

展动态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形势与政策 1 √

形势与政策 2 √

形势与政策 3 √
形势与政策 4 √

大学英语 I √ √

大学英语 Ⅱ √ √
大学英语 Ⅲ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信息检索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 √ √

微积分（上） √

微积分（下）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
微观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 √

管理学 √
统计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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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学 √

企业战略管理 √
人力资源管理 √ √ √ √ √ √ √

现代企业管理 √

会计学 √
财务管理 √

市场营销 √

管理信息系统Ⅰ √ √
心理学基础 √

公共关系学 √

高级应用文写作 √ √
技术经济学 √

人管专业英语 √ √ √ √ √

项目管理 √
线性代数Ⅱ √

绩效管理 √ √ √

人员招聘与素质测评 √ √ √
薪酬管理 √ √ √

培训与开发 √ √ √

职业生涯管理 √
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 √ √ √

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 √ √ √

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 √ √ √ √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 √ √ √

员工关系管理 √ √ √

内创业人力资源管理

前沿
√ √ √ √ √ √

知识管理 √ √

人力资源前沿研究专

题
√ √ √ √ √ √ √

劳动经济学 √
生产与运作管理 √ √

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 √ √ √ √

社会保障学 √ √ √
领导科学 √

管理思想史 √ √

管理沟通 √ √
商业伦理 √ √

素质能力模型理论与

应用
√ √ √

社会心理学 √ √
企业文化与跨文化管

理
√ √ √ √

办公软件应用 √ √

人力资本概论 √ √ √
电子商务 √ √

四、专业特色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是理论与应用并重的管理类专业。通过本专业的课程学习和实践能力训练，学生理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动手实操

能力强，能较好地适应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

五、主干学科

工商管理、法学、公共管理。

638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组织行为学、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劳动关系与劳动法、人员招聘与素质测评、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培训与开发、职业

生涯管理、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等；

主要实践环节:军事理论与技能、安全教育和社会实践、公益劳动企业（创业）管理模拟、绩效管理课程设计、薪酬管理课程设计、人

力资源管理模拟试验、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39 8 30 15 18 25 25 32

要求学时 2320 784 128 480 240 288 400 31周
31周+224学

时

学分占比 100% 24.4% 5% 18.8% 9.4% 11.3% 15.60% 15.60% 2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管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管理学、经济学基础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综合运用企事业单位的业务知识设计人力资源管

理相关政策、分析和解决人力资源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从事企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

品质、良好思想道德和创新意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39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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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大学体育（1）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大学体育（2）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大学体育（3）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大学体育（4）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81401

小计 39.0 592 0 32 160 12 8.5 11 4.5 2 0.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

一年级开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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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微积分（上）Calculus
(Volume 1)

4 64 4 考试 B113109

微积分（下）Calculus
(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Ⅰ(Probability Theory
&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3 48 3 考试 B113123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3 48 3 考试 B08300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2 32 2 考试 B083002

管理学(Management) 2.5 40 2.5 考试 B083003

统计学(Statistics) 3 48 3 考试 B083501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 32 2 考试 B083401

企业战略管理

(Enterprise Strategic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3402

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2.5 40 2.5 考试 B083403

现代企业管理(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

2 32 2 考试 B083404

小计 30 480 0 0 0 6.5 11 9.5 3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会计学(Accounting ) 2.5 40 2.5 考试 B088508

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8509

市场营销(Marketing) 2 32 2 考查 B088205

管理信息系统

Ⅰ(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

2 32 2 考试 B088307

心理学基础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2 32 2 考查 B088402

公共关系学（Public
Relations）

2 32 2 考查 B088403

高级应用文写作

（Advanced Practical
Writing）

2 32 2 考查 B088404

技术经济学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 32 2 考查 B08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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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管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for HRM）

2 32 2 考查 B088406

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8407

线性代数Ⅱ(Linear
Algebra)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小计 23 368 0 0 0 2 2 2.5 10.5 6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绩效管理（Performance
Management） 2.5 40 2.5 考试 B084401

人员招聘与素质测评

（Staff Recruitment
and Quality
Assessment）

2.5 32 16 2.5 考试 B084402

薪酬管理

（Compensation） 2.5 40 2.5 考试 B084403

培训与开发（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2 32 2 考试 B084404

职业生涯管理（Career
management） 2.5 40 2.5 考试 B084405

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

（Organization Design
and Work Analysis）

2 32 2 考试 B084406

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2 32 2 考试 B084407

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

（Labor Law and
Employment Contact
Law）

2 32 2 考试 B084408

小计 18 280 0 16 0 0 0 0 4.5 7 6.5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0.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International HRM）
2 32 2 考查 B085401

员工关系管理

（Employee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5402

内创业人力资源管理

前沿（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Intrapreneurship）

2.5 40 2.5 考查 B085403

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5404

人力资源前沿研究专

题 （Human Resources
Frontier Research
Project）

2 32 2 考查 B085405
四节连

排

小计 10.5 168 0 0 0 0 0 0 4 2.5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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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二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

（HRM Consulting）
2 32 2 考查 B085406

人力资源外包（Human
Resource Outsourcing）

2.5 40 2.5 考查 B085407

企业管理咨询

（Business
Management
Consulting）

2 32 2 考查 B085408

商务谈判（Business
Management
Consulting）

2 32 2 考查 B085409

人力资源前沿研究专

题 HR Frontier
Research Project

2 32 2 考查 B085405
四节连

排

小计 10.5 168 0 0 0 0 0 0 4 2.5 2 2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4.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劳动经济学（Labor
Economics）

2 32 2 考查 B086417

生产与运作管理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6402

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Human Resource
Strategy and Planning）

2 32 2 考查 B086403

社会保障学（Social
Security）

2 32 2 考查 B086404

领导科学（Leading
Science） 2 32 2 考查 B086405

管理思想史（The
History of Management
Thought）

2 32 2 考查 B086406

管理沟通（Managerial
Communication） 2 32 2 考查 B086407

商业伦理（ Business
Ethics）

2 32 2 考查 B086408

素质能力模型理论与

应用（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ompetency method）

2 32 2 考查 B086409

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

2 32 2 考查 B086410

企业文化与跨文化管

理（Corporate Culture
and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6411

办公软件应用（Office
Software Application ）

1 8 16 1 考查 B086412
上机四

节连排

人力资本概论（Human
Capital Theory）

2 32 2 考查 B086413

电子商务

（E-commerce） 2 32 2 考查 B086304

小计 27 424 0 16 0 0 0 0 4 10 12 1 0

643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Public Service) （1） 考查

安全教育(Safe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企业（创业）管理模拟（Simulation
of Enterprise Mangement）

1 1 1 考查 B087401

绩效管理课程设计（Curriculum
Design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1 1 1 考查 B087402

薪酬管理课程设计（Curriculum
Design of Compensation
Management）

1 1 1 考查 B087403

人力资源管理模拟实验（The
Simulation Experiment of HRM ）

2 2 2 考查 B087404

毕业实习（Graduation Practice） 8 8 8 考查 B087405 后8周

毕业论文(Graduation Thesis ) 10 18 10 考查 B087406

小计 25 31 2 0 0 0 1 1 11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

科专业概论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作为一门专业引导性课程，对大一新生开

设。该课程以提高专业认识和专业兴趣为目的，具体内容包括：科技发

展概论、管理科学概述、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概述、我校人力资源管理专

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体系、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等。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前期综合知识积累等，是对

进入大学之前所学和所掌握的知识的延伸。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组织行为学

《组织行为学》是研究工作组织中人的工作行为规律的一门学科。课程

内容包括组织行为学的历史与发展，人性假设与管理，职工个性心理特

征与管理，工作动机激励的理论与实践，群体行为动力作用，群体人际

关系与冲突，领导者素质，领导的行为作风理论与权变理论，组织发展

与组织变革，组织文化等方面。具体的说，组织行为学探讨的是组织中

的工作行为，希望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探究组织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与改进提高组织效能的管理方法的学科。

先修课程是管理学，为人力资源管理后续专业课

程奠定基础。

企业战略管理

《企业战略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它是反映

企业全面的、战略性和方向性的管理理论，是一门综合性课程。该课程

重点介绍企业内外部环境分析，特别是行业环境、行业竞争环境的研究、

价值链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总体战略、竞争战略，以及战略的实施

与控制等内容。突出企业战略在打造“百年老店”中培育企业核心竞争

力，形成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并且介绍了企业国际化经营、收购与兼

并、战略联盟等近年企业战略中的热点问题。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微积分、经济学、管理学、

市场营销等课程，为人力资源管理后续专业课程

奠定基础。

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是关于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它以价格为分析的中心，

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市场中个体的经济行为，它从资源稀缺这个基本

概念出发，探讨不同微观经济主体基于自身利益在不同环境条件下所表

现出的行为特征，说明其对社会经济相关变量产生影响的方式及其结

果。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

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分配理论、福利经济学以及市场失灵等。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通过学习高等

数学，使学生具备微积分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

最优化的基本分析方法，为学习微观经济学提供

必要的数学分析工具，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经济总量的决定及

其变化规律，揭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宏观经济变化规律以及政府

的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其内容包括古典理论（长期中的经济问

题）、增长理论（超长期的经济问题）、经济周期理论（短期中的经济

问题）和宏观经济政策等。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和微观经济学。

通过学习高等数学和微观，使学生具备微积分和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最优化和均衡

的基本分析方法，为学习宏观经济学提供必要的

理论知识和分析工具，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或 2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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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

《管理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管理活动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

主要内容包括：管理学概论，主要解释管理学的基本概念，介绍中外早

期的管理思想、管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特点；基本的管理理论，具体

介绍主要的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管理方法；管理的职能，从计划、组

织、领导、控制等管理的具体职能详细讲解管理活动的内容；管理理论

的新发展，具体介绍最近几年国内外管理学科的最新成果，讲解管理实

践中遇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1或 2学期。

经济法

《经济法》是高等学校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

础课。在教学内容上，并非按照法学专业的经济法内容体系，除经济法

基础理论、市场主体法之外，还特意增加了公司法、合同法等民商法的

内容，力争为学生打下扎实的经济法学基础，为学生日后的专业课程学

习和法学方面的深造创造良好条件。

本课程是经管类所有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作为法

学、管理学在法律学科上的运用,它与经管类大部

分课程的联系非常紧密，要求学生在学习了经济

法课程以后再深入研究别的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1或 2学期。

统计学

《统计学》课程既介绍具有通用方法论性质的一般统计理论与方法及其

在经济管理中的运用，又介绍经济管理领域所特有的一些统计理论与方

法。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微积分、概率论等课程。通

过上述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了数学、概率论

的基本理论知识，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

储备，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会计学

本课程主要介绍基本的会计理论、会计概念和会计方法；会计信息

的产生过程和会计信息的报告方法；工业企业中各类常见经济业务的会

计处理方法；财务会计报表的阅读、理解和分析应用方法。课程的学习

可以帮助学生具有正确分析和解决企业财务会计一般问题的能力，能阅

读和编制基本会计报表；进行与报表相关的财务评价指标的基本计算，

为今后的经济管理类工作提供一定的知识铺垫。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经济法、税法

等，其后续课程可以为财务报表分析、财务管理

等相关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是面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课程。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深刻理解《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综合性和应用性

很强的课程，涉及到认识、方法和艺术三个层次，课程通过案例分析与

讨论、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方法使学生对人力资本概论体系有清晰的

了解，并能够熟练掌握相关理论和方法解决日常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为

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这是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课程

主要内容的八大模块基本是以后要学习的专业课

程，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理解较深。

现代企业管理

《现代企业管理》是工商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

课，这门课程的开设对于提高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改善

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学生的能力有着非常重要而意义。本课程的主要

内容有现代企业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理论、现代企业商业模

式、现代企业运营管理基础、现代企业运营战略管理、现代企业生产管

理、现代企业质量管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现代

企业管理的基本概念；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原理、理论和方法；使

学生具有一定的企业管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以适应现

代企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要。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统

计学、管理学等课程，使学生具备数学、经济学、

管理学的初步理论知识；获得经济管理的基本理

论知识及技能；掌握数学分析工具、管理学理论、

市场供求理论的基本原理，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

要的知识储备。

心理学基础

《心理学基础》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其主要研究

人的心理现象发生与发展规律，是心理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基础研究领

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掌握形成良好心理品质的有效方法，提高自我心理调节能力。课程主要

内容包括：心理的本质、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注意、感觉、知觉、记

忆、表象与想象、思维、情绪和情感、意志、个性和个性倾向性、性格

和气质、能力等内容。

建议第一学期修读。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了解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各种心理现象，掌握

心理活动的基本规律。为后续社会心理学、组织

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的学习打下理论基

础。

公共关系学

《公共关系学》是研究组织与其公众之间关系的一门科学，是现代公关

实践的总结。具体内容包括：公共关系的基本内涵、定义、基本要素与

研究范畴；公共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公共关系组织机构的类型及其

特征；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的类型及其工作范围；公共关系工作开展的基

本程序的“四步工作法”的实施；；新闻与公关广告；人；赞助、庆典、

开放组织、危机公关、举办会议等公关专题活动的技巧；公共关系与组

织 CI设计的关系及 CI设计的主要步骤、方法；；公共关系的个人礼仪、

组织活动礼仪等。因此，公共关系学也是一门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

学生可以通过系统地掌握现代公关的理论、方法及技巧，对实践中的案

例进行分析，为今后从事相关的管理工作打下理论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本课程是一门交叉性应用学科，它与

许多学科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如，广告学、管

理学、社会心理学、市场营销学、社会调查原理

与方法等。有的学科为公共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

论基础，有的提供了方法和手段，在课程设置上，

各有侧重，相互补充。

高级应用文写

作

《高级应用文写作》是 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社会应用学科。是

我校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它是基础写作的继续和延伸，又是其他专

业写作的基础和起始课程；是以讲授应用文写作为基本教学内容、以训

练学生写作基本功为主要手段的必修课。本课程不仅仅是传授应用写作

理论知识，而要从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富有创造精神和竞争力的人

本课程与基础写作、管理沟通等课程密切相关，

也有明显的区别。要求教与学都应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知识与能力兼顾、学以致用等原则，既要

使学生较为系统地学习应用写作的基础知识，又

要培养学生阅读、分析和应用写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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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高度出发，通过严格的写作基本功训练，使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上掌握应用写作规律，提高应用写作的能力和水平。并在写作实践中

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高尚的情操、坚强的意志、认真的态度，从而完

成既传授写作本领又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任务。

技术经济学

《技术经济学》是一门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课程，是技术科学与经济

科学的交叉学科，是着重研究技术领域经济问题和经济规律，研究技术

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本课程是为工商管理学院人力

资源管理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的内容有技术经济学概

论，经济评价基本要素，经济性评价基本方法，不确定性分析，建设项

目可行性分析，建设项目的财务评价与国民经济评价，设备的经济分析，

价值工程与可持续发展评价。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技术经济

分析的基本知识以及论证、科学决策的基本理论与经济效益的评价方

法，以市场为前提，经济为目标，技术为手段，对多种技术实践方案进

行经济效益比较、评价和优选，做出合理判断，最终获得满意的方案，

解决实际的技术经济问题，培养学生的经济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

效益观念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为今后从事各项工作奠定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财务管理、会计学、市场营

销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技术经济

分析与决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进一步学习专

业课打下良好的基础。

人管专业英语

《人管专业英语》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的一门学科基础必修课，其

目的是培养学生检索、阅读、撰写、翻译专业英语的能力，为学生使用

英语开展人力资源工作以及应聘时进行英语面试奠定必要的基础。本课

程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人力资源管理各大模块主要术语的中英语互译以

及涉外人力资源场景中听、说、读、写的语言技能。该课程从人力资源

管理概述、工作分析与工作设计、人力资源规划、招聘、甄选与配置、

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与评估、薪酬策略与实践、激励与福利、全球人

力资源管理等十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内容，在框架

结构、内在逻辑、篇章布局、内容释义上都更贴近学生阅读专业英语的

需要。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是一门专业性、技术性、应用性、实践性都较强的专业课

程，也是一门比较难学的课程。其难点不在于知识的深奥和难懂，而是

在于知识点的宽泛和需要相当的管理学、经济学基础与经验。此外，专

业技术性较强也导致本课程学习可能较为枯燥。而知识点的广泛分布以

及项目管理各知识领域，整体管理与单项管理之间的紧密联系，也需要

进行融会贯通。

本课程涵盖了项目整体管理、项目管理的范围、时间、成本、质量、人

力资源、沟通、风险、采购等管理知识领域，还包括了项目管理职业道

德、项目团队人员发展、现代项目管理知识体系、项目管理职业认证等。

内容多，信息量大，可能导致学习难度大。但《项目管理》作为一门专

业课程，无论是对后期的职业发展，还是对个人日常生活，都能起到很

好的指导作用。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

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是面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绩

效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主要讲授绩效及绩效管理的基本概念、

绩效计划、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绩效反馈的方法及评价指标体系、绩

效结果的应用、绩效薪酬等。课程使用网络教学平台，结合所选教材的

内容，通过分组讨论、学生授课、课堂案例讨论、课后网络主题讨论等

方法，让学生掌握绩效管理的内容，提高实战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

人员招聘与素

质测评

《人员招聘与素质测评》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是应

用性较强的一门课程。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包括：人员招聘的原则与程序、

招聘影响因素、招聘实施基础、招聘策略的确定、招聘渠道的选择、招

聘计划的制定、人员素质测评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测评选拔体系的设计

和实施、测评选拔方法、录用、入职与招聘评估等内容。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

薪酬管理

《薪酬管理》是一门专业性、技术性、应用性、实践性都较强的专业课

程，也是一门比较难学的课程。其难点一是在于理论知识较为系统、复

杂，涉及面广；二是在于与其他人力资源管理职能联系较为紧密，需要

相当的管理学、经济学基础与经验。此外，由于《课程管理》具有较强

的专业性、理论性、逻辑性，课程内容也较为严肃，可能导致本课程学

习较为枯燥。而《薪酬管理》实践性较强以及与其它课程联系的紧密型，

也需要学生在学习时积极思考，进行融会贯通。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

培训与开发

《培训与开发》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一门主干专业方向课，是一门系

统地阐述企业员工培训与开发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课程的主要内容包

括：现代培训与开发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培训与开发中的学习原理、培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属于人力资源专业中对于培训需求和

效果科学化或是量化的过程，是判断和确认人力

646



训与开发的需要评估、各种类型培训的方法、培训有效性评估等。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具备培训与开发的基本知识，具有分析培训需求、

制定培训计划、管理开发的基本技能，具备从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培

训与开发管理工作职能的初步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必须重点

掌握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工作、各种类型培训的方

法，掌握培训与开发中的学习原理、培训与开发的需要评估，了解人力

资源培训与开发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性质和研究方法。

资本的依据。

职业生涯管理

《职业生涯管理》是工商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

这门课程的开设对于提高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改善学生

的知识结构，提升学生的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课程内容包括职

业生涯管理概述，职业生涯管理伦，职业选择与指导，职业生涯管理的

测量技术，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个人职业生涯开发，个人职业生涯管理，

组织职业生涯规划，组织职业生涯开发，组织职业生涯管理，职业咨询

与工作及家庭平衡规划管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职业生涯

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能设计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组织职业生涯规

划与发展，并能指导其他人进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劳动法、人力资源管理、组

织行为学。本课程重点讲授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

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使学生设计个人职业生涯规

划与发展、组织职业生涯规划，并能指导其他人

进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

组织设计与工

作分析

《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是研究组织设计与岗位工作分析基本原则和模

式的一门学科。课程内容包括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理论基础、发展脉络

及趋势。尤其是结合全球经济一体化对组织变革的迫切要求，对组织变

革、流程再造等前沿组织设计理论和工作分析思想进行了讲解，旨在采

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探究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

础，形成不断提高组织效能的组织与工作设计方法论。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

社会调查理论

与方法

《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是研究社会生活中问题和现象的发生、发展规

律的一门学科。课程内容包括社会调查理论、社会调查方法等，旨在通

过理论结合实际的学习，使学生在了解社会调查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

上，形成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

劳动法与劳动

合同法

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关系的法律，

而劳动合同法又是劳动法中调整劳动关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劳动法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实践表明，了解和掌握劳动法的一般原理和基本知识，已经成为人力资

源管理专业学生毕业后开展工作的基本要求，同时也会对学生就业有直

接的帮助。《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的教学要求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力

求理论阐述简明扼要，法律解释准确清晰、案例评析具体深刻。主要教

学内容：劳动法概述、劳动合同法、工资、劳动争议、劳动安全卫生等。

该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和人力资源管理。通

过学习管理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使学生具

备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了解劳动关系

管理的重要性。本课程的重点是讲授劳动法律关

系、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工作时间、劳动

争议仲裁法，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胜任将

来的工作打好基础。

国际人力资源

管理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是在人力资源管理学基础上，加入跨文化、跨国

际的因素，是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将各国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

实践加以总结，对不同文化背景及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进行探

讨和研究。它是人力资源管理学的扩展分支学科，是人力资源管理学与

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密切相联的结果，是人力资源管理学步入新世纪的最

新发展，是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新热点领域。课程的学习目的在于深刻

了解当今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和现

代企业中日益凸显的重要性，并立足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现

状，在分析中西方差异并进行创造性的转述基础上，充分认识国际人力

资源管理对实现企业目标的重要意义。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

员工关系管理

《员工关系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选修专业课。本课程设置的目

的使学生了解员工关系管理的基本知识、获得对员工关系管理的基本理

论和应用方法，用于指导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提高将管理理念转

化为具体管理实践的能力。本课程是一门理论联系实践，应用性较强的

一门课程。在本课程的学习过程中，要求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员工

关系管理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要注重加强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的运

用，用本课程中所学的知识对人力资源管理尤其是员工关系中的实际问

题认真分析，并能提出解决方案。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该课程与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具体与

深入，人力资源管理是本课程的基础。

内创业人力资

源管理前沿

《内创业人力资源管理前沿》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专业方向课，是符

合时代发展情境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特色课程，该课程即涵盖了内创业的

相关知识，也将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知识嵌入到内创业情境中，探究在

内创业情境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前沿问题。该课程以最新的理论研究成

果为基础，将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学生提供更具实效性和价

值性的研究观点。该课程主要包含四个专题，分别为内企业家的管理机

制、员工管理机制、内创业组织管理机制以及人力资源战略管理，通过

与本课程教学相衔接的课程可分为先修课程与后

续课程，先修课程有：人力资源管理、创业管理

等课程；后续课程有：国际人力资源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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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四个专题的讲述，让学生理解内创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问题以

及未来展望。

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方向课，其目的是全面、系统地介

绍了知识管理的基本概念、原理及实践应用。该课程首先介绍了知识管

理的概念、知识的基本规律及知识运作的方法和技巧；其次介绍了知识

管理的理论、模式、技术与工具，阐述了知识管理的组织结构与形式、

运作机理与激励机制；再次讨论了知识管理系统建设的思想、方法、措

施及知识资本运营的理论和方法；最后，介绍了知识创新、国家创新系

统的基本知识和内容，并结合实际阐述了知识管理应用领域、应用解决

方案及不同组织知识管理软件应用操作的技术。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前沿

研究专题

《人力资源前沿研究专题》是在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各门专业核心课程学

习的基础上，考虑全球化、信息化、科技化等大背景，结合授课教师的

科研情况，向学生介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热点和前沿研究课题，通过

引发学生的思考，启迪思维，展示全新视角下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挑

战、机遇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展望。使学生借助不同授课教师的思路和研

究视角拓展视野，加深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认识和理解。

本课程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本科生在学习完专业

基础课（管理学、西方经济学、组织行为学、人

力资源管理等）和专业核心课之后，在对管理学

和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以及有一定认识和了解的基

础上，为学习和掌握新经济形势下人力资源管理

理论和实践活动所开设的一门前沿知识讲座性课

程。该课程的学习可为后续的毕业论文选题拓宽

思路，提供参考。

人力资源管理

咨询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将人力资源管理与业务发展有机结合的思路和方

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对常见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中的思路、方法、

工具和操作步骤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呈现，具有很强的操作指导价值。

此外，还汇集了大量咨询案例，这些案例都是来自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操作的一手资料，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讲述每一个操作思路、方法

和工具的时候，不仅介绍这些理论知识和操作要领，还附上相关的案例

给读者借鉴，这就保证学生可以快速地掌握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操作。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

人力资源外包

《人力资源外包》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专业方向课之一，是一门实践

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本课程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源外包的理论依据

和外包实务，其主要内容包括：人力资源外包的概述，包括人力资源外

包含义、内容、特点以及动因；人力资源外包在中国的发展；人力资源

外包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源外包的运作流程；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外包；

人事外包；人力资源派遣；人力资源外包现实问题探讨等内容。

本课程属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前沿课题，是人

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专业方向课之一。它与工商管

理类专业的许多课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力资

源管理》、《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战略

与规划》、《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是本课程的

先修课程。

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是面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人力资源管

理咨询与服务方向课。本课程介绍企业及其他相关组织进行管理问题诊

断与分析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包括咨询行业、咨询主体、咨询方式、

咨询内容、咨询程序、咨询方法、咨询案例、咨询规范等等，以便让学

生对管理咨询有全面的了解，将为学生建构企业管理咨询的完整体系。

企业管理咨询是实践性较强的课程，设计的思想、理论、方法较多，发

展和变化也很快，在教学过程中不局限于本大纲的教学内容，根据学生

要求以及教材内容的变化，可以选择课程内容，增加新的课程内容。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

商务谈判

《商务谈判》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方向课，该课程以商务谈判的理论

讲述为基础，突出实用与技能。本课程系统讲述了谈判学中谈判的基本

原理、形式和过程，跨文化谈判，以及如何在谈判中避免不同文化的冲

突。课程共分为十二章，主要讲述了谈判的本质、分配式谈判的战略和

战术、整合式谈判的战略和战术、谈判战略和制订谈判计划、感知、认

知与情绪、沟通、发现和运用权力、谈判中的伦理问题、谈判中的关系、

多方谈判与团队谈判、国际谈判与跨文化谈判以及谈判中的最佳实践。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市场营销。

生产与运作管

理

《生产与运作管理》是现代管理科学最重要也是最活跃的分支之一。它

是一门以管理学、管理经济学、财务管理学等为理论基础，以数理统计

方法、运筹学方法、计算机信息处理等为手段，研究企业如何将人、财、

物、技术、信息、能源、环境等生产要素有效地转换为满足顾客需要的

有形产品与无形服务的学科。本课程是工商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的专业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理解生产与运营的概念；

明确生产运营战略的内容；掌握生产运营系统的设计、分析和管理的基

本理论和知识；掌握生产运营计划的编制、实施及控制的理论与方法；

了解先进的生产运营管理的模式和方法。培养学生具备制定生产运营战

略、设计生产运营系统、进行生产运营全过程管理和决策的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微积分、管理学、微观经济

学、现代企业管理等课程，使学生具备经济学、

管理学的初步理论知识；获得经济管理的基本理

论知识及技能；掌握数学分析工具、管理学理论、

市场供求理论的基本原理，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

要的知识储备。本课程重点讲授生产运作管理的

基本理论和生产运作战略，生产运作系统的设计、

运行、改善等方法和技巧，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打

下良好基础。

人力资源战略

与规划

《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主要专业课之一，是一

门实践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本课程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源战略与规

划的理论和方法，其主要内容包括：人力资源环境分析、人力资源战略、

本课程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居于领导

地位，属专业主干课程。它与工商管理类专业的

许多课程有着密切的关系，管理学、组织行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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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的关系、人力资源的存量分析、人力资源需求

预测、人力资源供给预测、人力资源规划体系的制定、人力资源规划的

实施与控制等方面的知识。

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战略管理是本课程的基础，

招聘与录用、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

和企业运营管理等课程与本课程紧密衔接。

社会保障学

《社会保障学》以社会保障的基本内容（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

利和社会优抚）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等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

学科。本课程主要内容有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养老、失业、医

疗和工伤保险，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特征与功能，社会保

障和社会问题，社会保障基本理论，社会保障模式，社会保障基金，社

会保障法律制度，中国社会保障制度。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的掌握社会保障的理论体系，为学生今

后的工作和其他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培养学生从事社会保

障工作的实际能力以及理论探索研究能力，能够科学的分析我国社会保

障体制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学会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

中相关问题。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通

过学习管理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使学生具

备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了解人本管理

的理念。本课程的重点是讲授社会保险制度、社

会救助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社会保障体系，我

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等重要内容，为人力资源

管理专业的学生胜任将来的工作打好基础。

领导科学

《领导科学》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专业选修课，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

践性。本课程的任务是通过正确地认识领导活动的现象、矛盾、特点和

基本规律以及体现这些规律的原则、方法，培养和提高应用领导学理论

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成为成功的领导者，打下扎实的专业理

论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现代企业管理、人

力资源管理等课程。本课程重点讲解领导科学的

研究、领导理论、领导技能等方面的内容，为进

一步学习专业课程打下良好基础。

管理思想史

《管理思想史》课程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必须学习的重要专业基础理论

课，是为了培养和检验学习者系统掌握管理思想的发展过程和不同学派

管理理论而设置的。本课程介绍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变历史，不同时期的

代表人物及其管理思想，现代管理理论丛林和当代管理理论等内容。

本课程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本科生在学习完专业

基础课（管理学基础、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

理等）之后，在对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以

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一定认识和了解的基础

上，为学习和掌握国际化视野下人力资源管理理

论和实践活动所开设的一门专业课。

管理沟通

《管理沟通》是面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管

理沟通课程是介绍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沟通理念和沟通技能。重点在于分

析管理沟通的基本理念，包括沟通客体策略、沟通主体策略和沟通信息

策略；阐述基于个体的管理沟通和基于组织的管理沟通中的策略与技

能，包括笔头沟通、面谈技能、倾听技能、演讲技能、会议组织、危机

沟通、跨文化沟通等。通过对管理沟通的教学，这一课程有助于提升学

生的在职业中的沟通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课程重点讲授沟通概述、管理沟通、

人际沟通、倾听、口头表达、书面沟通、非语言

沟通、组织沟通、群体沟通、会议沟通谈判等。

商业伦理

《商业伦理》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本科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作为一门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是作为有操守、承担责任的现代优秀商业、

管理人才整体知识结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这门课的

教学，可以提高当代大学生商业伦理意识，使其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

能够理性思考、独立判断企业经济活动中所遇到的商业伦理问题，为其

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优秀自主创业人、职业经理人或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奠

定良好的道德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和人力

资源管理，该课程属于人力资源专业中对于商业

道德、商业伦理等主观性较强的内容进行学习的

课程，上述先修课程有的学科为公共关系的研究

提供了理论基础，有的提供了方法和手段，在课

程设置上，各有侧重，相互补充。

素质能力模型

理论与应用

《素质能力模型理论与应用》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选修课，主要内容是

对素质模型理论的阐述，从品质和能力层面论证了个体与岗位工作绩效

的关系，提供了将行为细化成各组成部分的一种方法，解释了为什么有

些人绩效更为出色。提出了构建素质模型的真正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达成

更高的绩效。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心理学等。

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中重要的应用心理学专业知识，是

综合运用心理学理论，并将其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重要学科，在课程

类别中属于专业选修课。主要讲述社会生活中个体认知和行为间的关

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于社会、组织及个人的影响，从中总结出对于人力

资源管理工作应学习的心理学理论和实践知识。

本课程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本科生在学习完专业

基础课（管理学基础、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

理等）之后，在对管理学基础知识以及企业的生

产经营活动有一定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上，为学习

和掌握国际化视野下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践活

动所开设的一门专业课，尤其深化了应用心理学

理论基础知识。

企业文化与跨

文化管理

《企业文化与跨文化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选修课程，课程主要

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文化建设，二是跨文化管理。通过本课

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企业文化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学会用企业文

化理论分析和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方法；同时将视野拓展到全球化背景

下，讲述全球背景下文化对企业管理行为的影响，促使学生了解文化对

企业管理行为的影响，并结合实践运用所学概念与理论来分析、解决企

业国际化经营的跨文化问题。

与本课程教学相衔接的课程可分为先修课程与后

续课程，先修课程有：管理原理、组织行为学、

人力资源管理等；后续课程有：公共关系学、市

场营销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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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软件应用

《办公软件应用》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是应用性较

强的一门课程。本课程主要介绍 Office 办公软件的相关知识和应用方

法，其基本内容包括：Office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Word文档的编辑、

图文混排、表格的创建与编辑，以及样式与模板的应用等；Excel表格

数据的录入与编辑、函数与公式的使用、用图表分析数据，以及对数据

进行筛选与排序等；PowerPoint内容输入与编辑、在幻灯片中插入内容，

以及幻灯片的动画制作与放映等。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计算机基础，通过计算机基

础的学习，为本课程学习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和

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办公

集成软件的应用技术，进而理解计算机思维在本

专业领域的典型应用，为后续的专业课程学习提

供必要的基础，特别对毕业论文环节的顺利进行

意义重大。

人力资本概论

《人力资本概论》课程概述：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一种新的经

济形态——知识经济已经到来。所谓知识经济，就是直接依据知识和信

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经济。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1)科学和技术的

研究与开发，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2)信息和通讯技术在知识

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3)服务业在知识经济中扮演了主要角

色；(4)人力资本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由此可知，人力资本已

成为知识经济的主旋律。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人力

资源管理。

劳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作为经济学的一

门分支学科，和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及其他专业经

济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等

学科也有一定的联系。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

济效益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劳动投

入费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其研

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劳动时间、工资、就业与失

业、人力资本投资、劳动歧视、政府行为和劳动力市场等。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西方经济学、微积分、管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等，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为本课

程的学习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课程重点讲述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一般理论以及造成工资差别的

原因，为进一步学习专业课打下坚实的基础。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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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代码：120202

一、培养目标

市场营销专业是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掌握管理学、经济学基础

理论，市场营销学基本方法和专业技能，具备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营销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从事市场营销业务及管

理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专业人才。

二、培养要求

市场营销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市场营销及工商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接受营销方法与技巧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分析和解决营销

问题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掌握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掌握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具有将相关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基本能力；

2.掌握市场营销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能运用所学知识对市场进行科学调查与预测，具有根据市场环境及时做出合理营销策划的基本

能力；

3.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具有创新精神，具有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4.了解当代国内外市场营销惯例与规则，具有开展国际营销业务工作的基本能力；

5.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6.掌握中外文资料查询、文献检索以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知识与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

7.掌握网络营销的基本理论、流程和方法，能够通过网络进行大数据搜集、整理和分析，制定网络营销策略，具备通过不同的网络营销

平台进行信息发布和产品、品牌推广的能力；

8.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熟练阅读和翻译本专业外文资料。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

2.创新创

业精神

3.表达与

沟通能力

4.市场营

销基础知

识

5.专业技

能

6.定量分

析方法

7.国际营

销能力

8.互联网

营销思维

9.实践能

力

10.科研

能力

11.综合能

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 √

微积分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
微观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 √

管理学 √
经济法 √

市场营销学 √

统计学 √ √
管理信息系统Ⅰ √ √

会计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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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学Ⅰ √ √

人力资源管理 √ √
金融市场学 √ √

财务管理 √ √

线性代数 √ √
计量经济学 √ √

服务营销学 √ √

全球市场营销 √ √
市场营销专业英语 √ √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

现代企业管理Ⅰ √
轻工业品营销 √

消费者行为学 √ √

市场调查与预测 √ √
广告与整合传播 √ √

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 √ √

分销渠道管理 √
销售管理 √

应用商业和经济统计 √ √

营销策划 √ √
品牌管理 √ √

商务谈判与沟通技巧 √ √

营销工程 √ √
服务企业设计 √

服务顾客界面管理 √

大数据思维 √ √
数字化营销 √ √

网络营销平台应用 √ √

大客户管理与关系营销 √
快速消费品营销 √

传统市场成长驱动力 √

纸类营销技巧 √
酒类营销技巧 √

营销风险管理 √

商务英语 √ √
企业战略管理 √

体验营销 √

职业素养与商务礼仪 √
文化营销 √

汽车后市场营销技巧 √

电子商务案例分析 √ √
企业社会责任与市场 √

新产品推广情景模拟 √ √

销售推广与零售行为 √ √
新产品与创新管理 √ √

市场服务与管理 √

市场营销学前沿专题 √
生产与运作管理 √

商业伦理 √

公共关系学 √
财务信息决策系统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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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 √ √

课程实习与学年论文 √ √
创新创业项目孵化 √ √ √

模拟实验 √ √

技能实习 √ √
毕业实习 √ √

毕业论文 √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的培养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轻工行业特色。结合本校传统优势和特色定位，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具备一定的轻工行业

知识背景，特别是轻工业产品营销相关知识，这将帮助学生在相关行业领域树立一定的比较优势。二是服务与网络营销特色。通过服

务营销、网络营销相关课程的理论学习和实践环节训练，学生将在服务和网络营销方面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三是定性和定量分析相

结合，强化定量分析特色。通过定量分析课程组的学习，帮助学生掌握数据获取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应用原理，以适应市场营销管理

岗位的工作需要。

五、主干学科

管理学、经济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消费者行为学、市场调查与预测、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广告与整合传

播、应用商业和经济统计、服务营销学、品牌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营销策划、全球营销、商务谈判与沟通技巧、销售管理、统

计学、经济法、会计学、财务管理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市场调查与预测（0.5学分/16学时）、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0.5学分/16学时）、认识实习（1学分/1周）、课

程实习与学年论文（1学分/1周）、创新创业项目孵化（3学分/3周）、模拟实验（1学分/1周）、技能实习（1学分/1周）、毕业实

习（8学分/10周）、毕业论文（10学分/18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39 8 26.5 15.5 23.5 19.5 28 35

要求学时 2480+36周 784 128 424 432 400 312 36周 224+36周
学分占比 100% 24.38% 5% 16.56% 9.69% 14.69% 12.19% 17.50% 21.88%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管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管理学、经济学基础理论，市场营销学基本方法和专业技能，具备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营销实际问题

的能力，能够从事市场营销业务及管理工作，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39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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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大学体育（1）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1））

1 32 1 考试 B151001

大学体育（2）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2））

1 32 1 考试 B151002

大学体育（3）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3））

1 32 1 考试 B151003

大学体育（4）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4））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81201

小计 39.0 592.0 0.0 32.0 160.0 12.0 8.5 11 4.5 2 0.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

一年级开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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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6.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微积分（上）（Calculus） 4 64 4 考试 B113109

微积分（下）（Calculus） 4 64 4 考试 B11310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3 48 3 考试 B113123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3 48 3 考试 B083001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2 32 2 考试 B083002

管理学（Management） 2.5 40 2.5 考试 B083003

经济法（The Law of
Economic）

2 32 2 考试 B083004

市场营销学（Marketing） 3 48 3 考试 B083201
统计学（Statistics） 3 48 3 考试 B083501

小计 26.5 424 0 0 0 8.5 10 5 3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5.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管理信息系统Ⅰ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2 32 2 考试 B088307

会计学（Accounting） 2.5 40 2.5 考试 B088508

组织行为学Ⅰ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 32 2 考查 B088408

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2 32 2 考查 B088409

金融市场学（Financial
Markets）

2 32 2 考试 B088510

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8509

线性代数Ⅱ（Linear
AlgebraⅡ）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2 32 2 考试 B088001

服务营销学（Services
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8201

全球营销（双语）（Global
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8202

市场营销专业英语

（Marketing English）
2 32 2 考试 B088210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8204

现代企业管理Ⅰ（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8412

小计 27 432 0 0 0 0 4 6.5 10.5 4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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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3.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轻工业品营销（Light
Industrial Products
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4201

消费者行为学（Consumer
Behavior）

2.5 40 2.5 考试 B084212

市场调查与预测

（Marketing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2.5 32 16 2.5 考试 B084203

广告与整合传播

（Advertising and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2 32 2 考试 B084204

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Internet Marketing）

2.5 32 16 2.5 考试 B084205

分销渠道管理

（Distribution Channel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4213

应用商业和经济统计

（Application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2 32 2 考试 B084216

营销策划（Marketing
Planning）

2 32 2 考试 B084217

品牌管理（Brand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4215

商务谈判与沟通技巧

（Business Negoti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2 32 2 考试 B084210

营销工程（Marketing
Engineering）

2 32 2 考试 B084211

小计 23.5 360 0 32 0 0 0 2.5 7 10 4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服

务与

网络

营销）

服务企业设计（Design the
Service Enterprise）

2 32 2 考试 B085201

服务顾客界面管理

（Managing the Customer
Interface）

2 32 2 考试 B085202

大数据思维（Big Data
Thinking）

2 32 2 考试 B085203

数字化营销（Digital
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5204

网络营销平台应用

（Application of
E-marketing Platform）

2 32 2 考试 B085205

小计 10 160 0 0 0 0 0 0 0 4 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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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二（轻

工业

品营

销）

大客户管理与关系营销

（Key Account
Management and
Relationship 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5206

快速消费品营销（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5207

传统市场成长驱动力

（Experiential 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5208

酒类营销技巧（Liquor
Marketing Skills）

2 32 2 考试 B085209

纸类营销技巧（ Paper
Marketing Skills）

2 32 2 考试 B085210

小计 10 160 0 0 0 0 0 0 0 2 8 0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9.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销售管理（Sales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6230

营销风险管理

（Marketing Risk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6202

商务英语

（Business English）
2 32 2 考试 B086203

企业战略管理

（Enterprise Strategic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6204

体验营销（Experience
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6205

职业素养与商务礼仪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Business Etiquette）

2 32 2 考试 B086206

文化营销

（The Market of Culture）
2 32 2 考试 B086207

汽车后市场营销技巧

（Post-Market of
Automobile）

1 16 1 考试 B086232

电子商务案例分析

（Electronic Commerce
Case Analysis）

2 32 2 考试 B086209

企业社会责任与市场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Market）

2 32 2 考试 B086210

新产品推广情景模拟

（New Product Promotion
Scene Simulation）

2 32 2 考试 B086211

销售推广与零售行为

（Sales Promotion and
Retail Behavior）

2 32 2 考试 B086212

新产品与创新管理（New
Products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6213

市场服务与管理（Market
Service and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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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学前沿专题

（Lectures on Advanced
Marketing Theories）

2 32 2 考试 B086215

生产与运作管理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6402

商业伦理（Business
Ethics）

2 32 2 考试 B086408

公共关系学（Public
Relations）

2 32 2 考试 B086418

财务信息决策系统

（Financial Information
System）

2 32 2 考试 B086518

小计 37 592 0 0 0 0 0 0 0 0 18 19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8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认识实习 （Cognition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87201
创新创业项目孵化（Ⅰ）（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Ⅰ）

1 1 1 考查 B087208

课程实习与学年论文（Practice and
Term Paper）

1 1 1 考查 B087202

创新创业项目孵化（Ⅱ）（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Ⅱ）

1 1 1 考查 B087209

技能实习（Marketing Skills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87211

创新创业项目孵化（Ⅲ）（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Ⅲ）

1 1 1 考查 B087210

模拟实验（Marketing Simulation
Experiment）

1 1 1 考查 B087204

毕业实习（Graduation Field Work） 9 9 9 考查 B087212

毕业论文（Graduation Thesis） 10 18 10 考查 B087207

小计 28 36 2 1 1 2 2 1 9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是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国家教育部确定

的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微观经济学是关于市场机

制的经济学，它以价格为分析的中心，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市场中个体

的经济行为，它从资源稀缺这个基本概念出发，探讨不同微观经济主体基

于自身利益在不同环境条件下所表现出的行为特征，说明其对社会经济相

关变量产生影响的方式及其结果。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供求理论、

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分配理论、福利

经济学以及市场失灵等。对于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解现代市

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将对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观点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掌握微观经济学的

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对微观经济运行有一个

比较全面的了解，建立起对微观经济运行分析的基本思维框架，培养学生

综合运用理论分析现实经济现象的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其它专业课程和专

业研究打下理论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等数学知识基础，

先修课程为微积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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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经济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

规律，揭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宏观经济变化规律以及政府的经济政

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其内容包括古典理论（长期中的经济问题）、增长

理论（超长期的经济问题）、经济周期理论（短期中的经济问题）和宏观

经济政策等。该课程的学习能够提高学生对于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

观察和分析能力，能够理解国家各种政策出台的经济背景，提高其经济学

意识和思维方式，逐步培养学生的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和独立学习、独立

分析能力；同时也为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是工

商管理类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等数学、微观经济

学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积分、微观经济

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 3学期。

管理学

管理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是一门系统地研究管理活动的普

遍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也称一般管理学或管理学原理。本课程的主要

内容包括：管理学概论，主要解释管理学的基本概念，介绍中外早期的管

理思想、管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特点；基本的管理理论，具体介绍主要

的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管理方法；管理的职能，从计划、组织、领导、

控制等管理的具体职能详细讲解管理活动的内容；管理理论的新发展，具

体介绍最近几年国内外管理学科的最新成果，讲解管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

况与新问题。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教与学，学生能正确理解管理的

概念，掌握管理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并能综合运用，初步

掌握解决一般管理问题的能力，为以后学习其它专业课程和为日后的管理

工作奠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等数学知识基础，

先修课程为微积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
期。

经济法

经济法（非法学专业）是高等学校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

的专业基础课。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

程中，需要大量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经营管理人才。

与其他课程相比，经济法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法的内容广泛

而丰富，因而教材内容也涉及较广；二是经济法更新速度快，因而教材的

内容也在不断的补充和修改；三是经济法的理论性强、实际操作性强，因

而要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针对以上特点，经济法的教学必须做到规范与

灵活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教学内容上，并非按照法学专业的经

济法内容体系，除经济法基础理论、市场主体法之外，还特意增加了公司

法、合同法等民商法的内容，力争为学生打下扎实的经济法学基础，为学

生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和法学方面的深造创造良好条件。

无先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市场营销学

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

基础之上的应用科学。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心

的企业市场营销活动过程及其规律性，即在特定的市场营销环境中，企业

以市场调研分析为基础，为满足现实和潜在的市场需求，所实施的以产品

（Product）、定价（Price）、地点（Place）、促销（Promotion）为主要决

策内容的市场营销管理过程及其客观规律性。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内容具有

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营销学原理不仅

广泛应用于企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而且逐渐应用于微观、中观和宏观

三个层次，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工商管理类课程体系中，市

场营销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不仅是财经类、管理类各专业的

必修课，而且还是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等专业的重要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等知

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管理学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 3学期。

统计学

《统计学》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高等院校经济与管理类各专业必修的核心

基础课程之一。本课程既介绍具有通用方法论性质的一般统计理论与方法

及其在经济管理中的运用，又介绍经济管理领域所特有的一些统计理论与

方法。因此，本课程的开设在为学习经济与管理学科各专业的后继课程和

进行经济管理问题研究提供数量分析方法的同时，也为日后非统计专业部

分学生走向社会经济统计岗位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等数学知识基础，

先修课程为微积分、概率论，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3学期。

管理信息系统

Ⅰ

管理信息系统是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各专业九大核心课程之一，它是在管

理科学、信息科学、行为科学、计算机科学、决策科学、系统科学和通信

技术等学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具有边缘性、综合

性和系统性的学科，主要研究企业内部信息系统的组织、开发和管理，既

具有较深和较宽的理论基础，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计算机应用、管理学

基础，先修课程为大学计算机基础、信息检

索、管理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第 4学
期。

会计学

会计学主要介绍基本的会计理论、会计概念和会计方法；会计信息的产生

过程和会计信息的报告方法；工业企业中各类常见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方

法；财务会计报表的阅读、理解和分析应用方法。课程的学习可以帮助学

生具有正确分析和解决企业财务会计一般问题的能力，能阅读和编制基本

会计报表；进行与报表相关的财务评价指标的基本计算，为今后的经济管

理类工作提供一定的知识铺垫。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基础，先修课

程为微观经济学、经济法，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3或第 4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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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学Ⅰ

组织行为学是研究工作组织中人的工作行为规律的一门学科。课程内容包

括组织行为学的历史与发展，人性假设与管理，职工个性心理特征与管理，

工作动机激励的理论与实践，群体行为动力作用，群体人际关系与冲突，

领导者素质，领导的行为作风理论与权变理论，组织发展与组织变革，组

织文化等方面。具体的说，组织行为学探讨的是组织中的工作行为，希望

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探究组织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以此为基础，设计

与改进提高组织效能的管理方法的学科。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基

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2或第 3学期。

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是面向工商管理学院财务管理、会计学、会计（金融外包）、

国际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深刻理解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综合性和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涉及到认

识、方法和实践三个层次，课程通过案例分析与讨论、情景模拟、角色扮

演等方法使学生对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有清晰的了解，并能够熟练掌握相关

理论和方法解决日常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基

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微观经济学、组织

行为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第 4学期。

金融市场学

金融市场学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及各主体行为规律

的学科。金融市场是现代市场体系的核心，它包含了货币、债券、外汇、

股票、黄金、基金、衍生工具等多个子市场。在教学内容安排上，着重阐

明金融市场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对于各子市场则分别阐述

市场主体、交易工具、运作机制、收益风险和定价原理，使学生对个子市

场有完整的认识。除了理论教学，它属于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所涉及到的

每一个子市场都可以通过实验室提供的模拟平台进行与现实市场同步的模

拟交易，对学生进行实际市场交易起了重要的演练作用。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等数学、管理学、

经济学基础，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高等数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
第 4学期。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是经济与管理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本课程以企业资金运

动为中心内容，以资本的取得、资本的运用、资本收益的分配等为框架，

阐述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管理原则、管理制度等理论问题以及预测、计

划、控制、分析等业务方法问题。学生通过学习该课程，要熟悉并掌握财

务管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对现实理财实践进行基本

分析和操作，提高财务管理决策的实际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会

计学基础，先修课程为会计学、管理学、微

观经济学、统计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
第 4学期。

计量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建立在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的基础上，是经济学中的一门

重要的独立学科。计量经济学结合数量方法来对经济活动进行认识分析，

并辅助于计算机专门软件，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本课程主要介

绍了计量经济学的一般概念及工作步骤、模型估计的基本方法、模型检验

与修正方法，典型计量经济模型专题讨论、联立方程组模型的基本知识（包

括模型的识别、估计、检验及应用）、计量经济模型的应用案例。本课程

计划学时 32学时。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高

等数学基础，先修课程为微积分、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

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第 3学期。

服务营销学

随着服务经济的发展，服务营销学逐渐发展成为市场营销专业的一门专业

基础课程。 与市场营销学致力于解决有形产品的营销问题相比，服务营销

学主要研究和解决无形服务的营销问题。在市场营销学 4Ps的基础上，服

务营销增加了人员（People），过程管理（Process）和有形展示（Physical
evidence）3Ps,构成了更加完善的结构体系。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帮助学

生更加适应未来以服务经济和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微观经

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3或第 4学期。

全球营销（双

语）

全球营销是一门研究全球市场需求的应用性学科，旨在讲授企业进行全球

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巧。内容包括全球市场营销管理哲学、

全球市场营销环境分析、全球市场营销调研、全球目标市场营销战略、全

球市场竞争战略、全球市场营销组合策略等。本课程具有环境适应性、理

论系统性和应用灵活性等特点，把基础市场营销学原理与国际市场营销实

务紧密结合起来，立足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充分利用国内和全球两种资

源，开拓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微观经

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或第 6学期。

品牌管理

品牌管理是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的专业核心课，是学生做好市场营

销工作的必备知识，也是将来学生从事市场营销、品牌管理、品牌传播、

品牌策划和设计等方面工作的基础。该课程从公司的品牌经营管理视角，

以品牌培育的关键环节为基点，构建了品牌启动、品牌强化、品牌扩张和

品牌维护四个主要模块的主体知识结构。该主体结构准确把握了企业在品

牌经营的领域的关键，是企业创建强大品牌要遵循的逻辑结构，能够为企

业主和高层管理者的品牌培育指明方面，因此该门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特征。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微观经

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4或第 5学期。

物流与供应链

管理

本课程采取营销导向，从客户满意角度来考察物流，在强调物流的营销方

面的同时，整合了各职能领域并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融入公司战略中。课

程主要研究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下企业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管

理与运作问题；目的是使供应链物流运作者能合理、有效的组织供应链中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信息管理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

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

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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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活动，通过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把供应商、制造

商和分销商组成一个虚拟的整体，通过信息共享，实行横向一体化的管理，

使整条供应链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供应链

管理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理论，具备供应链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与手

段，树立起全球竞争意识，并能结合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实践创造性地运用

这些基本原理与方法，从而提高企业供应链管理的绩效并最终增强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

修读学期为第 6或第 7学期。

现代企业管理

Ⅰ

本课程是面向工商管理学院财务管理、会计学、会计（金融外包）、国际

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现代企业

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理论、现代企业商业模式、现代企业运营

管理基础、现代企业运营战略管理、现代企业生产管理、现代企业质量管

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概念；

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原理、理论和方法；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企业管理

论和方法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以适应现代企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要。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高

等数学基础，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微观经

济学、统计学、管理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第 3学期。

轻工业业品营

销

轻工业品营销是我校市场营销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也是结合我校特

色定位开设的一门特色课程。轻工行业是我国和山东省的优势行业，轻工

业品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更是我国的出口优势品类，具有广

泛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前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帮助学生掌握轻工业品

的特点，消费者购买特征，以及营销特点和规律，有助于学生树立在轻工

行业的比较优势，对学生的就业和创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微观经

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或第 6学期。

消费者行为学

消费者行为学是在心理学、行为学基础上分化出来，并处于许多学科结合

点上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应运而生的，经过近百

年的发展，消费者行为学已是经济与管理专业有影响的学科之一。消费者

行为学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一门专业课，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循着消费者行

为模式分析和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展开的。包括：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

素体系；消费者的心理活动过程；消费者的个性心理与行为；消费者的需

要和动机；消费者的态度与特殊心理；社会环境与消费者心理和行为；消

费者的购买决策；购后过程与顾客满意。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

系统地掌握消费者行为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较熟练掌握和运用消费

者的实务技能和方法，为企业实际管理问题的解决打下扎实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微观经

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组织行为

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或第 3学期。

市场调查与预

测

市场调查与预测课程是探索市场调查与预测规律，阐述市场调查与预测理

论，介绍市场调查与预测技术，分析市场调查与预测应用领域及其发展前

景的科学。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分市场调查与市场预测两个部分，市场调查

讲述市场调查的基本理论、调查方法、抽样技术、问卷设计、态度测量方

法、资料的分析和调查报告的撰写；市场预测部分主要讲述预测的方法，

包括定量预测方法和定性预测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既具备市

场调查与预测基本理论知识，又能掌握市场调查与预测的方法和技巧，具

有组织、执行和控制市场调查与预测活动能力，向营销决策者提供适用的

市场信息。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统计学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统

计学、高等数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第

4学期。

广告与整合传

播

广告与整合传播是一门为市场营销本科专业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同时是

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系统介绍广告与整合传播基础理论，基本方法与策

略。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这些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能力。本课程主要内容

有：导论、广告基本原理、广告心理、广告整合传播中的环境分析、广告

组织及管理、广告战略决策、广告策略决策、广告媒体策略、广告效果测

定等。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微观经

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或第 6学期。

电子商务与网

络营销

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与营销资源融合在

一起的新的营销模式，网络营销具有营销的共同性，又具有它独有的特性。

网络营销作为促成商品交换的企业经营管理手段，它是企业基于互联网上

的电子商务活动中最基本的重要的商业活动。本课程通过教学，要求学生

具备网络营销策略与网络品牌战略制订、网络营销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与能

力；具有对网络营销环境、网络消费者行为模式客观分析并准确定位网络

营销目标市场的能力，具有网络市场调研方案策划与实施的能力，掌握一

定的网络促销技巧。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计算机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大

学计算机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第 5
学期。

分销渠道管理

分销渠道管理是市场营销专业的必修课程，是市场营销管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主要内容包括营销渠道的基本形式、渠道设计与管理的基本方法以

及企业的渠道策略及其创新等。通过运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教学等形式，

结合课堂讲授方式，促进学生对企业营销实践的观察、学习和思考，教会

学生基本的渠道管理知识与方法，使学生能够在当今复杂的市场环境中，

为企业建立或开发合理的渠道、评估企业的渠道关系、激励渠道成员、化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市场营销学、组织行

为学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市场营销学、

组织行为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第 6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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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渠道冲突、构建良好的企业产品终端销售系统，从而具备基本的从事市

场营销活动和分销渠道管理的技能。

应用商业和经

济统计

该课程主要介绍在商务经济活动当中常用的一些统计描述和统计推断的方

法，是进一步学习其它专业课程的基础。主要内容包括如何使用图形和统

计指标对数据进行整理和描述、抽样分布、点估计、区间估计、假设检验、

列联表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课程的教学中将包含计算机统计分析

软件 EXCEL 的使用。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统计学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知识，能够初步根据具体任务和条件从事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

结合自己的专业，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做好定量分析，以适应各类问题的

实证研究、科学决策和营销管理的需要。本门课程的目的和任务：（1）为

商务经济管理提供统计调查、资料整理汇总和统计分析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2）为进一步学习有关统计的专门知识，奠定理论和方法基础；（3）为

学习其它经济、管理课程和从事营销研究工作提供数量分析的方法。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统计学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统

计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第 4学期。

营销策划

营销策划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其任务是将前期所学的理

论知识，在老师的指导下，结合营销策划的理论体系和科学流程，模拟或

者结合实际企业，撰写策划方案和有条件实施。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帮助

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为未来走上工作岗位从事营销策划活动奠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微观经

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消费者行

为学、市场调查与预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第 6学期。

市场营销专业

英语

市场营销专业英语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必修课程。教学内容以

市场营销学英文原著教材和少量的营销期刊文章为主，集英语语言和营销

专业知识的学习为一体。教学内容涵盖营销管理原理、市场调查、营销战

略、产品策略、价格策略和促销策略等领域，目的在于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熟悉并掌握营销英文专业术语、知识及营销理念；在训练营销专业

英语文献阅读能力的同时，使学生熟悉并掌握专业英语的文体结构、风格

特征及修辞技巧，提高学生专业英语阅读和翻译的能力；帮助学生将营销

理论和语言技能相结合，进行英文资料的查找、阅读，提升营销理论研究

和从事国际市场营销活动的能力，更好地完成营销学术论文写作和对外营

销实践的任务。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大学英语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

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

大学英语，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第 5学期。

商务谈判与沟

通技巧

商务谈判与沟通技巧是一门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应用性专业课程，主要

介绍商务谈判的有关知识、技巧方法，具有知识面广、法律性强、实践性

强、系统性强的特点，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本课程以实际商

务工作对商务谈判人员的素质与能力为导向，以学生商务谈判素质和技能

的培养为目的，以理论够用为原则安排教学，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商务谈判

意识，熟悉商务谈判的流程，掌握商务谈判的技能。本课程是营销类专业

最基础的课程，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人文素质修养和商务基础知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微观经

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或第 6学期。

营销工程

营销工程是一门建立在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统计学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

之上的应用科学。与传统的市场营销课程主要侧重市场营销的概念、经验

与定性研究不同，营销工程主要侧重于运用量化模型、数理统计和计算机

仿真等工具，通过整合营销基本理论知识、营销决策模型、营销信息系统

以及营销案例库等，来帮助营销人员实现决策的数量化、流程化、科学化

和规范化，以提高营销决策的科学性和营销绩效。

在大数据时代，随着移动通讯互联技术的普及，互联网沉淀的海量数据，

为企业精准定位和精准营销成为可能，因而营销工程这门课程变得尤为重

要，在营销专业中，该门课程为专业核心必修课。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统计学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统

计学、应用商业与经济统计，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服务企业设计

服务企业设计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一门方向必修课程。本课程拟通过规划服

务企业设计，帮助学生了解服务型企业的设计过程，有助于学生对服务型

企业的战略选择、业务规划、服务场景营造等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本课程

既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又侧重于创业型思维的建立，为学生在服务行业

就业和规划设计服务企业提供帮助。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服务营销学基础，先修课程为管

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

学、服务营销学、组织行为学，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或第 6学期。

服务顾客界面

管理

服务顾客界面管理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一门方向必修课程。本课程拟通过研

究服务消费者行为，帮助企业建立顾客关系，并通过规范员工和顾客行为、

场景营造、服务补救，提高顾客满意度。本课程既类似于服务业消费者行

为学，又强调基于消费者行为学基础上的服务操作层面设计，在员工和顾

客必须参与的服务行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服务营销学基础，先修课程为管

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

学、服务营销学、消费者行为学，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或第 6学期。

大数据思维

大数据思维是网络营销方向的重要课程，能够帮助学生掌握数据分析，适

应市场管理岗位的工作需要，本课程的目的是：（1）培养营销专业学生数

据分析意识和能力。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能够通过网络进行大数据搜集、

整理和分析，制定网络营销策略，具备通过不同的网络营销平台进行信息

发布和产品、品牌推广的能力。（2）切实运用数据分析技术。本讲义将突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管理信息系统基础，先修课程为

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

销学、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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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学生对营销数据的筛选和挖掘能力，使得学生在有数据材料的情况下，

实实在在地运用数据分析技术。（3）通过本课程能够将营销理论落地。由

于大数据意识和数据采集能力，学生能够将所掌握市场营销的定性、定量

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对市场进行科学调查与预测。

数字化营销

本课程是市场营销专业本科生的一门选修课程。课程将从网络营销的理论

基础、网络营销环境、网络市场调研、网络市场分析、网络营销战略计划、

网络营销组合策略、网络广告、微博营销、博客营销、SNS社区营销、视

频营销等方面，对数字化营销的理论和实务进行讲解。通过课程教学，使

学生在现代市场营销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网络经济下消费者行为的特

征，掌握以网络营销为主的数字化营销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使学生熟

悉网络经济下企业营销活动的运作过程，了解企业开展网络营销的主要策

略和手段，并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在具体的实践

活动中能够运用网络营销技能来分析和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管理信息系统基础，先修课程为

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

销学、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第 6学期。

网络营销平台

应用

网络营销平台应用是我校市场营销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也是支撑我

校网络营销特色的主干课程。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网络营销成为

企业的开展营销活动的重要方式，各种网络营销平台应运而生，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将帮助学生了解各种网络营销平台的特点和区别，掌握不同网

络营销平台运作的技巧，将来工作可以根据企业需求，迅速通过适当的平

台开展互联网营销。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更可以尝试通过网络营销平台

模拟创业，为今后的互联网创业奠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管理信息系统基础，先修课程为

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

销学、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第 6学期。

大客户管理与

关系营销

大客户管理与关系营销是一门以营销管理理论为基础，以互联网和电子商

务为平台和工具来研究和分析市场营销问题的应用课程。本课程作为营销、

电子商务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同时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新兴学科。它

的任务主要是介绍客户关系管理的基本概念、客户关系管理软件系统的基

本组成、客户关系管理在企业信息化中的位置及与其他信息系统之间的关

系；介绍一些 CRM产品的特点等。使学生掌握客户关系管理的基本概念，

了解信息技术在客户关系管理中的应用。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管理信息系统基础，先修课程为

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

销学、管理信息系统，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或第 6学期。

快速消费品营

销

本门课程是市场营销专业本科生的选修课，针对快速消费品营销进行教学。

课程侧重快消品营销实务的教学，通过对快消品营销概述、快消品行业现

状分析、快消品营销战略、快消品市场策略、快消品渠道策略、快消品终

端策略、快消品产品策略、行业基本术语等方面的讲解分析，帮助学生理

解快消品营销理论原理，了解并掌握快销品营销的核心技术和实用方法，

为将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消费者行为学基础，先修课程为

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市场营

销学、消费者行为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或第 6学期。

传统市场成长

驱动力

传统市场成长驱动力是我校市场营销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随着互联

网经济的迅猛发展，网络营销成为企业开展营销活动的重要方式，并对传

统市场形成了猛烈冲击。在这种背景下，传统市场该何去何从，如何成长，

成为摆在企业面临的难题。本课程通过对比传统市场和电子市场的区别，

论证传统市场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而对传统市场成长驱动力进

行分析总结。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帮助学生了解传统市场的重要性，掌

握驱动传统市场成长的方式方法。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市场营销学、消费者

行为学基础，先修课程为市场营销学、电子

商务与网络营销、服务营销学、消费者行为

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第 6学期。

酒类营销技巧

酒类营销技巧是一门建立在管理学、市场营销学、销售管理、轻工业市场

营销等学科基础上的一门应用学科。它主要结合学校轻工业传统优势和特

色定位，整合运用市场营销学等经典理论，以分析消费者需求为中心，运

用 STP战略以及 4P策略， 并结合相关案例，分析实际问题，努力将学生

培养成为具有一定的轻工行业知识背景，特别是酒类产品相关知识，帮助

学生在该领域树立一定的比较优势，能够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在营销专业中，该门课程为专业方向课。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市场营销学、消费者

行为学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市场营销

学、销售管理、轻工业品营销，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或第 6学期。

纸类营销技巧

纸类营销技巧是一门为市场营销本科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方向课程。 该课

程系统介绍纸品营销理论与技巧，并训练学生综合应用这些基础理论和基

本知识的能力。主要内容有：纸品营销概述、纸品营销环境分析、纸品消

费者市场和购买行为分析、纸品组织市场和购买行为分析、纸品市场目标

市场战略、纸品市场 4P组合策略等。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市场营销学、消费者

行为学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市场营销

学、销售管理、轻工业品营销，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或第 6学期。

销售管理

销售管理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同时是专业核心课程。作为市

场营销管理的一门分支学科，销售管理主要研究企业销售及其销售管理活

动过程的内容、规律及策略。该课程系统介绍销售管理基本理论知识和主

要实务，并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这些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能力。课程主要

内容有：销售计划、销售区域管理、销售人员招聘与培训、销售人员的激

励、销售人员的考评与薪酬、销售过程管理、客户管理等。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市

场营销学，先修课程为管理学、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6或第 7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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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风险管理

营销风险管理是市场营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在对营销风险的成因及本质

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构架了营销风险识别与衡量、营销风险控制与处理、

营销风险预警监视、营销管理决策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创新性，

对企业营销管理活动具有指导作用。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市场营销学、信息管

理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市场营销学、

管理与信息系统，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第

7学期。

商务英语

商务英语作为国际商务环境中应用的英语，是专门用途英语的一种。专门

用途英语的主要特点是应用性强，而商务英语是培养听说交际能力的主要

形式。该课程内容涉及日常问候、接听电话、约会安排、招聘面试、会议

组织、产品描述、价格谈判等商务活动，旨在培养学生在各种商务环境下

熟练运用英语知识与技巧的能力。本课程运用多样化的商务英语输入手段，

通过学习有关商务活动的实用材料，听录音磁带或 CD，看录像，使学生获

得生动、丰富、效果好的语言形式、语言知识、文化背景知识与信息的输

入，帮助学生熟悉并掌握主要的商务语言和用法，使学生获得语言交际、

商务知识和国际文化的了解能力，提高对外商务服务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市场营销学、大学英

语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市场营销学、

大学英语，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第 7学期。

企业战略管理

企业战略管理是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之一。它是反

映企业全面的、战略性和方向性的管理理论，是一门综合性课程。该课程

重点介绍企业内外部环境分析，特别是行业环境、行业竞争环境的研究、

价值链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总体战略、竞争战略，以及战略的实施与

控制等内容。突出企业战略在打造“百年老店”中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

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并且介绍了企业国际化经营、收购与兼并、战略联

盟等近年企业战略中的热点问题。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市场营销

学，先修课程为管理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第 7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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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代码：1204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掌握一般管理尤其是行政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具备组织策划、调查研判、沟通协调、应急处置、管

理经营等方面的能力，熟悉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和法规，能在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公共部门从事行政事务工作

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行政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公共政策分析、社会调查与统计、外语、公文

写作和办公自动化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备行政管理的基本能力及科研的初步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熟悉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了解我国的政治运转和行政管理工作的运行，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掌握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备较广博的学科知识；

3.掌握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以及系统分析、调查统计分析、定性定量分析、政策分析等基本的科学方法；

4.具备较强的行政管理能力，包括运用信息技术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社会调查研究能力，组织策划能力，对外公关和应急处置能力，

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等。

5.了解行政学的理论前沿及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动态；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

2.专业理

论厚度

3.专业精

神和素养

4.研究方

法

5.基本操

作能力

6.专业能

力

7.综合技

能

8.科学研

究

9.职业操

守

10.社会适

应终身学

习

11.认知成

长

管理学原理 √ √ √ √ √ √ √ √ √ √

经济学原理 √ √ √ √ √ √ √ √ √

政治学原理 √ √ √ √ √

社会调查技术与方法 √ √ √ √ √ √ √ √

社会学 √ √ √ √ √ √

公务员制度 √ √ √

比较政治制度 √ √ √ √ √ √

法学概论 √ √ √ √ √ √ √

组织营销 √ √ √ √ √ √ √

行政管理学 √ √ √ √ √ √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

理
√ √ √ √

公共政策学 √ √ √ √ √ √ √

政治学原理 √ √ √ √ √ √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 √ √ √ √

领导科学与艺术 √ √ √ √ √ √ √

公共组织绩效管理 √ √ √ √
社会保障 √ √ √ √ √

公共管理学 √ √ √ √ √ √

管理文秘 √ √ √ √ √ √

危机管理与实务 √ √ √ √ √ √

非政府组织管理与实

践 √
√ √ √ √ √

申论 √ √ √ √ √ √ √

西方行政学说史 √ √ √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以“德才兼备、家国情怀、领导气质、管理思维”为总体培养目标，在保持理论基础厚度的基础上强化学生操作技能，培养适应公

私部门行政岗位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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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干学科

公共管理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管理学原理、行政管理学、政治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公共政策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行政法、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社会调查（2分/2周）、学年论文（2分/2周）、毕业实习（4分/4周）、毕业论文（10分/15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0 8 24 17 24 22 25 34.5

要求学时 2336+30周 816 128 384 272 384 352 30周 272+30周
学分占比 100% 25.00% 5% 15.00% 10.63% 15.00% 13.75%% 15.62% 21.57%%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管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所有学分项目均达到最低学分要求，并达到毕业最低总学分要求；外语达到学校要求成绩；思想品行端正。经审查合格后授

予学位。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0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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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
Major）

1 16 1 考查 B121612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World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1 16 1 考试 B121611

小计 40.0 608 48 160 13 8.5 11 4.5 2.0 0.5 0.5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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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经济学原理

(The Principle of
Economics)

4 64 4 考试 B123301

高等数学 III（上）

(Advanced
mathematics III (1))

3 48 3 考试 B113105

高等数学 III（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III (2)

3 48 3 考试 B113106

线性代数 II
(Linear algebra II)

2.5 40 2.5 考试 B113122

政治学原理

(Politics Principle)
3.5 56 3.5 考试 B123304

管理学原理

(The principle of
management)

3.5 56 3.5 考试 B123308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2 32 2 考试 B123306

社会学

(Sociology)
2.5 40 2.5 考试 B123307

小计 24 384 3 9 10 2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7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演讲与口才

(Speech And
Eloquence)

1 16 1 考查 B128701

社会调查技术与方法

（Social Research
Method）

2 24 16 2 考试 B128702

应用文书基础写作

(Practical Writing)
1 16 1 考查 B128703

逻辑学原理

(Logic Theory)
2 32 2 考试 B128704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5 40 2.5 考试 B128301

公共关系学

(Principles of Public
Relations)

3 48 3 考试 B128304

办公室事务管理

(Office Affairs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128305

社交礼仪与技巧

(Sociality Rituals and
Skills)

2 32 2 考试 B128316

西方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the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2 32 2 考查 B128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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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制度

(Civil Service System)
2 32 2 考试 B128308

比较政治制度

(Comparative Politics
System)

2 32 2 考查 B128309

组织营销

(Organization
Marketing)

2 32 2 考查 B128310

法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law)
3 48 3 考试 B128311

小计 26.5 416 16 5 5 2 4.5 1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行政管理学

(Public
Administration)

3.5 56 3.5 考试 B124301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

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3 48 3 考试 B124302

公共政策学

(Public Policy) 3 48 3 考试 B124303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Contemporary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China)

3 48 3 考试 B124309

领导科学与艺术

(The Science and Art
of Leadership)

3 48 3 考试 B124305

公共经济学

(Public Economics) 2.5 40 2.5 考试 B124306

行政法学

Administrative Law 3 48 3 考试 B124307

社会保障

Social Security 3 48 3 考试 B124308

小计 24 384 12 6 6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公

共组

织管

理

公共组织绩效管理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2 32 2 考试 B125301

申论

(Consummate
Exposition)

2 32 2 考查 B125303

公共伦理学

(Public Ethics) 2 32 2 考试 B125304

电子政务

(Electronic
Government)

2 24 16 2 考试 B125305

小计 8 120 16 2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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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二企

业行

政管

理

谈判学

(Negotiation)
2 32 2 考试 B125306

会议接待与管理

（Conference
reception and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125307

企业伦理

(Corporate Ethic)
2 32 2 考试 B125308

办公自动化

(the Office
Automation)

2 24 16 2 考试 B125309

小计 8 120 16 2 2 4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中国思想史专题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2 32 2 考查 B126705

西方哲学史专题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2 32 2 考查 B126706

艺术史

(History of art)
2 32 2 考查 B126707

美学

(Aesthetics Theory)
2 32 2 考查 B126708

管理文秘

(Secretary Science of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126318

地方政府学

(Local Government
Study)

2 32 2 考试 B126302

统计学

(Social Statistics)
2 24 16 2 考试 B126303

危机管理与实务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2.5 40 2.5 考试 B126304

组织文化

(Organizational
Culture)

2 32 2 考试 B126305

非政府组织管理与实

务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2 32 2 考试 B126306

西方行政学说史

(A History of Western
Administrative
Theories)

2.5 40 2.5 考试 B126307

薪酬管理

(Payment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12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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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组织学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2 32 2 考试 B126309

城市管理学

Urban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126313

管理心理学

Managerial Psychology
2 32 2 考试 B126311

战略管理

Strategic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126312

小计 33 520 16 2 8.5 6 4 6.5 6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the Public welfare labo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the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B197003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B197004

认知实习

(Cognitive Practice)
1 1 1 考查 B127301

社会调查 I
(Social Survey I)

2 2 2 考查 B127312

社会调查 II
(Social Survey II)

2 2 2 考查 B127303

学年论文

(Term Paper)
2 2 2 考查 B127304

专业综合技能训练

(Skills Practice)
2 2 2 考查 B127305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4 4 4 考查 B127306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Paper)
10 15 15 考查 B127307

小计 25 30 2 2 2 2 2 19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原理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它以人类经济活动现象为

研究对象，着重研究经济活动规律，本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两

部分，主要内容有经济主体行为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分配理论、宏观

均衡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有助于提高

学生对经济现象以及管理活动中有关经济原理的认识，提升专业素养。

作为一门基础课程，该课程在管理专业中处于拓展

管理者素质和知识背景的基础性地位。修读本课程

学生应掌握经济学思维和分析方法，注重课程理论

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特别是与管理学等相关原理的

结合，思考管理中的经济动因，培养学生的理性分

析能力。本课程的模型化分析方法的掌握需要学生

提前预习和课后练习相结合。建议第三学期开设。

政治学原理

政治学原理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它以人类社会政治活动现

象为研究对象，重在探究公共权力的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本课程主要包括政治体系、政治意识、政治互动与政治发展等方面的内

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政治现象及其表象特征与发

展规律的认知力和分析力。

作为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该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

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修读本课程学生应掌握

政治理论、政府机构、政治互动等基本理论知识；

要强化对相关案例的学习与研究，注重课程理论性

与实践性的紧密结合；培养学生的基本政治素养与

讲政治、有信念的政治觉悟。建议第二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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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原理

管理学原理是行政管理专业的核心必修课。本课程主要介绍管理的基本

原理和方法，并以管理职能为框架，分别介绍决策、计划、组织、领导、

控制、创新等职能的含义、该职能与其他职能的关系，以及履行该职能

的原则、程序和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管理职能的主要

内容及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同时结合我国相关管理实践，能够对管理过

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和思考并尝试性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本课程是所有管理类课程的前导课，是学习行政

管理其他相关专业课程的基础，应该重点掌握各个

管理职能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使学生对管理

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和把握。在学生学习过程中，

应该注重理论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通过管理实践领

悟相关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建议第二学期开设。

专业英语

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必修课程，目的是帮助学生完成从基础英语到

专业英语的过渡。使学生具备在本专业领域的听、说、读、写能力，使

学生在学习掌握相关的基础英语和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英语

政治、管理、社会文化等方面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英语听、说、

读、写、译等方面的良好的技巧训练，掌握一定的科研方法，具有从事

翻译、研究、教学、管理工作的业务水平及较好的素质和较强的能力。

修读本课程的学生建议先修读《大学英语》、《管

理学原理》、《行政管理》等课程；学习过程中注

意本专业的专业知识、专业术语及其应用，多听，

多读，熟悉每一单元的课文内容，掌握陌生单词和

短语，要掌握相关的翻译技巧，根据英语与汉语习

惯熟练翻译；要多阅读相关的外文资料以开阔视

野，锻炼、提高运用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原理的

能力。建议第七学期开设。

社会调查技

术与方法

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该课程是教授管理专业学生如何

进行调查研究的课程。该课程从选题、方法、统计、撰写报告等方面全

面指导学习者进行学习，并学会处理抽象课题的具体化。《社会调查技

术与方法》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研究设计、选题与问题、分析单位、

研究内容、抽样、问卷调查、实验研究与内容分析、实地研究、定性研

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数据统计与分析、调查报告的写作。

该课程具有较强的工具性价值，本课程的学习是为

了解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报告的写作、数据的分类，

掌握数据的输入和基本处理，学会统计理论和实践

应用的结合，因此修读本课程要注意将所学知识与

实践相结合，努力提高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建议

第一学期开设。

逻辑学原理

该课程是基础选修课程，是一门关于思维的基础科学，属工具性学科。

通过对人类思维的逻辑形式、逻辑规律和逻辑方法的系统学习，以加强

逻辑修养，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逻辑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任务是使学生了解思维科学的研究对象、逻辑学研究

思维的特点、逻辑学与其它科学的关系、以及逻辑学的发展等；理解人

类思维的逻辑形式、基本规律、逻辑方法及相应的逻辑规则；掌握探求

新知识、准确地表达和论证思想、反驳谬误和揭露诡辩的逻辑工具。

该课程具有工具性、基础性等特点，概念、判断和

推理的相关知识原理比较抽象，学生在修读本课程

时首先要克服畏难情绪，在学好理论知识的同时注

重逻辑学习题的演练，自觉提高逻辑素养，增进学

习兴趣。 课堂上要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对于课

堂上的相关练习要自觉提高逻辑阅读能力，学会逻

辑分析，逐步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建议第二学期开

设。

组织行为学

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一门基础选修课程，在管理类课程体系中属于理

论应用学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把握组织中

个体、群体、组织、领导的心理和行为的特点及规律性，学会运用组织

行为学的理论和方法有效地激励人的行为，并能结合实践解决管理中涉

及到组织中人的行为的各种问题。

该课程具有边缘性综合性的特点，在学习本课程之

前，建议学生应先修完相关课程，特别是《管理学

原理》和《社会学》等课程；修读本课程要注意将

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努力提高理论知识的运用

能力，并掌握组织行为学的基本方法；课堂案例和

问题讨论建议分小组进行，要求学生事先进行充分

的准备，积极发言。建议第五学期开设。

社会学

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基础选修课程，本课程从人与社会、社会结构、

社会过程与社会变迁几个角度介绍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力图

从社会学理论和我国社会发展的两个角度介绍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和知

识，并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进行理性的思考。主要内容有：人的社会

化、社会互动、社会角色、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分层、社会制度、

社区、社会控制、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变迁等等。

本课程可以是《公共组织人力资源管理》、《领导

科学与艺术》、《社会调查技术与方法》等课程的

先修课程；修读本课程要注意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相

结合，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努力提高理论知识的运

用能力，并掌握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课堂案例和问

题讨论建议分小组进行，要求学生事先进行充分的

准备，积极发言。建议第二学期开设。

公共经济学

该课程作为行政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以《微观经济学》的

理论和研究方法为工具，研究如何在公共事务领域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

的关系，政府如何运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等问题。主要由

两个部分构成，一是介绍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二是把公共经济

学理论框架引向中国政府的公共管理实践，为后续公共政策、公共管理

等课程做好前期理论准备，同时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视角来解读分析公

共部门的行为，揭示其中规律。

学生在学习本课程之前首先要复习掌握前面所学

课程，尤其是《经济学》中“微观部分”的原理、模

型与研究工具，同时要简要复习“宏观部分”的基本

模型，在学习中要认识本课程对于后续专业核心课

程的理论准备重要性，提前研读大纲，了解本课基

本框架和体系。学习过程中要根据教师所讲原理，

收集、分析典型案例和材料，加深对于所学内容的

理解和运用。在学习中要积极讨论，不唯上不畏权

威，敢于提出个人的见解和认识。建议第四学期开

设。

公共关系学

该课程是以公共关系的客观现象和活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

的应用学科，是研究组织与公众之间传播与沟通的行为、规律和方法的

一门学科。公共关系是社会组织为了在公众中树立良好形象，运用传播、

沟通媒介和手段，与其公众结成的利益一致的社会关系。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公关的基本技能、技巧与方法，提高学生策划和

创意能力。

公共关系学与行政管理学、组织营销、组织行为学

等学科联系密切，应在以上必要课程开设的基础之

上来安排该课程的讲授。修读本课程学生应注意公

共关系管理的背景以及在当代中国公共关系管理

的社会实践与探索，强化对相关案例的学习与研

究，注重课程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紧密结合。建议第

六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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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思

想史

该课程是高等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系统讲授西方政治思想

史的历史背景、嬗变过程和核心理念以及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代表人物的

政治思想，重点介绍和分析一些政治思潮及其演变，使学生学会用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认识和分析西方政治思想，丰富学生有关西方

政治思想的知识容量，提高其政治思维能力。

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一门基础选修课程。修读

本课程学生要加强政治理论修养，增强政治敏锐感

和政治鉴别力；学生要从历史脉络中把握政治学的

发展；要充分理解并把握学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在

此基础上有助于理解学者思想的生发；要尽量读每

位学者的原著，以对其思想进行概括性把握。建议

第二学期开设。

公务员制度

《公务员制度》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一门基础选修课程，是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务员法》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借鉴外国公务员的相关制度，

重点介绍我国的公务员制度。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系统地掌

握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了解国家公务员的角色和职

能，培养正确的国家观和科学的从政观，为将来有志于参加国家公务员

考试的学生提供基础知识和帮助。

修读本课程之前建议修读《政治学原理》、《行

政管理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

建议系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具体

内容；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过程中能结合

典型材料和案例，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运用。

建议第五学期开设。

比较政治制

度

比较政治制度是行政管理专业的重要选修课程之一，作为政治学的一门

分支学科，本课程主要对当代世界主要类型的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主

要特色和发展趋势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学习本课程有助于学生更

深入的了解各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情况，以及进一步认识我国政治制度的

特点和优势。

本课程与政治学原理、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以及公

务员制度等课程相互交融、彼此映照。修读本课程

要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宪政、元首、选举、政党等制

度有明确的认知；能够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具

备客观认识、专业分析国际政治问题的能力。建议

第六学期开设。

组织营销

组织营销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主要介绍组织营

销的基本原理、营销理念的发展历程、营销的流程、营销组合设计及营

销管理。主要内容包括：组织营销概述；组织营销的理念；组织营销环

境；组织营销的流程设计；营销组合设计；营销的计划、组织与控制；

特殊领域的市场营销。

修读本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

理、社会调查技术与方法、组织行为学的学科理论

基础。学生需要在掌握组织营销理论的基础上，有

能力对目前的营销现象及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并

根据所学的组织营销知识进行营销产品设计和创

业营销构想。建议第六学期开设。

行政法学

行政法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主要讲授行政法的基本理论、原

则与规范，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通过学习增益法律知识，提高法律素养

与能力，塑造人文精神和法治理念。主要内容有：行政法基本理论；行

政主体法律制度；行政行为制度；行政程序制度；行政救济制度。

修读本课程需具备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相关专业知

识，学习中需要进一步对上述知识进行回顾和反

思，并与本课程勾连；要强化案例的学习，达到对

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尤其是对社会的热点问题

要进行及时挖掘；可以划分若干小组对经典案例进

行争辩，以强化对理论的思考。建议第六学期开设。

行政管理学

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也是专业核心课

程。该课程主要学习和研究政府机关对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以及机

关内部事务管理的客观规律，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建立起关于行政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初步了

解行政管理学的主要理论规范和一般研究方法，具备一定的分析和解决

实际行政问题的能力。

修读本课程学生建议先行修读《管理学原理》、《政

治学原理》等课程；学习过程中要注意课程的理论

进展和实践动态，要注意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

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了解当代中国行政管理的社

会实践，强化对相关案例的学习与研究，能运用课

程理论知识分析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建议第四学

期开设。

公共部门人

力资源管理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核心必修课。本课程主要

介绍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各个基本职能，职能的发展状

况等。主要内容有：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概述；职位分析；招

聘；培训；绩效管理；薪酬管理；职业生涯管理。

修读本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基

础，通过对理论的研究和管理技术方法的学习，结

合我国公共管理的实践，能够对公共部门中的人力

资源管理问题进行探讨和思考并尝试性提出解决

问题的方案。建议第四学期开设。

公共政策学

公共政策学是行政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是一门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

象，探求政策实质、原因和结果，以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为目标

的重要课程。本课程主要讲授公共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具体包括政策

问题的确认与目标的确立，政策方案的出台与合法化，政策的执行与监

督以及政策的评估与调整。

修读本课程前，学生应具备一定的经济学、行政管

理学、管理学原理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为政策分析

奠定理论基础。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能够全面把

握公共政策分析的过程，并具备应用所学知识分析

政策案例，提出政策建议的能力。建议第六学期开

设。

当代中国政

府与政治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学科指导委员会所确

定的高校行政管理专业 14门核心课程之一，本课程主要讲授当代中国

政府与政治的基本理论、政治制度内容以及政府与政治的现状。具体内

容：政府与政治的基本概念和内涵进行；政治制度的基础——宪法；各

个国家机关进行分析；国家机构的输出——公共政策；政治文化。

本课程是政治学、社会学、行政管理学等课程的延

伸。修读本课程要对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政府的实际

运作要有明确的认知，然后结合上述课程对政治现

实进行思考。通过对组织、职能、权力、过程的详

细考察以及结合社会的热点问题进行思考。建议第

五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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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科学与

艺术

领导科学与艺术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本课程是研究领导活动

的规律及其有效运用的一门学科，主要内容是以领导活动过程为依据，

以领导活动的规律为主线，将领导理念、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领导工

作职责、领导者素质、领导方法与艺术等内容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实践

性和可操作性很强的知识体系。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掌握行政领导

学的基本理论和实务，把握行政领导的规律，为未来进行科学的行政领

导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修读本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等相关

学科的理论基础。学生修读过程中应该注重理论学

习与领导实践案例分析相结合，正确把握领导活动

的要素和规律，全面掌握领导的内容和职责，科学

预见领导的前景和趋势，从而加深对现代领导规律

的认识，培养和提高现代领导技能，为国家高层次

人才准备力量。

公共组织绩

效管理

公共组织绩效管理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方向课。本科成主要介绍公共

组织绩效管理的基本原理、管理流程、管理的技术和方法等。主要内容

包括：公共组织绩效管理理论概述；公共组织绩效管理流程；目标管理；

平衡计分卡；关键业绩指标；标杆管理等。

修读本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

理的学科理论基础。在学习过程中，学生要充分参

与到案例分析与讨论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体

会公共组织绩效管理的特殊性、可能遇到的问题及

有效的解决方案。学生应具有一定的提出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建议第五学期开设。

社会保障

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方向模块课程，主要介绍社会保障的一些

基本理论。通过学习，学生应该掌握社会保障的基本原理，了解社会保

障模式、体系构成，特别是要掌握我国目前社会保障改革发展进程，熟

悉社会保障相关法规，初步具备从事社会保障工作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并涉猎社会保障实务的相关规定和程序，为未来从事相关工作打下较为

坚实的基础。

学生学习中的实际工作能力培养是重中之重，学生

应提前研读教学大纲，掌握大纲中的要点和重点，

提前涉猎目前主流社会保障模式及典型国家的做

法，以提高学习效果和效率，以备课程中适当增加

实务类和政策类内容的学习和演练；同时作为方向

出口课程，要在学习中熟悉和研读我国社会保障的

相关法规、条例，结合典型材料和案例进行解读和

分析，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建议第四学期开

设。

申论

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是以公共部门工作人员所

必备的素质和能力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结合当前我国人事考试制度特

点，重点介绍《申论》考试的命题趋势、题型、答题思路。通过该课程

的学习，可以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申论》考试的特点和考察要素，了解

公共部门工作人员所必备的素质要求，为参加人事考试的学生提供基础

知识、培养基本能力。

修读本课程之前建议修读《政治学原理》、《行政

管理学》、《应用文书基础写作》等课程；建议学

习新华网、人民网、半月谈、人民日报等主流官方

媒体分析问题的立场、角度和思维模式；培养在实

践中贯彻落实大政方针的能力。建议第六学期开

设。

公共伦理学

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选修课。该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公共伦理的主

体与客体及其内在关系，清楚公共管理主体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与品德

素养，不仅使学生在原有公共管理学知识的基础上对政府及非政府组织

等公共管理主体在处理公共事务中的责任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而

且对公共伦理学如何调整公共管理主体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有更加

深刻地探讨，并试着学会以伦理学视角去思考管理学的基本问题，对公

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有为人性的理解。

该课程在专业课程结构中属提高性课程。在学习过

程中建议学生要注意课程的理论进展和实践动态，

要注意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有关理论和实践问

题，了解公共伦理的主体与客体及其它们之间的关

系，清楚公共管理主体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其及品

德素养，了解当代中国行政管理的社会实践，强化

对相关案例的学习与研究，能运用课程理论知识分

析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建议第三学期开设。

电子政务

《电子政务》为行政管理专业方向课，主要讲授电子政务的基本原理、

电子政务的建设和规划、电子政务的信息资源和数据库建设、电子政务

的应用系统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电子政务的整体

发展战略，把握电子政务建设的方向，熟悉信息化和电子政务的内容，

以及如何运用电子政务，以适应我国电子政务高速发展的需要。

《电子政务》作为管理科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

的课程，必然要求习本课程之前应很好地掌握管理

学、计算机基础、网络与数据库等课程的知识；修

读该课程应能利用计算机搜集、索取、存储、展示、

交流政务信息；学会政务资源的分析、共享和交流、

能利用网络进行协同工作。建议第五学期开设。

管理文秘

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是一门来自实践并将最终运用

于实践的综合性应用课程，“重于做”而不是“重于知”这是《管理文秘》

与其它理论性课程不同的教学主旨。通过理论知识、专题讨论、案例分

析、专业实践等环节，做到理论与实践、课堂与社会相结合，使学生从

理论上、实践上真正掌握现代秘书系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的专

业技能，缩短社会适应期，尽快进入社会工作角色，为社会事业、地方

经济服务。

本课程主要运用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公共关

系的基本原理指导实践，并丰富和发展其原理。修

读本课程的学生建议先修读《管理学原理》、《公

共关系》等课程；学习过程中勤于思考，积极发言，

对于相关案例，充分运用所学的理论和相关知识，

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要有创新精神。 建议第三学

期开设。

地方政府学

该课程是为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开设的一门选修课。本课程从基础知识、

地方政府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的发展以

及国内外地方政府的比较等诸方面，开展对地方政府的研究和学习。通

过本课程的教学，掌握地方政府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和基本知识，

培养从事政府工作或其他相关部门工作的能力，培养和提高学生服务于

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

该课程是在了解了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及体系的

基础上，为加强国家行政管理的能力，增加学生对

地方政府管理的理解所进行的相关领域内知识的

强化和细化，因此修读本课程之前建议修读《政治

学原理》、《行政管理学》等课程；注意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学习过程中能结合典型材料和案例，加

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运用。建议第五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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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

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选修课程，是教授数理统计相关理论和实践的

一门课程。本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包括：统计学的基本概念、统计表、统

计图、集中趋势、离散趋势、常用统计分布、概率、参数估计、假设检

验、相关与回归、方差分析、时间序列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

生能够掌握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础理论知识，并能够结合管理专业的

特点，学会迅速解决本专业数据处理的相关方法。

修读本课程需要具备高等数学、管理学和社会调查

技术与方法等相关学科理论基础。学生修读该课程

应该从数据的形象认识和具体处理入手，通过学习

一定的数理统计和数据处理方法，能够有效利用数

据处理和分析获得相关信息，更好的认识和掌握管

理活动规律。建议第四学期开设。

危机管理与

实务

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的一门选修课，属于专业课程体系细分领

域，也是近几年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该课程主要讲授公

共危机管理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当今进

行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掌握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概念、基

本过程和基本原则，培育学生的危机管理意识，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素

质与能力。

修读本课程学生应掌握政治理论、政府机构、政府

管理等基本理论知识，建议先行修读《管理学原

理》、《政治学原理》、《行政管理学》等课程；

要注意公共危机管理的时代社会背景以及在当代

中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社会实践与探索，强化对相关

案例的学习与研究，注重课程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紧

密结合。建议第六学期开设。

非政府组织

管理与实务

该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任选课，以管理学、公共组织管理、领导

科学等课程为前设课程，主要讲述非政府组织及其管理的基本理论和相

关制度，对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产生与发展，对

非政府组织治理及其相关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期望能为我国非政府组

织的健康发展提供建议和帮助。通过学习学生要掌握非政府组织管理的

基本理论和方法，结合课程安排和专业其他实践环节，初步具备非政府

组织管理的知识和技能。

学生在学习前要认真研读教学大纲，了解专业定位

及课程宗旨，在学习中要做到：积极收集课程的理

论进展和实践动态，特别是国外理论最新成果；要

与教师积极互动，结合典型材料和案例，积极发言，

畅所欲言，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根据课程定

位，在教与学中要打破常规，适当增加实践方面的

锻炼和模拟，增强课程间、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环

节的联系和衔接。建议第四学期开设。

西方行政学

说史

西方行政学说史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主要分析西方行政学在

不同的历史时段的演进，阐述不同阶段学者的行政学思想。通过本课程

学习有助于学生全面洞悉行政管理学的各种理论、观点的演变及其相互

之间的影响,深化对西方行政学产生、发展和演变历史的认识，深化对

我国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认识。

行政学的学科大厦来自于一点一滴的累积，学生要

从历史脉络中把握行政学的发展；要充分理解并把

握学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在此基础上有助于理解学

者思想的生发；要尽量读每位学者的原著，以对其

思想进行概括性把握。建议第三学期开设。

薪酬管理

薪酬管理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任选课。本课程主要介绍薪酬管理的整

体理论，薪酬的结构分析和薪酬管理的技术方法，使学生在掌握薪酬管

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对薪酬的构成进行解读，并有能力进行薪酬

设计和分析。主要内容包括：薪酬管理的概述；基本薪酬；可变薪酬；

福利。

修读本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

理、公共组织绩效管理等学科理论基础。在学习过

程中能针对薪酬管理的设计原理进行思考，结合实

践与案例，在讨论中学会薪酬管理的技术和方法，

并形成对薪酬构成案例进行分析和判断的能力。建

议第六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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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服务外包智能移动开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代码：1201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系统思想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以及信息组织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方法与技能，具备

系统开发能力，具备对信息进行组织、分析处理、传播与开发利用的基本能力，能在国家各级管理部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科研单

位等部门从事信息管理以及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施、管理和评价等方面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尤其是专于智能移动开发方向的高

级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经济、管理、信息管理、计算机技术及信息系统开发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系统分析和设计方法以及信

息管理方法的基本训练，具备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与能力:
1.掌握现代经济管理的基本思想、理论和方法；

2.掌握信息系统及网站开发的分析方法、设计方法和实现技术；

3.具备组织、分析处理、传播与开发利用信息的基本能力；

4.具备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5.了解本专业和相关领域的发展动态；

6.具备智能移动开发的能力；

7.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备一定水平的听说读写与利用能力，并能够熟练阅读和翻译本专业外文资料。

8.掌握中外文献资料查询、检索以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数学思

维、表达与

沟通能力

2.健康的

身心，人生

规划的意

识

3.创新创

业精神

4.现代经

济管理思

想

5.智能移

动开发能

力

6.信息提

取、组织与

利用能力

7.信息系

统及网站

开发的分

析与设计

方法

8.信息规

划与全局

把把控能

力

9.文献查

找、跟踪专

业前沿的

能力

10.具备外

语的听说

读写与利

用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大学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

管理学 √

经济法 √
计算机组成原理 √

微积分(上) √

微积分(下) √
微观经济学 √

网络技术基础 √ √ √ √

宏观经济学 √
线性代数Ⅱ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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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 √ √ √ √

管理统计学 √
管理信息系统Ⅱ √ √

会计学 √

信息管理学 √ √ √
专业英语 √ √

现代企业管理Ⅰ √

企业信息资源管理 √ √ √
c语言高级程序设计 √ √ √ √
企业资源计划 √

IT项目管理 √
程序设计基础（C） √ √ √ √
数据库原理 √ √ √ √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C++) √ √ √ √
Java（SE）程序设计 √ √ √ √
运筹学 √ √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OO）
√ √

网络数据库（Oracle） √ √ √ √

网站设计技术（JSP） √ √ √ √

JavaEE框架设计 √ √ √ √
Android开发技术 √

Android高级开发技术 √

IOS开发技术 √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 √

软件工程 √ √ √ √
电子商务 √
决策支持系统 √ √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 √
编译原理 √ √ √ √
学科前沿课程Ⅰ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管理认识实习 √ √ √ √ √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设

计
√ √ √ √

Java实训 √ √ √ √
JavaWEB实训 √ √ √ √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课程设计
√ √ √ √

企业级开发实战实训 √ √ √ √
毕业实习 √ √ √ √ √ √
毕业设计（论文） √ √ √ √ √ √

四、专业特色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迎来爆发性增长，整个互联网呈现从 PC端向手机端迁移的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移动互联网各细分行业

均存在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和创新空间以及就业机会。在此背景下，我校整合各方面的优质资源，采取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开设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服务外包智能移动开发）专业。在本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一方面有效利用我校多年建设形成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优

秀教学团队和教学设施，另一方面充分发挥 QST青软实训移动开发实战专家的特长。学生入学前三年在校内接受全面系统的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理论知识的教学，第四年到 QST青软实训进行智能移动开发的实战培训，使学生成为理论扎实技术精通的高级智能移动开

发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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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干学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管理学、经济学、经济法、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管理统计学、运筹学、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结构与数据库、计算

机网络基础、网站设计技术、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Android开发。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管理认识实习、《管理信息系统》课程设计、Java实训、JavaWEB实训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设计、

企业级开发实战实训、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39 8 35.5 6 17.5 21 33 34.5

要求学时 2368+33周 784 128 584 120 344 296 33周 480+33周
学分占比 100% 24.38% 5% 22.19% 3.75% 10.94% 13.13% 20.63% 29.38%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管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管理学、经济学基础理论，掌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智能移动开发的基本方法和专业技能，具

备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开发（尤其是智能移动开发）方面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从事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开发（尤其是智能移动开发）工作，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39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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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and policy4）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大学体育（1）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1））

1 32 1 考试 B151001

大学体育（2）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2））

1 32 1 考试 B151002

大学体育（3）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3））

1 32 1 考试 B151003

大学体育（4）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4））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sMajor）

1 16 1 考查 B081301

小计 39.0 592.0 0.0 32.0 160.0 12.0 8.5 11 4.5 2 0.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

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5.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管理学

（Management）
2.5 40 2.5 考试 B083003

经济法

(The Law of Economic)
2 32 2 考试 B083004

计算机组成原理

（Computer
Composition Principle ）

2 32 2 考试 B083302

微积分(上)
(Calculus (Volume 1))

4 64 4 考试 B11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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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下)
（Calculus (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8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3 48 3 考试 B083001

网络技术基础

（Network Technique
Foundation）

2 32 2 考试 B083304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2 32 2 考试 B083002

线性代数Ⅱ

（Linear algebraⅡ）
2.5 40 2.5 考试 B113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Probability Theory &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

3 48 3 考试 B113123

数据结构

（Data Structure）
3 32 32 3 考试 B083305

管理统计学

（Management
Statistics ）

3 48 3 考试 B083306

管理信息系统Ⅱ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Ⅱ）

2.5 40 2.5 考试 B083307

小计 35.5 552 0 32 0 10.5 9 5 8.5 2.5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会计学

(Accounting)
2.5 40 2.5 考试 B088508

信息管理学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8301

专业英语

(Specialty English)
2 32 2 考试 B088302

现代企业管理Ⅰ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Ⅰ)

2 32 2 考试 B088412

企业信息资源管理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2.5 40 2.5 考查 B088303

c语言高级程序设计

(Advanced Programming
in C )

3 32 32 3 考查 B088304

企业资源计划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3 40 16 3 考查 B088305

IT项目管理

(IT Project Management)
2.5 32 16 2.5 考查 B088306

小计 19.5 280 0 64 0 0 4 8 7.5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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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7.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程序设计基础（C）
(Programming
Fundamental in C)

3 32 32 3 考试 B084301

数据库原理

(Principles of Database)
3 32 32 3 考试 B084302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C++)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C++))

3 32 32 3 考试 B084303

Java（SE）程序设计

(Java（SE） Program
Design)

3 32 32 3 考试 B084304

运筹学

(Operation Research)
3 48 3 考试 B084305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OO）
(Information System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Object-Oriented))

2.5 40 2.5 考试 B084306

小计 17.5 216 0 128 0 0 3 6 3 3 2.5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5.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网络数据库（Oracle）
(Web Database (Oracle))

2.5 32 16 2.5 考试 B085301

网站设计技术（JSP）
(Website Design
Techniques (JSP))

2.5 32 16 2.5 考试 B085302

JavaEE框架设计

( Website Design
Techniques (JSP))

3 40 16 3 考查 B085303

Android开发技术

(Android Development
Techniques)

2.5 32 16 2.5 考查 B085304

Android高级开发技术

(Advanced Android
Development
Techniques)

2.5 32 16 2.5 考查 B085305

IOS开发技术

(IOS Development
Techniques)

2.5 32 16 2.5 考查 B085306

小计 15.5 200 0 96 0 0 0 0 2.5 2.5 3 7.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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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5.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

(Logistics Management
in Ecommerce)

2 32 2 考查 B086301

软件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2 32 2 考查 B086303

电子商务

(Electronic Business)
2 32 2 考查 B086304

决策支持系统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2 32 2 考查 B086305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Data Warehouse and
Data Mining)

2.5 32 16 2.5 考试 B086306

编译原理

(Compile Principle)
2 32 2 考试 B086307

学科前沿课程Ⅰ

(Advanced Subject
courseⅠ)

2 32 2 考查 B086308

小计 14.5 224 0 16 0 0 0 0 2 4 8.5 0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33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管理认识实习

（ Management Acquaintance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87301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设计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curriculum design）

1 1 1 考查 B087302

Java实训（Java Training） 3 3 3 考查 B087303

JavaWEB实训

（JavaWEB Training）
3 3 3 考查 B087304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设计

（《Information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 curriculum design）

1 1 1 考查 B087305

企业级开发实战实训

（ Enterprise Development of
Actual Combat Training）

6 6 6 考查 B087306

毕业实习

（ Graduation Practice）
6 6 6 考查 B087307

毕业设计（论文）

（Bachelor Degree Thesis）
10 12 10 考查 B087308

小计 33 33 2 0 1 0 4 4 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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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

科专业概论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作为一门专业引导性课程，对大一新生开设。

该课程以提高专业认识和专业兴趣为目的，具体内容包括：科技发展概论、

管理科学概述、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概述、我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服务外包智能移动开发）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互联网营销）

的培养目标和培养体系、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管理学

管理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是一门系统地研究管理活动的普

遍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也称一般管理学或管理学原理。本课程的主要

内容包括：管理学概论，主要解释管理学的基本概念，介绍中外早期的管

理思想、管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特点；基本的管理理论，具体介绍主要

的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管理方法；管理的职能，从计划、组织、领导、

控制等管理的具体职能详细讲解管理活动的内容；管理理论的新发展，具

体介绍最近几年国内外管理学科的最新成果，讲解管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

况与新问题。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教与学，学生能正确理解管理的

概念，掌握管理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并能综合运用，初步

掌握解决一般管理问题的能力，为以后学习其它专业课程和为日后的管理

工作奠定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本课程重点讲

授管理学特别是企业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

观念、基本管理方法和技巧，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学生可以获得管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及技

能，为以后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必要的知识储

备。

经济法

《经济法》（非法学专业）是高等学校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学生的一门

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经营管理

人才。与其他课程相比，经济法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法的内

容广泛而丰富，因而教材内容也涉及较广；二是经济法更新速度快，因而

教材的内容也在不断的补充和修改；三是经济法的理论性强、实际操作性

强，因而要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针对以上特点，经济法的教学必须做到

规范与灵活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教学内容上，并非按照法学专

业的经济法内容体系，除经济法基础理论、市场主体法之外，还特意增加

了公司法、合同法等民商法的内容，力争为学生打下扎实的经济法学基础，

为学生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和法学方面的深造创造良好条件。

本课程是经管类所有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作为

法学、管理学在法律学科上的运用,它与经管类

大部分课程的联系非常紧密，要求学生在学习

了经济法课程以后再深入研究别的课程。

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是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国家教育部

确定的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微观经济学是关于市

场机制的经济学，它以价格为分析的中心，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市场中

个体的经济行为，它从资源稀缺这个基本概念出发，探讨不同微观经济主

体基于自身利益在不同环境条件下所表现出的行为特征，说明其对社会经

济相关变量产生影响的方式及其结果。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供求理

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分配理论、

福利经济学以及市场失灵等。对于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解现

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将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观点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掌握微观经济

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对微观经济运行有

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建立起对微观经济运行分析的基本思维框架，培养

学生综合运用理论分析现实经济现象的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其它专业课程

和专业研究打下理论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通过学习高等数

学，使学生具备微积分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

最优化的基本分析方法，为学习微观经济学提

供必要的数学分析工具。本课程重点讲述微观

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为进一

步学习专业课打下坚实的基础。

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经济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

规律，揭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宏观经济变化规律以及政府的经济政

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其内容包括古典理论（长期中的经济问题）、增长

理论（超长期的经济问题）、经济周期理论（短期中的经济问题）和宏观

经济政策等。该课程的学习能够提高学生对于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

观察和分析能力，能够理解国家各种政策出台的经济背景，提高其经济学

意识和思维方式，逐步培养学生的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和独立学习、独立

分析能力；同时也为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是工

商管理类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和微观经济学。通

过学习高等数学和微观，使学生具备微积分和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最优化和均

衡的基本分析方法，为学习宏观经济学提供必

要的理论知识和分析工具。本课程重点讲述宏

观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

计算机组成原

理

本课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服务外包智能移动开发）专业的一门专业

基础必修课程。课程主要讲述计算机硬件系统的基本组成原理与运行机

制。课程从组成硬件系统的五大部件出发，讲解了各组成部分的工作原理、

设计方法以及构成整机系统的基本原理。主要内容有：计算机系统概论；

系统总线和输入输出系统；存储系统；运算方法；指令系统；中央处理器。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683



网络技术基础

网络技术基础是面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

必修课。课程主要介绍了计算机网络领域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技术。主要

内容包括数据通信基础知识、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因特网及应用、网络

互连与因特网基础、局域网、广域网、常用的网络设备、网络操作系统等

内容。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计算机组成原理，后续课

程包括：网站设计技术、电子商务、网络数据

库、B/S 模式及 C/S 模式程序设计及软件开发

等。通过学习计算机组成原理，使学生了解信

息在计算机内部的存储形式及计算机在自动解

题过程中数据信息的加工处理流程，从而进一

步加深学生对计算机硬件的组成及整机的工作

原理的理解，为学习本课程提供了知识储备 。

课程重点讲授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数据通

信的基础知识、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因特网

及其应用、网络互连与因特网、局域网体系结

构及介质访问控制方法的原理等。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重要基础技术课程，通过讨论数据

的各种逻辑结构、物理结构以及相关算法，使学生能根据实际问题的需要

选择合适的数据结构和设计算法，并为学习数据库、操作系统等后继课程

打下基础。

本课程的内容包括对基本的数据结构：线性结构、树型结构和图形结构进

行了较全面的介绍，要求学生学会分析要求计算机加工的数据对象的特

性，以便选择适当的数据逻辑结构和存储结构以及相应的算法，并初步掌

握算法的时间分析和空间分析的技巧。另外，还包括了两种计算机解决问

题时最常用技术：排序和查找的学习。数据结构学习过程也是进行复杂程

序设计的训练过程，训练学生应用各种典型算法进行具体应用问题的程序

设计，要求学生书写的程序结构清楚，正确易读。

本课程为专业基础课，在一门语言课作为先行

课的基础上，作为其他专业主干课程的先行课。

管理统计学

管理统计学是一门用统计学方法和理论研究管理问题、经济问题的应用性

学科。它是一门以经济与管理理论为基础，采用描述和推断的方法来对社

会经济和管理现象中研究对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发展变化趋势及规

律进行研究，最终解决管理和经济问题的学科；同时它还是一门应用性的

方法论科学，以数理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不断吸收信息论、控制

论、系统论和决策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使统计职能从反映和监督拓展到

推断、预测和决策的学科。这说明管理统计学除了要应用一般的统计方法

外，还必须以有关管理和经济的理论为指导，并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如核

算方法、综合评价方法、预测方法等。总之，管理统计学是认识社会经济

现象的有力武器，是宏观微观管理、企业管理、管理研究等的重要工具。

管理学、微积分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管理统

计学的基础，管理统计学是研究数据规律及内

在经济含义的重要工具。

管理信息系统

Ⅱ

《管理信息系统》是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各专业九大核心课程之一，它是

在管理科学、信息科学、行为科学、计算机科学、决策科学、系统科学和

通信技术等学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具有边缘性、

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学科，主要研究企业内部信息系统的组织、开发和管理，

既具有较深和较宽的理论基础，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本课程要求学生在初步具备管理学知识和计算

机知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系统分析与设计技

术分析和开发管理中常用的信息系统，为本专

业的编程类课程的学习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会计学

本课程主要介绍基本的会计理论、会计概念和会计方法；会计信息的产生

过程和会计信息的报告方法；工业企业中各类常见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方

法；财务会计报表的阅读、理解和分析应用方法。课程的学习可以帮助学

生具有正确分析和解决企业财务会计一般问题的能力，能阅读和编制基本

会计报表；进行与报表相关的财务评价指标的基本计算，为今后的经济管

理类工作提供一定的知识铺垫。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经济法、税

法等，其后续课程可以为财务报表分析、财务

管理等相关课程。它是本科非会计专业的一门

必修课程。

信息管理学

信息管理学是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的专业基础课。主要讲述信息的本质、

信息的特征、信息的种类、信息产生的过程、信息生产的主要机构及信息

如何传播等基础知识，然后在此基础上介绍微观信息产品的管理、中观信

息系统的管理、宏观信息产业的管理的一般理论、原则和方法，并能结合

实际恰当地运用这些原理和方法。

本课程以管理学为先先修课，是信管专业课的

基础。

专业英语

当前，西方国家在信息技术的开发与使用方面处于领先位置，很多的相关

理论方法与工具的阐述，都使用了英语进行描述。为了提高学生阅读英文

专业文献的能力，开设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英语。本课程的目的是让

学生掌握信息管理专业的常用英语词汇和专业术语；了解科技英语语法；

通过对习惯用语、固定搭配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科技英语文献的结构特点；

从句子、段落和篇章等不同层次阐述科技英语的翻译方法，使学生会较熟

练阅读英文信息管理科技文献。

本课程以大学英语和信息管理学为先修课，为

后续专业课的英文辅助资料的阅读奠定基础。

现代企业管理

Ⅰ

本课程是面向工商管理学院财务管理、会计学、会计（金融外包）、国际

商务、市场营销等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这门课程的开设对于提高人力

资源管理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学生的能力有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

统计学、管理学等课程，使学生具备数学、经

济学、管理学的初步理论知识；获得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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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非常重要而意义。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现代企业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理论、现代

企业商业模式、现代企业运营管理基础、现代企业运营战略管理、现代企

业生产管理、现代企业质量管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概念；掌握

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原理、理论和方法；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企业管理论和

方法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以适应现代企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要。

的基本理论知识及技能；掌握数学分析工具、

管理学理论、市场供求理论的基本原理，为学

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课程重点讲

授现代企业管理特别是现代企业管理学的基本

理论、基本观念、基本管理方法和技巧,为进一

步学习专业课程打下良好基础。

企业信息资源

管理

企业信息资源管理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一门基础选修课，本课程

主要讲述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管理、企业信息主管等基本概念，信息资源

在组织发展中的战略意义；信息资源管理的主要理论、信息资源管理的内

涵、特征，实现信息资源管理的信息技术；信息资源的组织管理、过程管

理和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手段；信息资源的战略规划、战略模

型以及为获得竞争优势而进行竞争信息资源建设的理论和方法。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信息管理学等知识基

础，先修课程为信息管理学等课程，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3学期。

C语言高级程

序设计

《C语言高级程序设计》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

选修课，是前序课程《程序设计基础 C》的提高篇，可以让学生熟练掌握

C语言的高级应用,为嵌入式系统开发与数据结构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程序设计基础 C等知识

基础，先修课程为程序设计基础 C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企业资源计划

《企业资源计划》是面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服务外包智能移动开发）

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它是学习完计算机相关课程、管理类专

业课程之后学习的重要知识，同时也是重要的应用技术。本课程主要讲授

ERP系统的涵义、ERP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ERP信息系统实施的程序和

步骤、ERP信息系统的初始化设置、各种功能核算模块的设置、使用等相

关知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信息管理学、会计学、

网络技术基础、管理信息系统 II等知识基础，

先修课程为信息管理学、会计学、网络技术基

础、管理信息系统 II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4学期。

IT项目管理

《IT项目管理》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让学

生能够运用项目管理的思想、方法、工具与软件进行实际 IT项目的计划、

组织、控制、评估的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培养学生如何运用项目管理思想

去解决 IT 项目中的实际问题。该课程是学生从事软件项目管理的必备基

础，它为本专业学生在今后从事 IT行业的管理、技术协作等提供必要的

知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管理信息系统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管理学、管理信息系

统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程序设计基础

C

《程序设计基础 C》是我校工商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一门

核心专业基础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本课程对培养学生的计算机

知识、算法设计和程序编写能力起到了基础性和先导性的重要作用，也是

《数据结构》、《C++》、《Java程序设计》等课程的先修课程，在教学

培养方案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本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前导课程是大学计

算机基础，后继课程是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

序设计、嵌入式编程等课程，可以为后续专业

课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数据库原理

数据库原理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核心基础课，主要讲述数据与信息

的定义与区别、数据库与数据库系统、数据库模式结构、数据库模型、数

据库设计以及数据库的完整性、安全性等理论，是信息社会必须具备的基

础知识。本课程也是后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各专业课的基础，是网站设

计、系统分析与设计、软件工程的先导课程。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程序设计、数据结构。通

过学习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等课程，使学生具

备程序设计、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理论知识；通

过本课程获得数据库设计基本理论知识及技

能、掌握数据库工作原理后，为学习后续专业

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数据库原理是网站

设计、系统分析与设计、软件工程、高级程序

设计、管理信息系统等专业课程的先修课。

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C++)

本课程将 C++语言和应用 Visual C++6.0设计Windows 应用程序紧密结合

在一起，全面系统地讲述了 C++语言的基本概念、语法和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的方法及应用，并对 C++面向对象语言的抽象性、封装性、继承性与多

态性进行了全面介绍，内容包括 C++语法、函数、类与对象、数组与指针、

继承与派生、多态性、模板、I/O流库及异常处理机制。在此基础上，还

介绍了用 Visual C++6.0开发 Windows 应用程序的基本原理与概念，以及

各种典型的Windows 应用程序的设计方法。本课程各章配有丰富的例题和

习题，在内容安排上循序渐进、深入浅出，力求突出重点、面向应用，提

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程序设计基础（C）等知

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程序设计基础（C）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Java（SE）程

序设计

本课程的任务是培养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计算机软件专业、

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对计算机软件开发语言及工具的综合能力。主要介绍

Java软件开发工具及编辑工具的使用方法、语言的语法及 Java类的定义和

使用、使用 Java进行网络和多媒体编程的方法。通过本课程学习和上机实

践，使学生掌握使用 Java进行程序设计的基本技术与方法、具备软件开发

的基础能力，为今后从事软件开发和应用打下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程序设计基础等知程序

设计基础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程序设计基础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运筹学

运筹学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其任务是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和实验训练让学生熟悉一些运筹学的基本模型及其求解原理、方法技

巧，掌握运筹学整体优化的思想和若干定量分析的优化技术，同时能够运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

率论、计算机基础等课程。通过学习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概率论、计算机基础等课程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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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常用软件（如 Lindo，Lingo，Matlab等）求解运筹学问题，从而使学生

正确应用各类模型分析、解决不十分复杂的实际问题。为进一步学习专业

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习运筹学的基本数学知识，具备计算机操作

的基本技术。本课程重点讲授运筹学基本理论、

基本分析方法，为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打下良

好基础。

信息系统分析

与设计（OO）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OO）》是一门研究和掌握使用面向对象技术进

行系统开发的专业课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必修课程。本课程

主要讲述面向对象方法的基本概念和原理、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的方法及

UML语言的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该了解面向对象方法的基本概

念，掌握面向对象系统分析、设计的原理与方法，同时通过授课、作业、

案例分析熟练地使用 UML语言描述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

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应具有计算机、网络和数

据库的基础知识、并应至少掌握一门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语言（如 VC++、JAVA或 VB），至

少掌握一种数据库管理系统（如 ORACLE、SQL
SERVER或 ACCESS）的使用。

网络数据库

数据库技术已成为计算机信息系统与应用系统的核心技术和重要基础，

《网络数据库（Oracle）》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一门骨

干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 Oracle基本管理操作、Oracle数据库各

对象的操作、PL-SQL脚本语言基本编程。课程要求从两个方面的能力目

标实现，素养目标要求学生在通过学习具备相对应的学习技能、素养要求；

技术目标要求学生必须掌握课程产品所定义的知识与技能。

本课程在 Java（SE）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基

础之上进行，并为后期的 JavaEE 框架设计、

Android 开发技术和 Android 高级开发奠定基

础。

网站设计技术

（JSP）

网络及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使得Web 应用的需求猛增，JSP是Web开
发中的一项重要的技术分支。《JavaEE框架设计》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的一门骨干课程。通过此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学会综合运用 JSP标准标

签库、EL、JavaBeans组件、数据库访问、个性化、国际化处理、XML数

据、Servlet、JavaServer Page以及如何实现MVC 结构。为后期的 Android
开发打下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 Java（SE）程序设计、

网络数据库（Oracle）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Java（SE）程序设计、网络数据库（Oracle）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JavaEE框架设

计

本课程是高等院校工学本科软件工程专业一门专业课，也是一门理论和实

践紧密结合的实用课程。课程的内容主要介绍行业内流行的 Web 开发框

架技术的设计思想和实用模式，并对分布式开发的Web 系统进行合理的

构建与实施。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 Java（SE）程序设计、

数据库原理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Java（SE）
程序设计、网站设计技术（JSP）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Android开发

技术

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智能终端的发展，使得移动互联方向的需求猛增，

android是智能移动开发中的一项重要的技术分支。《Android开发技术》

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一门骨干课程。通过此课程的学

习，要求学生学会综合运用 Android手机开发技术、桌面组件、数据库访

问、个性化、国际化处理、XML数据、以及MVC结构，并为后期的 android
高级开发技术打下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 Java（SE）程序设计、

网络数据库（Oracle）、JavaEE 框架设计等知

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Java（SE）程序设计、网

络数据库（Oracle）、JavaEE框架设计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Android高级

开发技术

本课程主要是基于 Android平台的移动端应用高级开发技术，从目前互联

网产业发展来看，本课程涵盖技术处于业内领先地位，以提升学生技能层

次为目标设计。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从 Android产品发布开始，提升学生

学习积极性，着重讲解 Android开发高级技术；在学生学过移动应用开发

基础，全面了解Web开发应用之后，进步帮助进一步提升基于 Android平
台的手机应用开发能力。通过本课程学习掌握基本的 Android产品发布流

程、高级 UI组件应用、数据存储、基于 Service的应用实例等。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 Android 开发技术等知

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Android开发技术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IOS开发技术

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智能终端的发展，使得移动互联方向的需求猛增，

android是智能移动开发中的一项重要的技术分支。《IOS开发技术》是计

算机科学与工程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一门骨干课程。通过此课程的学习，要

求学生学会综合运用 IOS手机开发技术、桌面组件、数据库访问、个性化、

国际化处理、XML数据、以及MVC结构。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 Java（SE）程序设计、

网络数据库（Oracle）、JavaEE 框架设计等知

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Java（SE）程序设计、网

络数据库（Oracle）、JavaEE框架设计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电子商务物流

管理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是一门研究运输、存储、包装、物料搬运、订单处理、

物流预测、采购、客户服务、选址等作业的现代综合管理课程。物流管理

的意义在于把上述具体的作业有效的整合成一个高效的协作系统。它又是

一门管理科学与技术工程相结合的综合学科，以物的动态流程为主要研究

对象，应用现代管理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实现物流的时间效率和

空间效率。主要内容包括物的运输，存储，装卸搬运，流通加工，物流信

息等环节及其内在的联系。

该课程以传统物流为依托，对传统的营销理论、

电子商务理论等知识相互融合，发展成为全新

的物流管理模式。

软件工程

软件工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专业课。主要讲授软件开发方法和

软件工程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术，学会运用系统工程学的基本

方法，定量分析软件及其开发过程的各种特性，科学管理软件工程。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了解软件工程的基本概念、软件的生存周期，了解软件危机

的原因及产生背景，了解软件工程计划阶段、开发阶段、维护阶段的一般

步骤，主要技术手段，主要方法。用软件工程方法完成对一个实际工程项

目的设计并写设计文档，包括：初步设计、详细设计、数据库设计等报告。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在今后的工作中独立完成大中型软件项目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 C++程序设计、数据库系

统、数据结构等课程。通过学习 C++程序设计、

数据库系统、数据结构等课程，使学生掌握软

件开发的基本知识，建立了系统学习软件工程

的基础。本课程重点讲授软件开发的基本原理

和基本方法，为进一步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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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和管理工作。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是一门集商务技术、信息技术和管理技术于一体的新兴的交叉学

科、边缘学科，它是人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电子商务是

信息化社会的商务模式，是 21世纪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商务的

未来。本课程是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主要课程，本课程系统地介绍电子

商务领域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重点介绍电子商务的实用方

法，突出电子商务在商务活动中的实际应用，结合典型实例和软件工具阐

述方法和原理。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电子商务基本概念、电子商务技术

基础、网站建设基础、网站运营、网站评估、网络营销、电子支付、电子

商务安全、电子商务物流、电子商务法规、电子商务赢利模式等内容。通

过学习本门课程使学生从网络技术手段及电子商务运作流程两个角度对

电子商务的基本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解和掌握。

本课程从基础理论出发，结合现代信息技术，

全方位阐述了电子商务的特点、应用和技术创

新。在注重电子商务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

基本应用的同时突出了电子商务的创新性和前

沿性。运用大学计算机基础、网络技术基础等

课程的基本技术以及管理信息系统等课程的理

论与方法，强调理论和应用相结合。

决策支持系统

《决策支持系统》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是

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也是一门应用科学。本课程主

要介绍现代管理决策及决策支持系统研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尤其是结合

现代企业的经营决策活动全过程，将竞争条件下的产品市场需求分析、销

售优化决策、生产优化决策、物料采购优化和决策方案全面预算等主要决

策内容有机地融为一体，提高学生综合分析、解决决策支持系统研发过程

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前导课程是数据结构、运筹学、管理学、

数据库原理、数据结构、管理信息系统等课程，

有效地实现了对所学知识的融合。

数据仓库与数

据挖掘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技术出现于 20世纪 80年代，90年代有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并可望在新的千年继续繁荣。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是一个多学科领

域，从多个学科汲取营养。这些学科包括数据库技术、人工智能、机器学

习、神经网络、统计学、模式识别、知识库系统、知识获取、信息检索、

高信能计算和数据可视化。

本课程以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为主要内容，以方法

的应用为主线，系统叙述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的有关概念和基础知识，使

学生尽快掌握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应用背景。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技术出现于 20世纪 80年
代，90年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可望在新

的千年继续繁荣。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是一个

多学科领域，从多个学科汲取营养。这些学科

包括数据库技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神经

网络、统计学、模式识别、知识库系统、知识

获取、信息检索、高信能计算和数据可视化。

编译原理

编译原理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主要介绍编译程

序构造的一般原理和基本方法。内容包括语言和文法、词法分析、语法分

析、语法制导翻译、中间代码生成、存储管理、代码优化和目标代码生成。

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等课程是本门课程

的先行课程，掌握一定程序设计的基本理论和

方法是学好本课程的关键。通过《C语言程序

设计》的学习，有利于学生掌握本课程程序设

计的结构及方法；通过《数据结构》的学习，

有利于学生接受本课程词法分析、语法分析的

设计器的相关理论知识。本课程是系统设计、

软件工程等课程的先修课。

学科前沿课程

Ⅰ

信息时代，知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本课程从管理和决策的角度阐

述了当今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和最新的系统开发方法，包括互联网和

电子商务、多媒体技术、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专家系统与人工智能、CASE
开发工具以及面向对象的技术等。使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掌握最新的信息

管理技术与方法，能站在学科发展的更高层次上，对本专业未来发展方向

具备更广、更新的认识与把握，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了解当前本专业

的热点，培养学生对本专业的兴趣，并能尽早参与到相关研究工作中。

本课程为专业选修课，在信息管理学课作为先

行课的基础上，作为其他专业课程的知识扩展

课。

管理认识实习

管理认识实习是信管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之一。其基本目的是理论联系实

际，开阔视野，为了学习专业课奠定基础；深入了解信息系统应用、信息

和系统管理的实际工作；同时，通过认识实习使学生具备基本的信息管理

概念，培养和锻炼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亲身体验和观摩实习单位的相关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

（2）深刻认识实习单位的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情况。

（3）在实习过程中，更好地理解课堂上所讲授的内容，理论联系实际，

切实加深对本专业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同时，要能够认识到所学知识的不

足和能力的欠缺，明确今后学习与努力的方向。

在学完管理学和信息管理学等课程后，在学习

信管专业课前，开设本实习。

《管理信息系

统》课程设计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设计作为独立的教学环节，是学习完《管理信息系统》

课程进行的一次全面的综合练习。其目的在于加深对管理信息系统基础理

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掌握使用信息系统分析、设计的基本方法，提高解

决实际管理问题、开发信息系统的实践能力。同时课程设计应充分体现“教
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认知主体，充分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管理信息系统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必

修课，并且是核心课程。开设课程设计是用一

周的时间要求学生熟悉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的过

程，编写功能模块，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

设计，培养学生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的能力。

Java实训
了解 Java项目开发的流程，掌握软件设计方法，综合应用 Java编程技术，

实现多线程系统的分析与实现，提升学生项目编程能力。

Java实训作为独立的教学环节，是学习完《Java》
课程后进行的一次全面的综合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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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WEB实训

了解 JavaWeb 项目开发的流程，掌握软件设计方法，综合应用 JavaWeb
编程技术，编写一个 C/S结构的聊天室或者即时聊天程序，提升学生项目

编程能力。

JavaWEB实训作为独立的教学环节，是学习完

《JavaWEB项目开发》课程后进行的一次全面

的综合练习。

《信息系统分

析与设计》课

程设计

本课程设计的目的在于综合运用课堂所学的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开发的

原理、技术、方法和步骤，深刻理解和体会运用面向对象思想开发一个管

理信息系统的过程及每个阶段的工作内容，提高学生分析与设计管理信息

系统的能力。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设计作为独立的教学

环节，是学习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

后进行的一次全面的综合练习。

企业级开发实

战实训

通过实训，引导学生学习如何使用 Servlet 进行程序流程的控制，如何使用

JSP标准动作、EL和 JSTL实现 JSP页面无脚本编程，以及如何使用MVC
设计模式进行程序结构设计。逐步培养学生编写B/S结构程序的编程思路、

编程技巧和编程经验,使学生能独立基于 SSH 框架设计并开发中小型的企

业应用软件。

企业级开发实战实训作为独立的教学环节，是

学习完信管专业众多专业课程后进行的一次全

面的综合练习。

毕业实习

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学生在近四年的学习之后，对信息管理在各领域的应用

有一个较深入、系统的认识。

能将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各个领域，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

而在毕业后能适应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方面的应用和生产方面的工作。

搜集毕业设计资料。

毕业实习是一次综合集中重要的实践学习环节

毕业设计（论

文）

通过毕业论文，进一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完成培养目标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的初步训练。

培养学生的信息收集、加工、处理、组织的能力，能用通顺的文字或准确

的图表系统地、完整地表达研究成果。

进一步了解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前沿问题和当前的热敏问题，培养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毕业论文是学生培养的最后一个环节。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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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互联网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代码：1201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信息化建设的需要，基础扎实、知识面宽、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

富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掌握新媒体及信息技术手段和方法，具备信息系统开发和管理、新媒体传播和运营等方面的能力，具有较高

的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水平，能在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及科研单位从事信息化建设、新媒体运营、新媒体设计与实施、以及相应的教

学和科研工作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管理学、市场营销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站设计技术、数据库、信息系统开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市

场调查与预测、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备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

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现代信息科学的知识、技术、技能和先进工具；掌握现代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

2.掌握现代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具有较强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以及交流与沟通能力。

3.具有新媒体传播、移动媒体设计、社会化媒体运营、社会化信息系统管理的基本能力；具有较强的新媒体设计或信息系统运营管理能

力；具有一定的经济系统分析与数量分析、建模与计算的能力。

4.具有较强的网络调查和内容制作能力，在纷繁复杂的资讯中有效地进行甄别、选择、组织与传播，为不同媒体平台、不同受众提供适

合的内容、个性化的服务。

5.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备一定水平的听说读写与利用能力，能较熟练地阅读和利用本专业领域的外语资料，进行初步的对外交流。

6.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了解本专业和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及发展动态，具备基本的

科学研究能力;具有较强的思维创新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和人际协调、沟通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数学思

维、表达与

沟通能力

2.健康的

身心，人生

规划的意

识

3.创新创

业精神

4.现代经

济管理思

想

5.市场营

销基础知

识

6.新媒体

运营与创

造性利用

能力

7.信息提

取与利用

能力

8.信息系

统分析与

设计

9.掌握文

献检索方

法，跟踪专

业前沿的

能力

10.具备英

语的听说

读写与利

用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大学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管理学 √ √ √

经济法 √ √ √
职业素养 √

微积分(上) √

微积分(下) √
微观经济学 √

网络技术基础 √

宏观经济学 √
线性代数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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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Ⅰ √ √ √

数据结构 √ √ √
管理统计学 √ √

管理信息系统Ⅱ √

信息管理学 √ √ √
专业英语 √ √

会计学 √

现代企业管理Ⅰ √
服务营销学 √

全球营销（双语） √

品牌管理 √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

程序设计基础（C） √ √ √

数据库原理 √ √ √
市场营销学 √

消费者行为学 √

市场调查与预测 √
运筹学 √ √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OO）
√ √ √

搜索引擎优化 √
社会化网站设计与实

施
√

新媒体传播基础与实

践
√

新媒体广告设计与实

施
√

社会化媒体设计与实

施
√

移动媒体设计与实施 √

计算机组成原理 √ √ √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C++)
√ √ √

Java（SE）程序设计 √ √ √

网络数据库（Oracle） √ √ √
JavaEE框架设计 √ √ √

营销风险管理 √

商务谈判与沟通技巧 √
营销策划 √

广告与整合传播 √

营销工程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管理认识实习 √ √ √ √ √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

设计
√

《社会化媒体设计》课

程设计
√

《移动媒体设计与实

施》课程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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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网推广项目管理实

训
√ √ √ √ √ √

毕业实习 √ √ √ √ √ √
毕业设计（论文） √ √ √ √ √ √

四、专业特色

在所有企业都在或都将进行网络营销的大背景下，我校整合各方面的优质资源，采取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开设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互联

网营销）专业。在本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一方面有效利用我校多年建设形成的市场营销和信息技术的优秀教学团队和教学设施，另一

方面充分发挥山东智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互联网营销实战专家的特长。学生入学前三年在校内接受全面系统的市场营销和信息技术理论

知识的教学，第四年到山东智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各项互联网营销技术的实战培训，使学生成为懂营销、会策划、精技术、善实战

的高级互联网营销应用型人才。

五、主干学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经济学、管理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据库原理、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网站设计技术、市场营销、市场

调查与预测、消费者行为学、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管理认识实习、《管理信息系统》课程设计、《社会化媒体设计》课程设计、《移动媒体设计与实施》课程设计、

全网推广项目管理实训、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39 8 34.5 8 18.5 20 32 32

要求学时 2344+40周 784 128 568 128 336 400 40周 464+40周

学分占比 100% 24.38% 5% 21.56% 5% 11.56% 12.50% 20% 27.19%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管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管理学、经济学基础理论，掌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市场营销学和网络营销的基本方法和专业

技能，具备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开发（尤其是互联网营销）方面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从事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开发（尤其是互联网营销）工作，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39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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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大学体育（1）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1））

1 32 1 考试 B151001

大学体育（2）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2））

1 32 1 考试 B151002

大学体育（3）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3））

1 32 1 考试 B151003

大学体育（4）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4））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sMajor）

1 16 1 考查 B081301

小计 39.0 592.0 0.0 32.0 160.0 12.0 8.5 11 4.5 2 0.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

一年级开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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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4.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管理学

（Management） 2.5 40 2.5 考试 B083003

经济法

(The Law of Economic) 2 32 2 考试 B083004

职业素养 1 16 1 考查 B083303
微积分(上)
(Calculus (Volume 1)) 4 64 4 考试 B113109

微积分(下)
（Calculus (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8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3 48 3 考试 B083001

网络技术基础

（Network Technique
Foundation）

2 32 2 考试 B083304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2 32 2 考试 B083002

线性代数Ⅱ

（Linear algebraⅡ）
2.5 40 2.5 考试 B113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
（Probability Theory &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

3 48 3 考试 B113123

数据结构

（Data Structure） 3 32 32 3 考试 B083305

管理统计学

（Management Statistics ）
3 48 3 考试 B083306

管理信息系统Ⅱ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Ⅱ）

2.5 40 2.5 考试 B083307

小计 34.5 536 0 32 0 9.5 9 5 11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信息管理学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8301

专业英语

(Specialty English) 2 32 2 考试 B088302

会计学

(Accounting) 2.5 40 2.5 考试 B088508

现代企业管理Ⅰ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Ⅰ)

2 32 2 考试 B088412

服务营销学

(Services 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8201

全球营销（双语）

(Global 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8202

品牌管理

(Brand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8203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088204

小计 16.5 264 0 0 0 0 4 4.5 4 2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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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8.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程序设计基础（C）
(Programming Fundamental
in C)

3 32 32 3 考试 B084301

数据库原理

(Principles of Database)
3 32 32 3 考试 B084302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2.5 40 2.5 考试 B084214

消费者行为学

(Consumer Behavior)
2 32 2 考试 B084202

市场调查与预测

(Marketing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2.5 32 16 2.5 考试 B084203

运筹学

(Operation Research)
3 48 3 考试 B084305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OO）
(Information System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Object-Oriented))

2.5 40 2.5 考试 B084306

小计 18.5 256 0 80 0 0 7.5 3 2.5 3 2.5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搜索引擎优化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1.5 16 16 2 考查 B085313

社会化网站设计与实施

(Planning and Designing of
Social Website)

1.5 16 16 2 考查 B085314

新媒体传播基础与实践

(Practice and Basis of New
Media Transmission)

2.5 32 16 2 考试 B085315

新媒体广告设计与实施

(Advertisement Planning
and Designing of New
Media)

1.5 16 16 2 考查 B085316

社会化媒体设计与实施

(Desig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Media)

1.5 16 16 2 考查 B085317

移动媒体设计与实施

(Desig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Mobile
Media)

1.5 16 16 2 考查 B085318

小计 10 112 0 96 0 0 2 2 2 4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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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计算机组成原理

（Computer Composition
Principle ）

2 32 2 考查 B086309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C++)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C++))

3 32 32 3 考试 B086310

Java（SE）程序设计

(Java（SE） Program
Design)

3 32 32 3 考试 B086311

网络数据库（Oracle）
(Web Database (Oracle))

3 32 32 3 考试 B086314

JavaEE框架设计

( Website Design
Techniques (JSP))

3 32 32 3 考查 B086313

营销风险管理

(Marketing Risk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086202

商务谈判与沟通技巧

(Business Negoti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2 32 2 考查 B086218

营销策划

(Marketing Planning)
2 32 2 考查 B086219

广告与整合传播

(Advertising and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2 32 2 考查 B086220

营销工程

(Marketing Engineering)
2 32 2 考查 B086221

小计 37 592 0 0 0 0 0 0 0 0 8 29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7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管理认识实习

（ Management Acquaintance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87301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设计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curriculum design）

1 1 1 考查 B087302

《社会化媒体设计》课程设计

（《Social Media Design》 curriculum
design）

1 1 1 考查 B08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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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媒体设计与实施》课程设计

（《Mobile Media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Curriculum Design ）

1 1 1 考查 B087310

全网推广项目管理实训

（The Whole Network Promotion
Project Management Training）

10 18 10 考查 B087311

毕业实习

（ Graduation Practice）
6 6 6 考查 B087307

毕业设计（论文）

（Bachelor Degree Thesis）
10 12 10 考查 B087308

小计 32 40 2 0 1 1 1 1 10 16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

科专业概论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作为一门专业引导性课程，对大一新生开设。该课

程以提高专业认识和专业兴趣为目的，具体内容包括：科技发展概论、管理科学

概述、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概述、我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服务外包

智能移动开发）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互联网营销）的培养目标和培养体

系、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管理学

管理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是一门系统地研究管理活动的普遍规律

和一般方法的科学，也称一般管理学或管理学原理。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管

理学概论，主要解释管理学的基本概念，介绍中外早期的管理思想、管理学的主

要研究内容和特点；基本的管理理论，具体介绍主要的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管

理方法；管理的职能，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管理的具体职能详细讲解管

理活动的内容；管理理论的新发展，具体介绍最近几年国内外管理学科的最新成

果，讲解管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教与学，

学生能正确理解管理的概念，掌握管理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并能

综合运用，初步掌握解决一般管理问题的能力，为以后学习其它专业课程和为日

后的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本课程

重点讲授管理学特别是企业管理学的

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基本管理方法和

技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获

得管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及技能，为以

后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必要的知识储

备。

经济法

《经济法》（非法学专业）是高等学校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

专业基础课。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需

要大量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经营管理人才。与其他课程相

比，经济法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经济法的内容广泛而丰富，因而教材内

容也涉及较广；二是经济法更新速度快，因而教材的内容也在不断的补充和修改；

三是经济法的理论性强、实际操作性强，因而要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针对以上

特点，经济法的教学必须做到规范与灵活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教学内

容上，并非按照法学专业的经济法内容体系，除经济法基础理论、市场主体法之

外，还特意增加了公司法、合同法等民商法的内容，力争为学生打下扎实的经济

法学基础，为学生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和法学方面的深造创造良好条件。

本课程是经管类所有专业的必修课程

之一,作为法学、管理学在法律学科上

的运用,它与经管类大部分课程的联系

非常紧密，要求学生在学习了经济法课

程以后再深入研究别的课程。

职业素养

职业素养是人在职场中对行为规范的遵守，外在的个体行为体现着职业人的内

涵。对大学生来说，就业能力不仅仅来自于专业技术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

身职业素养的影响。该课程主要通过课堂讲授和研讨的方式，使学生了解职场中

的“职业人”与“学生”的区别，了解作为“职业人”应当进行的准备工作，在此基础

上掌握自我认知和情绪管理的方法与技巧，能够结合个人实际进行职业生涯初步

规划，同时具备审慎思考的能力。

本课程无前导课，是互联网营销方向课

程的辅助课程。

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是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

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微观经济学是关于市场机制的经济

学，它以价格为分析的中心，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市场中个体的经济行为，它

从资源稀缺这个基本概念出发，探讨不同微观经济主体基于自身利益在不同环境

条件下所表现出的行为特征，说明其对社会经济相关变量产生影响的方式及其结

果。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

论、市场结构理论、分配理论、福利经济学以及市场失灵等。对于培养学生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将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观点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掌

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理论，对微观经济运

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建立起对微观经济运行分析的基本思维框架，培养学

生综合运用理论分析现实经济现象的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其它专业课程和专业研

究打下理论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通过学

习高等数学，使学生具备微积分的基本

理论知识；掌握最优化的基本分析方

法，为学习微观经济学提供必要的数学

分析工具。本课程重点讲述微观经济分

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为进一

步学习专业课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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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基础

网络技术基础是面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

课程主要介绍了计算机网络领域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技术。主要内容包括数据通

信基础知识、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因特网及应用、网络互连与因特网基础、局

域网、广域网、常用的网络设备、网络操作系统等内容。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计算机组成原理，

后续课程包括：网站设计技术、电子商

务、网络数据库、B/S模式及 C/S模式

程序设计及软件开发等。通过学习计算

机组成原理，使学生了解信息在计算机

内部的存储形式及计算机在自动解题

过程中数据信息的加工处理流程，从而

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计算机硬件的组成

及整机的工作原理的理解，为学习本课

程提供了知识储备 。课程重点讲授计

算机网络的基本概念、数据通信的基础

知识、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因特网及

其应用、网络互连与因特网、局域网体

系结构及介质访问控制方法的原理等。

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经济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规律，

揭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宏观经济变化规律以及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

的影响。其内容包括古典理论（长期中的经济问题）、增长理论（超长期的经济

问题）、经济周期理论（短期中的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政策等。该课程的学习

能够提高学生对于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观察和分析能力，能够理解国家各

种政策出台的经济背景，提高其经济学意识和思维方式，逐步培养学生的经济学

逻辑思维能力和独立学习、独立分析能力；同时也为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理

论基础和分析方法。是工商管理类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和微观经

济学。通过学习高等数学和微观，使学

生具备微积分和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

论知识；掌握最优化和均衡的基本分析

方法，为学习宏观经济学提供必要的理

论知识和分析工具。本课程重点讲述宏

观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

法，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重要基础技术课程，通过讨论数据的各种

逻辑结构、物理结构以及相关算法，使学生能根据实际问题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数

据结构和设计算法，并为学习数据库、操作系统等后继课程打下基础。

本课程的内容包括对基本的数据结构：线性结构、树型结构和图形结构进行了较

全面的介绍，要求学生学会分析要求计算机加工的数据对象的特性，以便选择适

当的数据逻辑结构和存储结构以及相应的算法，并初步掌握算法的时间分析和空

间分析的技巧。另外，还包括了两种计算机解决问题时最常用技术：排序和查找

的学习。数据结构学习过程也是进行复杂程序设计的训练过程，训练学生应用各

种典型算法进行具体应用问题的程序设计，要求学生书写的程序结构清楚，正确

易读。

本课程为专业基础课，在一门语言课作

为先行课的基础上，作为其他专业主干

课程的先行课。

管理统计学

管理统计学是一门用统计学方法和理论研究管理问题、经济问题的应用性学科。

它是一门以经济与管理理论为基础，采用描述和推断的方法来对社会经济和管理

现象中研究对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发展变化趋势及规律进行研究，最终解

决管理和经济问题的学科；同时它还是一门应用性的方法论科学，以数理统计学

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不断吸收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决策论等方面的研究

成果，使统计职能从反映和监督拓展到推断、预测和决策的学科。这说明管理统

计学除了要应用一般的统计方法外，还必须以有关管理和经济的理论为指导，并

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如核算方法、综合评价方法、预测方法等。总之，管理统计

学是认识社会经济现象的有力武器，是宏观微观管理、企业管理、管理研究等的

重要工具。

管理学、微积分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

管理统计学的基础，管理统计学是研究

数据规律及内在经济含义的重要工具。

管理信息系统

Ⅱ

《管理信息系统》是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各专业九大核心课程之一，它是在管理

科学、信息科学、行为科学、计算机科学、决策科学、系统科学和通信技术等学

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具有边缘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学

科，主要研究企业内部信息系统的组织、开发和管理，既具有较深和较宽的理论

基础，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本课程要求学生在初步具备管理学知

识和计算机知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系

统分析与设计技术分析和开发管理中

常用的信息系统，为本专业的编程类课

程的学习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信息管理学

信息管理学是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的专业基础课。主要讲述信息的本质、信息的

特征、信息的种类、信息产生的过程、信息生产的主要机构及信息如何传播等基

础知识，然后在此基础上介绍微观信息产品的管理、中观信息系统的管理、宏观

信息产业的管理的一般理论、原则和方法，并能结合实际恰当地运用这些原理和

方法。

本课程以管理学为先先修课，是信管专

业课的基础。

专业英语

当前，西方国家在信息技术的开发与使用方面处于领先位置，很多的相关理论方

法与工具的阐述，都使用了英语进行描述。为了提高学生阅读英文专业文献的能

力，开设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英语。本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信息管理专

业的常用英语词汇和专业术语；了解科技英语语法；通过对习惯用语、固定搭配

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科技英语文献的结构特点；从句子、段落和篇章等不同层次

阐述科技英语的翻译方法，使学生会较熟练阅读英文信息管理科技文献。

本课程以大学英语和信息管理学为先

修课，为后续专业课的英文辅助资料的

阅读奠定基础。

697



会计学

本课程主要介绍基本的会计理论、会计概念和会计方法；会计信息的产生过程和

会计信息的报告方法；工业企业中各类常见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方法；财务会计

报表的阅读、理解和分析应用方法。课程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具有正确分析和解

决企业财务会计一般问题的能力，能阅读和编制基本会计报表；进行与报表相关

的财务评价指标的基本计算，为今后的经济管理类工作提供一定的知识铺垫。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经济

法、税法等，其后续课程可以为财务报

表分析、财务管理等相关课程。它是本

科非会计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

现代企业管理

Ⅰ

本课程是面向工商管理学院财务管理、会计学、会计（金融外包）、国际商务、

市场营销等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这门课程的开设对于提高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学生的综合素质，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升学生的能力有着非常重要而意义。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现代企业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理论、现代企业商

业模式、现代企业运营管理基础、现代企业运营战略管理、现代企业生产管理、

现代企业质量管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概念；掌握现代企

业管理的基本原理、理论和方法；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企业管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

工作问题的能力，以适应现代企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要。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微观经

济学、统计学、管理学等课程，使学生

具备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初步理论

知识；获得经济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及

技能；掌握数学分析工具、管理学理论、

市场供求理论的基本原理，为学习本课

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课程重点讲

授现代企业管理特别是现代企业管理

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基本管理方

法和技巧,为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打下

良好基础。

服务营销学

随着服务经济的发展，服务营销学逐渐发展成为市场营销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程。 与市场营销学致力于解决有形产品的营销问题相比，服务营销学主要研究

和解决无形服务的营销问题。在市场营销学 4Ps的基础上，服务营销增加了人员

（People），过程管理（Process）和有形展示（Physical evidence）3Ps,构成了更

加完善的结构体系。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帮助学生更加适应未来以服务经济和

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市场营销学、消费

者行为学、微观经济学和管理学。通过

学习市场营销学、消费者行为学等课

程，使学生具备经济学、管理学、消费

者行为学和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理论知

识；获得顾客行为特征基本理论知识，

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

课程重点讲授服务营销学的基本理论、

服务营销的战略和战术组合，为进一步

学习专业课程打下良好基础。

全球营销（双

语）

《全球营销》是一门研究全球市场需求的应用性学科，旨在讲授企业进行全球

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技巧。内容包括全球市场营销管理哲学、全球

市场营销环境分析、全球市场营销调研、全球目标市场营销战略、全球市场竞争

战略、全球市场营销组合策略等。本课程具有环境适应性、理论系统性和应用灵

活性等特点，通过双语教学，把基础市场营销学原理与国际市场营销实务紧密结

合起来，立足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充分利用国内和全球两种资源，开拓国内与

国外两个市场。

本课程是在学习《管理学》、《微观经

济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先行课程以

后，为市场营销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一门

专业课。《全球营销（双语）》注重实

践性和应用性。

品牌管理

《品牌管理》是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的基础选修课，是学生做好市场营销

工作的必备知识，也是将来学生从事市场营销、品牌管理、品牌传播、品牌策划

和设计等方面工作的基础。

该课程从公司的品牌经营管理视角，以品牌培育的关键环节为基点，构建了品牌

启动、品牌强化、品牌扩张和品牌维护四个主要模块的主体知识结构。该主体结

构准确把握了企业在品牌经营的领域的关键，是企业创建强大品牌要遵循的逻辑

结构，能够为企业主和高层管理者的品牌培育指明方面，因此该门课程具有很强

的实践性特征。

品牌管理课程是一门以管理学等学科

为基础建立的一门独立学科，它是市场

营销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与其相关的课

程主要有市场营销、广告学、行销传播、

企业形象管理和识别管理等课程。

物流与供应链

管理

本课程采取营销导向，从客户满意角度来考察物流，在强调物流的营销方面的同

时，整合了各职能领域并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融入公司战略中。课程主要研究当

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下企业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管理与运作问题；目的

是使供应链物流运作者能合理、有效的组织供应链中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活

动，通过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把供应商、制造商和分销商组成一个虚拟的整体，

通过信息共享，实行横向一体化的管理，使整条供应链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供应链管理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理论，具备供应链管理

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与手段，树立起全球竞争意识，并能结合企业的供应链管

理实践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基本原理与方法，从而提高企业供应链管理的绩效并最

终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市场营销

学、管理信息系统和电子商务与网络营

销。其中：管理学是本门课程的理论基

础；市场营销学及网络营销为本课程提

供导向视角；管理信息系统是物流管理

中的主要技术，对管理信息系统的学

习，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本门课程。

程序设计基础C

《程序设计基础 C》是我校工商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一门核心专

业基础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本课程对培养学生的计算机知识、算法设

计和程序编写能力起到了基础性和先导性的重要作用，也是《数据结构》、《C++》、
《Java程序设计》等课程的先修课程，在教学培养方案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本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前导课程是

大学计算机基础，后继课程是数据结

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嵌入式编程等

课程，可以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奠定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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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原理

数据库原理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核心基础课，主要讲述数据与信息的定义

与区别、数据库与数据库系统、数据库模式结构、数据库模型、数据库设计以及

数据库的完整性、安全性等理论，是信息社会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本课程也是

后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各专业课的基础，是网站设计、系统分析与设计、软件

工程的先导课程。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程序设计、数据结

构。通过学习程序设计、数据结构等课

程，使学生具备程序设计、计算机系统

的基本理论知识；通过本课程获得数据

库设计基本理论知识及技能、掌握数据

库工作原理后，为学习后续专业课程提

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数据库原理是网站

设计、系统分析与设计、软件工程、高

级程序设计、管理信息系统等专业课程

的先修课。

市场营销学

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

上的应用科学。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企业市场营

销活动过程及其规律性，即在特定的市场营销环境中，企业以市场调研分析为基

础，为满足现实和潜在的市场需求，所实施的以产品（Product）、定价（Price）、

地点（Place）、促销（Promotion）为主要决策内容的市场营销管理过程及其客观

规律性。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内容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营销学原理不仅广泛应用于企业、政府和非营利组

织，而且逐渐应用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市场营销学不仅是财经类、管理类各专业的必修课，而且还是人文、哲学、社会

科学等专业的重要课程。在工商管理类课程体系中，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十分重要

的专业基础课。

本课程以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现代管

理理论为基础，与微观经济学、企业经

营管理相互配合。

消费者行为学

消费者行为学是在心理学、行为学基础上分化出来，并处于许多学科结合点上的

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应运而生的，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消

费者行为学已是经济与管理专业有影响的学科之一。消费者行为学是市场营销专

业的一门专业课，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循着消费者行为模式分析和影响消费者行

为的因素展开的。包括：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体系；消费者的心理活动过程；

消费者的个性心理与行为；消费者的需要和动机；消费者的态度与特殊心理；社

会环境与消费者心理和行为；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购后过程与顾客满意。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消费者行为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较熟

练掌握和运用消费者的实务技能和方法，为企业实际管理问题的解决打下扎实的

基础。

市场营销学、组织行为学等是《消费者

行为学》的先行课程

市场调查与预

测

市场调查与预测课程是探索市场调查与预测规律，阐述市场调查与预测理论，介

绍市场调查与预测技术，分析市场调查与预测应用领域及其发展前景的科学。本

课程的主要内容分市场调查与市场预测两个部分，市场调查讲述市场调查的基本

理论、调查方法、抽样技术、问卷设计、态度测量方法、资料的分析和调查报告

的撰写；市场预测部分主要讲述预测的方法，包括定量预测方法和定性预测方法。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既具备市场调查与预测基本理论知识，又能掌握市场

调查与预测的方法和技巧，具有组织、执行和控制市场调查与预测活动能力，向

营销决策者提供适用的市场信息。

市场调查与预测是一门多学科交叉课

程。它与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统计学、

消费者行为学等一系列学科具有密切

的关系。学习该课程之前应具备管理

学、统计学、市场营销学、消费者行为

学等课程的基础，同时该课程也为以上

各门课程提供工具和方法，是各门基础

学科在市场领域中的应用。

运筹学

运筹学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其任务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

实验训练让学生熟悉一些运筹学的基本模型及其求解原理、方法技巧，掌握运筹

学整体优化的思想和若干定量分析的优化技术，同时能够运用常用软件（如

Lindo，Lingo，Matlab等）求解运筹学问题，从而使学生正确应用各类模型分析、

解决不十分复杂的实际问题。为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线性代

数、概率论、计算机基础等课程。通过

学习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计

算机基础等课程掌握了学习运筹学的

基本数学知识，具备计算机操作的基本

技术。本课程重点讲授运筹学基本理

论、基本分析方法，为进一步学习专业

课程打下良好基础。

信息系统分析

与设计（OO）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OO）》是一门研究和掌握使用面向对象技术进行系统开

发的专业课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必修课程。本课程主要讲述面向对

象方法的基本概念和原理、面向对象分析与设计的方法及 UML语言的应用。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应该了解面向对象方法的基本概念，掌握面向对象系统分析、

设计的原理与方法，同时通过授课、作业、案例分析熟练地使用 UML语言描述

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

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应具有计算机、网

络和数据库的基础知识、并应至少掌握

一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如

VC++、JAVA或 VB），至少掌握一种

数据库管理系统（如 ORACLE、SQL
SERVER或 ACCESS）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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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引擎优化

搜索引擎优化是一种利用搜索引擎的搜索规则来提高目前网站在有关搜索引擎

内的自然排名的方式。SEO的目的理解是：为网站提供生态式的自我营销解决方

案，让网站在行业内占据领先地位，从而获得品牌收益；SEO包含站外 SEO和

站内 SEO两方面；SEO是指为了从搜索引擎中获得更多的免费流量，从网站结

构、内容建设方案、用户互动传播、页面等角度进行合理规划，使网站更适合搜

索引擎的索引原则的行为；使网站更适合搜索引擎的索引原则又被称为对搜索引

擎友好，对搜索引擎优化不仅能够提高 SEO的效果，还会使搜索引擎中显示的网

站相关信息对用户来说更具有吸引力。

《搜索引擎优化》课程将使学生通过学习掌握面向主流搜索引擎的网站优化方

法，学习病掌握结构优化、物理优化等不同的优化技巧。

本课程的前导课程是：新媒体营销基础

与实践，社会化网站设计与实施。

社会化网站设

计与实施

社会化网站全称Social Network Site，即“社交网站”或“社交网”。社会化网络（Social
Networking）是指个人之间的关系网络，这种基于社会网络关系系统思想的网站

就是社会性网络网站(SNS网站)。SNS的全称也可以是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即社会性网络服务，专指旨在帮助人们建立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应用服务。也指

社会现有已成熟普及的信息载体，如短信 SMS服务。严格讲，国内 SNS并非社

会性网络服务，而是 Social Network Sites（即社交网站）。以人人网（校内网）、

开心网、SNS平台为代表。

该课程通过课程内容使学生掌握从策划到网站构建、优化和发布的不同技巧和方

法。

本课程的前导课程是：新媒体营销基础

与实践。

新媒体传播基

础与实践

新媒体传播基础与实践是新媒体专业课当中的第一门课程，是新媒体学习的基础

课，对学习好新媒体的后续课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1微博年，2012微信年，2013自媒体年，新生代媒体人甚至连“刊号证”都没

见过就已投身到WEB3.0的变革浪潮中。而在这场浪潮中，营销思维也带来巨大

改变，体验性（experience）、沟通性（communicate）、差异性（variation）、创

造性（creativity）、关联性（relation），并且出现了网络杂志、博客、TAG、SNS、
RSS、WIKI等这些新兴的媒体。

本课程主要介绍新媒体营销的知识和方法和策略，介绍新媒体时代下的商业模

式，以及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运营的管理的方法。

新媒体广告设

计与实施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广告。新媒体广告

特点—图案是平面广告的重要“视觉传达 要素”，而色彩在视觉传达上要优于其他

要素。在电子制版和印刷机械飞速发展的今天，广告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而

作为半永久平面户外广告，借助某个载体使其广告能悬挂在墙壁上，其安全性能

有待改进。而且面积越大，投资成本就越高。而新媒体广告只借助一个平米不到

平面就可以做其同样的效果，其投资成本大大的降低了。

本课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媒体广告设计做了全方位的介绍；

第二部分对新媒体广告实施做了具体而详细的介绍。

本课程的前导课程是：新媒体营销基础

与实践、社会化网站策划与设计、搜索

引擎优化；后续课程是移动媒体设计与

实施、网络交易平台设计与实施、社会

化媒体设计与实施。

社会化媒体设

计与实施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社会化媒体。社会化媒体

是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现阶段主要包

括社交网站、微博、微信、博客、论坛、播客等。

不仅如此，电商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社会化媒体营销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化

媒体营销就是利用社会化网络、在线社区、博客、百科或者其他互联网协作平台

和媒体来传播和发布资讯，从而形成的营销、销售、公共关系处理和客户关系服

务维护及开拓的一种方式。一般社会化媒体营销工具包括论坛、微博、微信、博

客、SNS社区、图片和视频通过自媒体平台或者组织媒体平台进行发布和传播。

本课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社会化媒体做了全方位的介绍；第

二部分对社会化媒体营销做了具体而详细的介绍。

本课程的前导课程是：新媒体营销基础

与实践、社会化网站策划与设计、搜索

引擎优化、新媒体广告策划与实施；后

续课程是移动媒体设计与实施、网络交

易平台设计与实施。

移动媒体设计

与实施

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是媒介融合最具特色的一面，移动媒体从传播特到价值形态都

超出传统媒体及互联网的范畴。可以说，移动媒体从根本意义上重构了整体媒体

架构。借鉴上海交通大学魏武挥教授的定义，所谓“新媒体”就是传播者和受众通

过数字化手段广泛参与的媒体形式，其特征为受众同时也是传播者。

以移动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其最大特点是打破了媒介间的壁垒，消融了媒

体介质之间、地域、行政之间，甚至传播者与受众间的边界。移动新媒体的形式

多样，各种形式的表现过程比较丰富，可融文字、音频、画面为一体，做到即时

的、无限的扩展内容，从而使内容变成“活物”。移动新媒体在技术、运营、产品、

服务等商业模式上具有创新性。

本课程的前导课程是：新媒体营销基础

与实践、社会化网站策划与设计、搜索

引擎优化、新媒体广告策划与实施、社

会化媒体设计与实施；后续课程是网络

交易平台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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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组成原

理

本课程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服务外包智能移动开发）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

修课程。课程主要讲述计算机硬件系统的基本组成原理与运行机制。课程从组成

硬件系统的五大部件出发，讲解了各组成部分的工作原理、设计方法以及构成整

机系统的基本原理。主要内容有：计算机系统概论；系统总线和输入输出系统；

存储系统；运算方法；指令系统；中央处理器。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C++)

本课程将C++语言和应用Visual C++6.0设计Windows应用程序紧密结合在一起，

全面系统地讲述了C++语言的基本概念、语法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方法及应用，

并对 C++面向对象语言的抽象性、封装性、继承性与多态性进行了全面介绍，内

容包括 C++语法、函数、类与对象、数组与指针、继承与派生、多态性、模板、

I/O流库及异常处理机制。在此基础上，还介绍了用 Visual C++6.0开发Windows
应用程序的基本原理与概念，以及各种典型的Windows应用程序的设计方法。本

课程各章配有丰富的例题和习题，在内容安排上循序渐进、深入浅出，力求突出

重点、面向应用，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程序设计基础

（C）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程序设

计基础（C）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3学期。

Java（SE）程序

设计

本课程的任务是培养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计算机软件专业、电子

商务专业的学生对计算机软件开发语言及工具的综合能力。主要介绍 Java软件开

发工具及编辑工具的使用方法、语言的语法及 Java类的定义和使用、使用 Java
进行网络和多媒体编程的方法。通过本课程学习和上机实践，使学生掌握使用 Java
进行程序设计的基本技术与方法、具备软件开发的基础能力，为今后从事软件开

发和应用打下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程序设计基础

等知程序设计基础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程序设计基础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4学期。

网络数据库

（Oracle）

数据库技术已成为计算机信息系统与应用系统的核心技术和重要基础，《网络数

据库（Oracle）》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一门骨干课程。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掌握 Oracle基本管理操作、Oracle数据库各对象的操作、PL-SQL
脚本语言基本编程。

课程要求从两个方面的能力目标实现，素养目标要求学生在通过学习具备相对应

的学习技能、素养要求；技术目标要求学生必须掌握课程产品所定义的知识与技

能。

本课程在 Java（SE）程序设计、数据

库原理基础之上进行，并为后期的

JavaEE框架设计、Android 开发技术和

Android高级开发奠定基础。

JavaEE框架设

计

本课程是高等院校工学本科软件工程专业一门专业课，也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紧密

结合的实用课程。课程的内容主要介绍行业内流行的Web开发框架技术的设计思

想和实用模式，并对分布式开发的Web系统进行合理的构建与实施。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 Java（SE）程

序设计、数据库原理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 Java（SE）程序设计、网站设

计技术（JSP）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网络数据库

数据库技术已成为计算机信息系统与应用系统的核心技术和重要基础，《网络数

据库（Oracle）》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一门骨干课程。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掌握 Oracle基本管理操作、Oracle数据库各对象的操作、PL-SQL
脚本语言基本编程。

课程要求从两个方面的能力目标实现，素养目标要求学生在通过学习具备相对应

的学习技能、素养要求；技术目标要求学生必须掌握课程产品所定义的知识与技

能。

本课程在 Java（SE）程序设计、数据

库原理基础之上进行，并为后期的

JavaEE框架设计、Android 开发技术和

Android高级开发奠定基础。

营销风险管理

营销风险管理是市场营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在对营销风险的成因及本质深入研

究的基础上，构架了营销风险识别与衡量、营销风险控制与处理、营销风险预警

监视、营销管理决策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创新性，对企业营销管理活

动具有指导作用。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消费心理

学。通过学习管理学、消费心理等课程，

使学生具备管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商务谈判与沟

通技巧

商务谈判与沟通技巧是一门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应用性专业课程，主要介绍

商务谈判的有关知识、技巧方法，具有知识面广、法律性强、实践性强、系统性

强的特点，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本课程以实际商务工作对商务谈判

人员的素质与能力为导向，以学生商务谈判素质和技能的培养为目的，以理论够

用为原则安排教学，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商务谈判意识，熟悉商务谈判的流程，掌

握商务谈判的技能。本课程是营销类专业最基础的课程，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人

文素质修养和商务基础知识。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管理学、市场营

销。通过学习管理学、市场营销等课程，

使学生具备管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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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策划

营销策划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互联网营销）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其任务

是将前期所学的理论知识，在老师的指导下，结合营销策划的理论体系和科学流

程，模拟或者结合实际企业，撰写策划方案和有条件实施。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帮助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为未来走上工作岗位从事营销策划活动奠定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市场营销学、消费

者行为学、市场调查与预测、广告与整

合传播、品牌管理等。通过学习先修课

程，使学生具备市场营销策划的基本理

论知识；获得消费者行为学的基本理论

知识；掌握广告策划设计的基本原理，

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

课程重点讲授市场营销策划的基本理

论、方法和策划技巧,注重结合身边的

营销现象拓展学生的实践能力，为进一

步学习其它专业课程打下良好基础。

广告与整合传

播

《广告与整合传播》是一门为市场营销本科专业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同时是专

业核心课程。该课程系统介绍广告与整合传播基础理论，基本方法与策略。培养

学生综合应用这些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能力。本课程主要内容有：导论、广告

基本原理、广告心理、广告整合传播中的环境分析、广告组织及管理、广告战略

决策、广告策略决策、广告媒体策略、广告效果测定等。

《广告与整合传播》是一门综合性边缘

学科。经济学、统计学、市场营销学、

管理学、服务营销学、会计学、组织行

为学等是本课程的先行课程。广告与整

合传播与这些课程相互影响，互相渗

透，互相联系和包容，彼此之间建立了

密切的关系。本课程主要讲述广告与整

合传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广告心

理、广告创意、广告整合传播战略、广

告整合传播媒体策略、广告与整合传播

效果评价等，为学生以后进行其他相关

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营销工程

《营销工程》是一门建立在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统计学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

上的应用科学。与传统的市场营销课程主要侧重市场营销的概念、经验与定性研

究不同，《营销工程》主要侧重于运用量化模型、数理统计和计算机仿真等工具，

通过整合营销基本理论知识、营销决策模型、营销信息系统以及营销案例库等，

来帮助营销人员实现决策的数量化、流程化、科学化和规范化，以提高营销决策

的科学性和营销绩效。

在大数据时代，随着移动通讯互联技术的普及，互联网沉淀的海量数据，为企业

精准定位和精准营销成为可能，因而《营销工程》这门课程变得尤为重要，在营

销专业中，该门课程为专业核心必修课。

营销工程课程是一门以市场营销学、统

计学等学科为基础建立的一门独立学

科，它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专业核心必修

课，与其相关的课程主要有市场营销

学、统计学、应用商业与经济统计、计

量经济学等课程。

管理认识实习

管理认识实习是信管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之一。其基本目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开

阔视野，为了学习专业课奠定基础；深入了解信息系统应用、信息和系统管理的

实际工作；同时，通过认识实习使学生具备基本的信息管理概念，培养和锻炼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亲身体验和观摩实习单位的相关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

（2）深刻认识实习单位的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情况。

（3）在实习过程中，更好地理解课堂上所讲授的内容，理论联系实际，切实加

深对本专业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同时，要能够认识到所学知识的不足和能力的欠

缺，明确今后学习与努力的方向。

在学完管理学和信息管理学等课程后，

在学习信管专业课前，开设本实习。

《管理信息系

统》课程设计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设计作为独立的教学环节，是学习完《管理信息系统》课程进

行的一次全面的综合练习。其目的在于加深对管理信息系统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的理解，掌握使用信息系统分析、设计的基本方法，提高解决实际管理问题、开

发信息系统的实践能力。同时课程设计应充分体现“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认知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重视学生自

学能力的培养。

管理信息系统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的必修课，并且是核心课程。开设

课程设计是用一周的时间要求学生熟

悉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的过程，编写功能

模块，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设计，

培养学生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的能力。

《社会化媒体

设计》课程设计

对社会化媒体的传播实务（网络活动传播、网络口碑传播、网络新闻传播）有了

更清晰的界定；对社会化电子商务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社会化媒体下的品牌建

设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社会化媒体课程设计作为独立的教学

环节，是学习完《社会化媒体设计与实

施》课程后进行的一次全面的综合练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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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媒体设

计与实施》课程

设计

以移动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其最大特点是打破了媒介间的壁垒，消融了媒

体介质之间、地域、行政之间，甚至传播者与受众间的边界。移动新媒体的形式

多样，各种形式的表现过程比较丰富，可融文字、音频、画面为一体，做到即时

的、无限的扩展内容，从而使内容变成“活物”。移动新媒体在技术、运营、产品、

服务等商业模式上具有创新性。

通过此课程设计，使学生对移动媒体的各种表现形式有个形象的认识，并能结合

一定的产品特征，进行某种移动媒体的分析与设计。

在学习完理论课程《移动媒体设计和实

施》的内容后，安排此课程设计环节，

以加强学生的实际设计能力。

全网推广项目

管理实训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根据新媒体相关岗位的工作过程将任务

分解，并将这些任务作为教学任务，在模拟实际企业的学习情境和学习单元中，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工作过程中完成任务所需的新媒体专项知识和职业技能。

以企业实际为背景，培养学生适应能力。通过与新媒体相关行业进行合作，模拟

全真业务实训操作平台，按照企业职业岗位对应的工作过程和工作任务组织学生

实训，使学生能够尽早完成对企业环境的适应。

在学生修完本专业全部理论课程后，开

设本实训。

毕业实习

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学生在近四年的学习之后，对信息管理在各领域的应用有一个

较深入、系统的认识。

能将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各个领域，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在毕

业后能适应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方面的应用和生产方面的工作。

搜集毕业设计资料。

毕业实习是一次综合集中重要的实践

学习环节

毕业设计（论

文）

通过毕业论文，进一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完成培养目标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的初步训练。

培养学生的信息收集、加工、处理、组织的能力，能用通顺的文字或准确的图表

系统地、完整地表达研究成果。

进一步了解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前沿问题和当前的热敏问题，培养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毕业论文是学生培养的最后一个环节。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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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互联网金融方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管理学 专业代码：1201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信息化建设的需要，具有扎实的信息管理理论和金融理论基础，熟悉计算机与电子商务的基本知识和基

本技能，能够利用信息管理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在国家各级管理部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及科研单位从事互联网金融系统设计、实施

与运营管理，互联网金融产品开发，数据分析等工作，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较强职业素质和创新创业精神的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接受科学思维、系统

分析及开发的基本训练，掌握获取知识的能力、应用知识的能力及创新能力等基本能力。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修养，遵纪守法，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进取精神。

2、了解信息管理学科与专业发展的趋势，具有宽厚的文化修养、优良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协作能力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具有扎实的专业

理论基础和应用能力。

3、掌握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信息系统的分析方法、设计方法和实现技术，有信息搜集、分析、传播与开发

的技能，具备综合应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掌握现代金融业务基础理论，以及互联网金融知识，具有互联网金融系统应用开发及运维的能力。

5、具备良好的计算机应用能力，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

6、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并具有终身体育锻炼的意识和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质、

表达与沟通

能力

2.创新创业

精神

3.信管基础

知识
4.金融视角 5.数理基础

6.信管核心

知识

7信息系统

开发
8.应用前沿 9.实践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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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 √ √

微积分Ⅰ(Calculus I) √
微积分Ⅱ(Calculus II) √

线性代数(Linear
Algebra)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

西方经济学(Western
Economics)

√

货币银行学(Monetary
Banking)

√

管理学(Management) √
保险学(Insurance) √

基础会计(Basic
Accoun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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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资源管理

(Management of
Inforamtion Resouce)

√ √

统计学(Statistics) √
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

√

财务会计（Financial
Accounting）

√

经济法(Economic
Law)

√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 √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Analyasis and
Designing of
Inforamtion System)

√ √

数据结构(Data
Structure)

√

Java程序设计

(Designing of Java
Program)

√

J2EE应用与开发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2EE)

√

数据库原理( Database
System Principle)

√ √

计算机网络(Computer
Network)

√

客户关系管理

(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

√

互联网金融概论

(Internet Finance
Outline)

√

电子商务与支付

(E-Commerce and
Payment)

√ √

金融信息安全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curity)

√ √

商务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

√

专业英语(Speciality
English)

√

企业管理与

ERP(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ERP)

√

软件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

√

网页设计(Web
Design)

√ √

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 √

金融市场学(Financial
Marketing)

√

消费者行为学

(Consumer Behavi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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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Game Theory and
Information
Economics)

√

多媒体技术

(Multimedia)
√

财经应用文写作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ractical
Writing)

√

公共关系与礼仪

(Public Relation and
Social Etiquette)

√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

公益劳动(Socail
Practice)

√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

社会实践(Socail
Practice)

√

毕业论文(Thesis) √

毕业实习(Graduation
Field Work)

√

电子商务应用实践

(E-commerce
Application Ptractice)

√

互联网金融应用实践

(Internet Finance
Application Practice)

√

SPSS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依托省级科研机构“山东省互联网金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师资力量雄厚，90%的专业教师具有博士学位或者博士在读，40%的

专业教师具有海外留学或者访学背景。近年来，本专业教师已承担国家级项目 6项，省部级项目 8项，获得 7项国家发明专利，发表高

水平科学与教学研究论文 50余篇，并与深圳证券信息公司及各类地方金融机构在产学研领域开展了广泛合作，在科研、教学和产业化领

域所取得的成果在省内处于领先地位，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本专业在学科建设上注重教学与科研的融合，通过将科研成果融入教学过程，以及将学生引入研究中心参与实际项目，来开拓学生的知

识面，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培养高素质的互联网金融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主干学科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管理学、统计学、运筹学、保险学、货币银行学、西方经济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市场营销学、经济法、数据结构、数

据库原理、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计算机网络、信息资源管理、客户关系管理、Java程序设计、J2EE应用与开发、互联网金融概论、金

融信息安全、电子商务与支付、商务智能。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0.5学分/16学时）、Java程序设计(1学分/32学时)、J2EE应用与开发(1学分/32学时)、数

据库原理(1学分/32学时)、计算机网络(0.5学分/16学时)、客户关系管理(0.5学分/16学时)、电子商务与支付(1学分/32学时)、金融信息

安全(1学分/32学时)、商务智能(0.5学分/16学时)、互联网金融应用实践(2.5学分/2.5周)、电子商务应用实践(2.5学分/2.5周)、SPSS(2
学分/2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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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0 11 19 25 25 41

要求学时 2480+25周 848 128 480 176 376 472 25周 512+25周
学分占比 100% 26% 5% 19% 6% 12% 16% 16% 25.63%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管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按要求选修完要求的学分和学时，并完成毕业论文，顺利通过毕业答辩。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3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3161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3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3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31011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3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3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3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31612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31609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31610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31512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3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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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133514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3 32 32 3 考试 B13140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3171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131702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131012

小计 42.0 624.0 0.0 64.0 160.0 11.0 11.5 9.0 7.5 0.0 2.5 0.5 0.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

选修课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微积分Ⅰ(Calculus I) 5 80 5 考试 B133513

微积分Ⅱ(Calculus II) 4 64 4 考试 B133502
线性代数(Linear Algebra) 3 48 3 考试 B1335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3 48 3 考试 B133504

西方经济学(Western
Economics)

3 48 3 考试 B133101

货币银行学(Monetary
Banking)

3 48 3 考试 B133104

管理学(Management) 3 48 3 考试 B133303

保险学（Insurance） 3 48 3 考试 B133201
基础会计(Basic
Accouting)

3 48 3 考试 B133111

小计 30 480 0 0 0 5 7 12 3 3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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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信息资源管理(Management
of Inforamtion Resouce)

3 48 3 考试 B138406

统计学(Statistics) 3 48 3 考试 B138303
运筹学(Operational
Research)

2 32 2 考试 B138201

财务会计（Financial
Accounting）

3 48 3 考试 B138205

经济法(Economic Law) 2 32 2 考试 B138603
市场营销学(Marketing) 3 48 3 考试 B138304

小计 11 176 0 0 0 2 3 3 7 3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Analysis and Designing of
Information System)

2.5 32 16 2.5 考试 B134401

数据结构(Data Structure) 3 48 3 考试 B134404
Java程序设计(Designing of
Java Program)

3 32 32 3 考试 B134402

J2EE应用与开发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2EE)

3 32 32 3 考试 B134403

数据库原理(Database
Principle)

3 32 32 3 考试 B134407

计算机网络(Computer
Network)

2.5 32 16 2.5 考试 B134408

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

2 24 16 2 考试 B134409

小计 19 232 0 144 0 0 0 5.5 6 5.5 2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一

互联网金融概论(Internet
Finance Outline)

2 32 2 考试 B135401

电子商务与支付

(E-Commerce and Payment)
3 32 32 3 考试 B135405

金融信息安全(Financial
Information Security)

3 32 32 3 考试 B134406

商务智能(Bunsiness
Intelligence)

3 40 16 3 考试 B134407

小计 11 136 0 80 0 0 0 0 0 6 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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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专业英语(Speciality
English)

2 32 2 考查 B136401

企业管理与 ERP(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ERP)

2 24 16 2 考查 B136402

软件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

2 32 2 考查 B136403

网页设计(Web Design) 3 32 32 3 考查 B136409

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136405

金融市场学(Financial
Marketing)

2 32 2 考查 B136106

消费者行为学(Consumer
Behavior)

2 32 2 考查 B136308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Game Theory and
Information Economics)

2 32 2 考查 B136406

多媒体技术(Multimedia) 2 24 16 2 考查 B136410

财经应用文写作(Financial
and Economic Practical
Writing)

1 16 1 考查 B136601

公共关系与礼仪(Public
Relation and Social
Etiquette)

1 16 1 考查 B136607

小计 14 192 0 64 0 0 0 0 4 4 6 7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ail Practice) （2） 考查

毕业论文(Thesis) 10 10 10 考查 B137401
毕业实习(Graduation Field
Work)

6 6 6 考查 B137402

电子商务应用实践

(E-commerce Application
Practice)

2.5 2.5 2.5 考查 B137403

互联网金融应用实践

(Internet Finance
Application Practice)

2.5 2.5 2.5 考查 B137404

SPSS(SPSS) 2 2 2 考查 B137405

小计 25 25 2 0 0 0 0 4.5 2.5 16

711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微积分

Ⅰ(CalculousⅠ )

《微积分Ⅰ》是金融、经济、管理类等专业一年级必修的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

教学，使学生掌握一元微积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具有比较熟练

的运算技能，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并使学

生受到高等数学的思想方法熏陶和运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训练；培养学生具

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

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微积分Ⅰ》是经济管理类学生

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为后续

专业课的学习打定基础，也是考

研必考课程之一。

微积分

Ⅱ(CalculousⅡ)

《微积分Ⅱ》是以《微积分Ⅰ》为基础，研究多元函数微积分及其应用的一门学科。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多元微积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

具有比较熟练的运算技能，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

基础；并使学生受到高等数学的思想方法熏陶和运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训练。

《微积分Ⅱ》是经济管理类学生

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为后续

专业课的学习打定基础，也是考

研必考课程之一。

线性代数(Linear
Algebra)

《线性代数》是讨论有限维空间线性理论的课程，它具有较高的抽象性、逻辑性及

广泛的实用性，它的内容能应用于数学的传统领域，应用数学、经济数学等多种学

科，是经济管理类院校教学计划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通过对线性代数的学

习，使学生获得该课程的基本知识和必要的基本运算技能，初步地掌握基本的代数

知识和抽象、严格的代数方法，同时使学生在运用数学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培养和训练，为学习有关的专业课程提供必要的数学基础。

《线性代数》是经济管理类学生

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研究

线性问题的一门学科。也是考研

必考课程之一，并为学习有关的

专业课程提供必要的数学基础。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客观规律性的数学学科，是高等学校理、工、

管理类本科各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掌握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了解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学生初步掌握处理

随机事件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经济管

理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

课，是以微积分学课程为工具处

理随机问题的一门学科。是考研

必考课程之一，也为学习有关的

专业课程提供必要的数学基础。

程序设计基础

（Program Design
Foundation）

《程序设计基础》作为一门基础程序语言课程，使学生较好地掌握程序设计方面的

知识，掌握基本的程序设计方法，具备初步的程序设计能力，并能熟练运用 TC或

VC集成环境进行 C语言程序的编写、编译与调试。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掌握程序设计

语言基础，顺序、选择、循环结

构程序设计，构造类型数据，函

数，编译预处理，指针，文件等，

本课程的内容需要充足的实验环

节。

科技发展与学科

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本课程是信息管理专业的基础性课程，主要讲授信管专业的基本知识，大学生入学

专业学习知识，以及科技与轻工技术知识，使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对本学科专

业、我校特色等总体情况有所了解和认识，为学生学习其他各类课程打下一个良好

的基础。

作为一门具有导论性质的课程，

通过专业介绍和前沿知识讲解，

使学生了解本专业的总体情况，

为学生学习其他各类课程打下一

个良好的基础。

西方经济学

(Western
Economics)

本课程是国家教委规定的财经专业十门核心课程之一，主要介绍流行于西方市场经

济国家的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针对理

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经济管理类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程。

学习西方经济学需要有高等数学

作为基础，高等数学是学习宏观

经济学的前期课程，有了这个基

础，才能够学习微观经济学理论；

学了微观经济学理论，了解了价

格理论，理解经济社会的 运行规

律，有了这个基础才可以学习宏

观经济学理论。

货币银行学

(Monetary
Banking)

《货币银行学》课程突出对金融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介绍和基本管理技能的传

授，力求规范化、准确化、简洁化。在系统介绍成熟的金融理论过程中，紧密结合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理论联系实际，及时总结了我国金融改革中的经验教训。

本课程是一门经济管理类专业的

专业基础课，建议与西方经济学

在同一学期开设。

管理学

(Management)

《管理学》是研究如何不断地、有意识地对组织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并对组织进

行塑造的方式与方法的应用学科。它以企业的生产、营销、财务、人力资源活动为

直接研究对象，以计划、组织、协调、领导、控制等为基本职能。它贯穿于企业管

理的全过程，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

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核心作用愈加

突出。目前，“管理学”已经成为管理类、经济类各专业本科及研究生教学的核心课

程之一。

本课程是所有管理类课程的前导

课，各章应重点讲授基本概念；

原理和方法，使学生对管理有一

个总体上的认识、把握。本课程

注重管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

运用，而后续课程则在具体的某

一方面进行深入地分析与运用。

保险学（Insurance）
本课程作为保险学专业群的基础学科，主要以风险和保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为

教学内容，以当前保险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和国内外相关保险法律为依据，对保险学

原理作比较系统地教授。主要阐述了风险原理、保险的基本概念、保险的产生与发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

学。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学，使学

生具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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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简史、保险的种类及我国目前开办的主要险种介绍、保险运行的基本原则、保险

合同、保险费率和责任准备金、保险市场及国内外近期的市场发展状况及前景、再

保险的基本概念、保险的经营与管理、保险监管等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

分析方法；获得运用经济学方法

分析问题的基本技能；为学习本

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课

程重点讲授保险领域的相关理论

知识和实务能力，为进一步学习

专业课打下良好基础。

基础会计(Basic
Accouting)

《基础会计》是经管类非会计专业的基础必修课。其目标是要求学生在掌握会计的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会计核算的基本程序与方法，了解会计产生、发展和演变简

要过程，了解会计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我国特殊的会计事务管理体制，初步形成

一个比较完整的“会计观” 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现代企业会计理论与实务操作，并

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自我学习和知识扩展的能力。此外，通过体系完整的专业课程

学习和相应的实践课程训练，学生应当具备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灵活应用专业知

识的能力。

《基础会计》是经管类非会计专

业的基础必修课，是学习财务会

计、管理会计、成本会计、审计、

财务管理等课程的基础。对于非

会计专业学生而言，《基础会计》

有助于了解会计基本理论和基本

方法，有助于完善其知识结构，

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升综合素

质，是学习金融学、投资学、财

务分析、财务管理等课程的基础。

信息资源管理

(Management of
Inforamtion
Resouce)

《信息资源管理》是信息管理类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主要包括信息资源、信息资

源管理、企业信息主管等基本概念，信息资源在组织发展中的战略意义；信息资源

管理的主要理论、信息资源管理的内涵、特征，实现信息资源管理的信息技术；信

息资源的组织管理、过程管理和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基本方法和手段；信息资源的

战略规划、战略模型以及为获得竞争优势而进行竞争信息资源建设的理论和方法。

本课程使学生掌握信息资源管理

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分析组

织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流程，在信

息技术的支撑下，对组织的信息

流程进行优化，实现组织信息资

源的有效利用。最终目的是培养

能够适应一定行业信息资源管理

活动的操作和管理人员。应以《计

算机文化基础》、《计算机网络》、

《数据库原理》等为先导课程。

统计学(Statistics)

《统计学》是一门搜集、整理和分析统计数据的方法科学，其目的是探索数据内在

的数量规律性，以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同时，在经济管理中，我们每天都

要处理大量的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找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便为生产和

经营决策提供客观的依据，这些正是统计学这门课程所要解决的问题。从内容上看，

统计学主要包括统计数据的收集、整理、显示、描述、判断和分析。统计学既包括

适用于各个领域的一般性统计方法，如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相关与回

归等，也包括适用与某一专业领域的特殊统计方法，如指数分析法等。该门课程的

特点是不着重于统计方法数学原理的推导，而是侧重于阐明统计方法背后隐藏的统

计思想，以及这些方法在实际各领域中的具体应用。

《统计学》作为一门方法论学科，

为各专门学科中带着普遍性质的

数据搜集、整理、分析和解释提

供方法和理论指导，帮助他们更

准确更深入的进行认识。统计学

的学习应在学生具备一定的经济

基础知识的基础之上进行，该课

程以《西方经济学》、《管理学》

等课程的学习为基础。

运筹学

(Operational
Research)

《运筹学》是现代经济和管理学课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作为 20世纪 30年代初

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其主要目的是在决策时为管理人员提供科学依据，是实

现有效管理、正确决策和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方法之一。该学科利用统计学、数学模

型等方法，去寻找复杂问题中的最佳或近似最佳的解答，经常用于解决现实生活中

的复杂问题，特别是改善或优化现有系统的效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更好

地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

先修课程：微积分、概率论、线

性代数、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

学等。

财务会计

（Financial
Accounting）

《财务会计》是财经类非会计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也是《基础会计》的后续课程，

主要介绍了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和常见实务，培养学生从事财务会计工作应具备的

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操作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初步掌握财务会计的基本

理论框架，并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自我学习和知识扩展的能力；熟悉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过程和结果的核算方法和报告要求；锻炼动手能力和自学能力，增强财务意识，

提高理财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为从事会计及相关工作打下扎实基础。此

外，通过体系完整的专业课程学习和相应的实践课程训练，学生应当具备在不同的

经济环境下，灵活应用专业知识的能力。

《财务会计》是财经类非会计专

业的核心课程，是学习管理会计、

成本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课

程的基础。对于非会计专业学生

而言，《财务会计》有助于了解

企业常见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

有助于完善其知识结构，拓宽学

生的知识面，提升综合素质，是

学习金融学、投资学、财务分析、

财务管理等课程的基础。

经济法(Economic
Law)

《经济法》（非法学专业）是高等学校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专

业基础课。本课程包括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合同法、担保法、产品质量法等内容。

课程涉及的部门法众多、内容丰富、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

学生掌握法学基本原理以及各相关部门法的基础知识，学会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

实践中的相关问题。

《经济法》是普通高校经管类专

业学生的必修课，学生通过本课

程将掌握经济法学基本理论与基

础知识。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

之上的应用科学。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企业市场营

销活动过程及其规律性，研究内容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的特点。在现代市

本课程在教学实践中，要求课堂

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借助课

堂讨论、计算机模拟、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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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营销学原理不仅广泛应用于企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而且逐

渐应用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市场营销学

不仅是财经类、管理类各专业的必修课，而且还是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等专业的

重要课程。在管理类课程体系中，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市场调查、营销策划、营销咨询

与培训等多种形式，培养学生的

营销知识应用能力、营销决策能

力和营销创新能力。

信息系统分析与

设计(Analysis and
Designing of
Information
System)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是信管专业的一门专业拓展课程，是学生学习系统管理及

开发方面知识的专业课程。课程基于系统工程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介绍信息系统的

概念、功能、结构、种类和评价标准，生命周期法和原型法的概念和方法，信息系

统的可行性分析、经济分析、需求分析、初步设计、详细设计及信息系统管理及安

全性等内容，是信管专业学生从事信息系统开发、设计、维护与管理所必备的理论

知识。课程主要基于面向对象的方法，以 UML（统一建模语言）为主要描述语言，

主要描述方法则采用数据流图、数据字典、E-R图等。

本课程目标是让学生从整体上对

系统开发的流程及管理有初步认

识，使学生具备从事代码编写、

数据库应用、文档编写管理、软

件单元测试等专门化工作任务中

所需要的基本职业能力，应以《程

序设计基础》、《数据库原理》

为先修课程。

数据结构(Data
Structure)

本课程计算机程序设计的核心课程，主要从抽象数据类型的角度讨论各种基本类型

的数据结构及其应用，并讲解了查找和排序的各种实现方法及其综合分析比较。

本课程是计算机编程的基础课

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

够扎实地掌握编程所需的各类基

本的算法，对于学生后续学习

《Java程序设计》与《J2EE应用

与开发》打下良好的基础。

Java程序设计

(Designing of Java
Program)

Java是目前主流的编程语言，本课程主要介绍了 Java语言的基本机制和语法，包括

程序设计基础、数组、类和对象设计、继承与多态、Java标准类库等；并从实用的

角度出发，重点介绍 Java的异常处理、输入／输出处理、多线程、图形界面设计技

术等内容。

Java程序设计目前是主流的面向

对象程序设计语言。学生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能够扎实地掌握面

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思想，这对于

学生后续开展《J2ee应用与开发》

的学习能够打下良好的基础。

J2EE应用与开发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2EE)

本课程主要介绍了 Struts2、Hibernate和 Spring的基本知识，涉及 Struts2的下载安

装、基础配置文件、拦截器、转换器以及校验器的讲解以及标签、国际化、上传下

载的应用；Hibernate的配置、映射关系、单实体 CRUD操作以及 HQL的用法；以

及 Spring的 IOC、AOP、声明式事务以及 SSH整合等内容。

本课程是学生在学习《数据结构》

与《Java程序设计》之后的提升

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

能够掌握一种图像化的程序开发

方法，能够提升学生的编程水平、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数据库原理

(Database
Principle)

本课程主要面向信息工程学院的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专业全体学生。数据库原理是

此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之一，它主要介绍了数据管理的相关理论和技术，系统的讲

述了数据库的基本原理，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设计篇，主要介绍数据库

原理概述、数据模型和关系模型在数据库中的体现、关系理论原理及其表达、ER模

型和数据库设计、范式分析、SQL语言及其在系统的应用、视图、存储过程、触发

器等。第二部分为实现部分，主要介绍数据库的存储原理、索引和查询、事务处理

等。第三部分为高级数据库技术，主要介绍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新型数据库简介

和结合面向对象语言的数据库编程等。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在正确理

解数据库原理的基础上，熟练掌

握主流数据库管理系统 SQL
Server的应用技术及数据库应用

系统的设计、开发能力。应以《程

序设计基础》、《Java程序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为先导课程。

计算机网络

(Computer
Network)

本课程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和原理体系结构、物理层、数据链

路层(包括局域网)、网络层、运输层、应用层、网络安全、因特网上的音频／视频服

务、无线网络和移动网络，以及下一代因特网等内容。

本课程是本专业的核心课程，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基本

掌握计算机网络的信息传输原

理，能够为后续计算机类与信息

管理类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技

术。

客户关系管理

(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

《客户关系管理》是—门新兴的信息管理专业基础性课程。

课程从客户关系管理的理念、技术和实施三个大方面，系统阐述了客户关系管理的

知识体系，包括客户关系管理的产生、功能、分类、客户关系管理营销策略、最具

价值客户顺序 模型、客户关系生命周期以及对应的策略、数据挖掘等理论知识，还

包括呼叫中心客户关系管理的实施、数据挖掘技术、CRM 软件基本运行等诸多技术

与实际操作环节，并以详实生动的案 例作为教学参考。课程突出客户关系管理既是

管理理念又是管理软件这一明显的特点，反映了国内外在信息管理、电子商务应用

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引入国外教育教学的先进思想。

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了解

客户关系管理产生的背景，以及

市场份额竞争与顾客份额竞争的

基本策略，系统理解客户关系管

理的理念，掌握客户收益性分析、

客户细分及其管理策略、接触点

管理策略等内容，了解数据挖掘

方法在客户关系管理中基本应

用。应以《计算机文化基础》、

《程序设计基础》、《数据库原

理》、《管理学》，《电子商务

与支付》为先导课程。

互联网金融概论

(Internet Finance
Outline)

本课程涵盖了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所呈现出的各个新型业态，同时对于互联网

金融各个业态的定义与国家最新出台的政策法规相一致；并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相

关信息技术进行了详细讲解，能够让读者了解互联网金融所依托的信息技术基础，

本课程是本专业方向的核心课

程，也是一门融合管理、信息与

金融三个学科的综合课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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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深刻理解现代信息技术对金融业的变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该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能够掌

握互联网金融的相关知识，并且

能够对前期三个领域课程的学习

起到融会贯通的效果。

电子商务与支付

(E-Commerce and
Payment)

本课程在讨论电子交易和银行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上，全面讲述了电子银行和网上

支付的概念、电子货币的概念、实现网上支付的技术、网上安全支付协议与电子商

务安全认证、国内外主要的电子支付与清算系统和网上银行业务，最后介绍了网络

金融的风险与防范和网上支付的法律问题。

本课程系统地介绍电子商务的基

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术、

基本应用和法规等内容.是一门综

合性,交叉性,边缘性课程,它体现

着电子商务专业的基本特征和特

点,勾画出电子商务专业的基本框

架和轮廓,为后继相关专业课程的

学习打下一定的基础和给出必要

的线索。

金融信息安全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curity)

本课程系统地介绍了金融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金融信息系统面临的安全问题与金

融信息安全的复杂性，并系统地讲解了金融信息安全所涉及的信息安全体系建设与

信息安全管理设计。本课程的特点主要针对金融信息化建设中凸显的信息安全问题

开展知识的讲解，有助于学生全面地理解金融信息安全。

本课程属于金融与信息安全领域

的交叉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能够深入了解当前的金融信

息系统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

技术和管理层面的解决方案。

商务智能

(Bunsiness
Intelligence)

《商务智能》是信息管理、电子商务、企业管理等专业的MBA、研究生以及本科生

的新兴专业必修课。本课程主要介绍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以

及在商务决策中的 应用。具体的内容包括数据仓库系统简介、联机分析处理

（OLAP)，数据预处理 技术（包括数据清理、数据集成和转换等），数据挖掘技术

（包括分类、预测、 关联和聚类等）以及数据挖掘方法（包括决策树方法、统计方

法、关联规则挖掘 等），并结合案例分析上述方法和技术在商务智能中的应用。

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掌握

商务智能的核心技术基础一数据

仓库、OLAP和数据挖掘 的基本

概念、技术和方法，并在此基础

上应用于相关领域。考虑商务智

能的跨学科性（统计学、人工智

能和数据库），学习本课程前需

要有一定的《统计学》、《数据

库原理》等课程基础。

专业英语

(Speciality
English)

本课程旨在拓宽学生的专业词汇量和阅读量，力求将英语与专业紧密结合，了解科

技论文的文体特点和写作方法。写作习题取自专业文献，重点在专业论文或摘要的

常用表示方法。通过专业阅读提高英语基础及其应用能力，为将来的学术论文的阅

读写作和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涉及信息管

理、网络安全、计算机前沿技术

等领域的专业基础知识，对于考

研及参加 TOEFL或 GRE考试的

学生有帮助作用。

企业管理与

ERP(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ERP)

本课程全面介绍了 ERP的基本原理、计划功能、效益以及实施和应用 ERP为企业带

来的深层次的变化，详细讨论了销售与运营规划和主生产计划功能及其相关的重要

概念和方法，如资源计划、计划物料清单、可承诺量、计划时界和需求时界等，还

介绍了一些重要而实用的概念和方法，如MRP重排假设、反查物料清单、需求反查

等。

本课程是技术与管理的交叉课

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

够掌握如何进行企业信息化的集

成，来对企业的物流、信息流和

资金流进行有效管理，以实现企

业效益的最大化。该课程的学习

能够让学生深入了解企业管理的

运作机制。

软件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本课程讲述软件工程的概念、原理和典型的方法学，并介绍了软件项目的管理技术。

内容涵盖软件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任务、过程、结构化方法和工具，述面向对象方法

学引论、面向对象分析、面向对象设计和面向对象实现等方面。

本课程能够让学生在掌握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方面知识和技能的基

础上熟练掌握从事软件需求分

析、软件设计、软件测试、软件

维护和软件项目管理等工作所必

需的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

技能。

网页设计(Web
Design)

本课程主要讲解网页的制作与建设，内容涵盖网页设计的基础知识，Dreamweaver
入门及制作，Flash入门及制作，Fireworks入门及制作等内容。

本课程主要让学生熟练掌握网页

的设计方法以及设计技巧，从而

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

力。

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在学习了项目管理专业所必须的技术、经济、管理等相

关专业基础课程的基础上，掌握项目管理的基本理论和项目投资控制、进度控制、

质量控制的基本方法，熟悉各种具体的项目管理技术、方法在项目上的应用特点，

为学生建立管理项目所需的知识、技术和方法体系，培养学生发现、分析、研究、

解决项目管理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

本课程的主要理论、技术和方法

等主要内容可采用课堂讲授方

法，案例分析、研究建议采用在

教师指导下的分组讨论方式；课

程设计建议采用在教师指导下分

小组完成指定设计课题的方式；

专题讲座选题应具针对性，内容

应与课堂教学内容紧密结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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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讨会和辩论等教学组织方

式也可采用。

金融市场学

(Financial
Marketing)

本课程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及其各主体行为规律的一门学科。

本课程从阐述金融市场的基本要素、功能、产生及发展的基本脉络入手，在此基础

上对构成金融市场体系的主要子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基金市

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金融衍生市场等，进行分别介绍和阐述。最后全面介绍

金融市场监管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本课程主要让学生能运用所学理

论、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金融市

场的相关问题，达到金融学专业

培养目标的要求，为以后进一步

深造或从事实际工作奠定扎实的

理论基础。

消费者行为学

(Consumer
Behavior)

本课程重点分析了消费者的感觉、知觉、需求、动机信念、态度、学习等心理范畴

在消费者购买行为中的特殊意义，本课程也重点研究了消费者的个性心理特征、购

买行为规律，以及影响消费者心理与行为的文化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商品要素等

诸多因素，以便能对消费者复杂多变的行为进行合理的解释，并为企业科学地制定

营销策略、提高营销效果提供有力的帮助，提升企业的综合管理水平。

通过学习本课程，要求学生认识

消费者的心理活动产生及发展变

化的基本规律，理解和掌握影响

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心理因素、社

会因素、文化因素及其他因素，

掌握消费者如何做出购买决策并

能对消费者的各种行为给予合理

解释，同时要求学生能密切关注

消费和营销领域的新动向，从而

为企业制定营销策略提供有力的

帮助。

博弈论与信息经

济学(Game Theory
and Information
Economics)

本课程对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作比较全面系统的讨论和分

析。本课程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并能运用这

些知识解释和预测现实中的经济现象（特别是企业竞争），同时也为今后的学习和

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本课程的学习需要具备基础的经

济学知识和初步的数学知识，先

修课程有《西方经济学》、《微

积分》、《概率论》等。

多媒体技术

(Multimedia)

本课程对多媒体技术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内容包括多媒体技

术概述、多媒体计算机系统结构、多媒体数据压缩编码技术、音频信息处理技术、

视频信息处理技术、多媒体软件系统、多媒体程序设计、动画制作技术、多媒体通

信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基础。

本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

能熟练地掌握和灵活运用各种多

媒体技术，提升学生的平面设计

水平，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就

业竞争力。

财经应用文写作

（Financial
Practical Writing）

《财经应用文写作》，是金融学专业的专业任选课程，也是财经类专业的公共基础

课程，课程具有基础性、综合性、规范性、实践性的特点。《财经应用文写作》重

点培养学生的应用写作能力，语言与文字表达能。通过学习，掌握应用文写作基本

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常用应用文文种的种类、写作结构和写作要求，使学生能选

择恰当的文种处理公务和日常事务，在写作实践的基础上，找出应用文文体写作的

基本规律，完成毕业论文、求职简历、申论等的写作，为学生在未来职业生涯中得

到可持续性发展助力，以适应社会、工作、生活的需要。

本课程是在语文、财经专业基础

知识、财务管理学和会计学基础

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综合性边缘

学科。学生应具有一定的语言文

字表达能力、阅读理解能力、综

合分析能力，同时具备金融基础

理论知识。由于课程本身的特点，

必须经过理论学习、反复写作实

践才能达到真正掌握的目的。

公共关系与礼仪

(Public Relation
and Social
Etiquette)

公关礼仪是一种学问、是一门交往中的艺术科学。公关活动是与人交往的艺术，与

人打交道要作介绍是常有的事，但越是平常 之事越能够显出一个人在日常细节处的

涵养。公共关系是指某一组织为改善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促进公众对组织的认识，

理解及支持，达到树立良好组织形象、促进商品销售的目的的一系列公共活动。它

本意是社会组织、集体或个人必须与其周围的各种内部、外部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

作为专业基础必修，修读该门课

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等知识基础，

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2学期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本课程以国防教育为主线，通过学生对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训练的学习和实践，使

学生掌握基本的军事理论、军事知识与技能，达到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

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加强法制意识和组织纪律性，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

的提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后备兵员和预备役军官打好基础。

本课程的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国

防、军事思想、战略环境、军事

高技术、信息化战争和人防民防

知识。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ur)

《公益劳动》作为实践环节纳入本科教学计划，是一门实践性、综合性、应用性较

强的课程，作为承担培养祖国未来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的高校，学校必须

组织大学生参加必要的劳动，使他们在劳动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刻理解劳动创造价

值的理论，切身体会劳动创造价值的艰辛，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高尚情操，为其走

上社会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由于《公益劳动》课程教育多是

在室外进行的体力劳动，所以要

具备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

锻炼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以

及积极向上的劳动意识、环境保

护意识和社会主义公德意识。切

忌放羊式的放任自流，使为提高

学生德育水平的必修课最终流于

形式。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大学生安全教育，既强调安全在人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又关注学生的全面、终身

发展。要激发大学生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确立正确的安全观，并努力在学习过程

中主动掌握安全防范知识和主动增强安全防范能力。

授课可通过入学教育、专题讲座、

安全分析、课程教育、日常教育

等多种途径和形式开展安全教育

课程。注意为学生提供直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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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学生视野并善于利用发生的

安全事故警示教育学生。

社会实践(Socail
Practice)

高等院校社会实践的目的，就是使学生将所学的科学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

综合运用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增长知识和才干。

社会实践可以利用暑假或者课外

时间进行，采用社会调查的形式。

毕业论文(Thesis)
《毕业论文》是本科培养计划中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教学、科研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的重要结合点，搞好毕业论文工作，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全面素质具有重要

意义。

论文题目的选择应符合信息管理

专业的基本要求，应围绕计算机

前沿技术在现实问题中展开应

用，论文撰写期间，学生要与指

导教师保持联系和沟通，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毕业论文。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Field
Work)

《毕业实习》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根据信息管理专业培养目

标要求，学生应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将来工作岗位进行有目的地选择实习单位和

岗位。通过毕业实习，使学生接触企业信息管理的全过程，重点培养学生适应社会

的能力以及运用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通过毕业实习使学生了解专业发

展趋势，认识信息管理的基本理

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及社会对人

才培养的要求。同时，搜集第一

手材料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坚

实的基础。

电子商务应用实

践(E-commerce
Application
Practice)

通过实践教学课程体系设计，使学生学会将理论应用于实际，加深对电子商务行业

的了解，通过实际操作电子网上银行、经营网店、调研知名电子商务企业获得实践

认知，促进实用性人才的培养。

开设电子商务实践课程,以提高学

生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互联网金融应用

实践(Internet
Finance
Application
Practice)

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互联网金融的基本策略和操作步骤，通过模拟实训教学让学生

对互联网金融各业务的实施和运作有一个感性的了解和认识，并长我一定的开展互

联网金融业务的能力和技巧。

通过学习，学生可以将互联网金

融的基本理论和具体技术与企业

互联网金融实务的最新实践联系

起来，为今后开展互联网金融实

践活动打下基础。

SPSS(SPSS)
《SPSS》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课程，它是以多元统计为基础理论，研究如

何利用有效的方法收集、整理与分析受到随机因素影响的数据，从而对所涉及问题

进行统计推断与预测，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和建议。

运用数学、统计学的方法和电子

计算机技术，为现代管理决策提

供科学的依据，解决各项问题。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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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专业代码：020303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能够从事商业性保险业务的营销、经营管理、社会保险基金运作与管理、保险监管以及互联网保险等实际工作以及科学研究

工作的高级保险人才。通过理论教学，学生能够系统掌握保险学科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保险业务技能，获得经济、管理、财务、金

融等方面的理论知识；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保险综合业务能力以及证券、投资基本技能。

二、培养要求

该专业培养能从事保险及相关行业实际工作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是通过四年系统的专业学习，学生应全面掌握保险专业知识。本专

业学生主要学习经济学科和保险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系统掌握保险学的基本理论、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富有敬业精神及保险

职业责任感，毕业后能胜任保险业经营及管理工作，以及相关行业的风险管理工作。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知识要求：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原理，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遵纪守法，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勇于开拓创新。

2、基本技能要求：初步掌握一门外国语和计算机应用技能，达到规定的等级要求；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具有强健的

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高尚的审美素养、文明的生活习惯和健全的人格魅力。

3、专业技能要求：全面掌握保险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社会研究技巧，通晓保险工作的理论与实务，具备从事保险相关工作的资格与能力。

4、综合技能要求：熟练掌握保险的基本理论、方法和知识，了解保险的理念和方法；熟练掌握现代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金融与保险

业务技能。

5、专业核心能力要求：保险管理及实务操作技能。学生须参加 1-2项专业核心资格证书的认证考试，并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质、

表达与沟通

能力

2.创新创业

精神

3.专业基础

知识

4.外语应用

能力

5.财务管理

处理能力

6.计算机应

用、信息处理

能力

7.科学研究

能力
8.实践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

大学英语（College English ） √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

大学计算机基础（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

信息检索（Information
Retrieval）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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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Databas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

微积分Ⅰ（CalculusⅠ） √

微积分Ⅱ（CalculusⅡ） √

线性代数（Linear Algebra）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

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 √

基础会计（Basic
Accounting）

√

货币银行学（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

管理学（Management） √

统计学（Statistics） √

经济法

(Economic Law)
√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

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

保险学（Insurance） √
投资学（Investment） √

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

√

人身保险（Life Insurance） √
财务会计（Financial
Accounting）

√

财产保险（property
insurance）

√

互联网金融概论(Internet
Finance Outline)

√

金融风险管理（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

电子商务与支付

(E-Commerce and Payment)
√

金融数据分析（Financial
data analysis）

√ √

证券投资与分析（Securities
Analysis）

√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Game
Theory and Information
Economics）

√

责任保险（Liability
Insur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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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 √

财务报告分析（Financial
Analysis）

√

个人理财（Personal finance） √

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

√

保险精算（Actuarial） √
保险公司经营与管理

（Insurance company
management and
management）

√

财经应用文写作（Financial
Practical Writing）

√

保险专业英语（Insurance
Professional English）

√

金融服务礼仪（Financial
Service Etiquette）

√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

公益劳动（Voluntary
Works）

√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

毕业论文（Dissertation） √
毕业实习（Graduation
Practice）

√

基础会计实训（Basic
Accounting Training）

√

人身保险实训(Life
insurance training)

√

财产保险综合实训

(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property insurance)

√

电子支付与结算实验

（Electronic Payment and
Settlement Experiment）

√

金融技能（Financial Skills）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重点培养既掌握金融保险理论知识又掌握互联网金融技术的应用型人才，传承山东银行学校重实践和实际应用能力培养的传统，

重视模拟实验教学和实践教学。毕业生具备良好的金融风险管控能力，可在保险公司、投资公司、互联网金融企业等机构和政府部门从

事金融保险和风险投资管理等相关工作。

五、主干学科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西方经济学（含微观经济、宏观经济）、计量经济学、经济法、货币银行学、统计学、管理学原理、保险学、基础会计、财务

会计、金融风险管理、人身保险、财产保险、责任保险、社会保障、互联网金融概论、保险公司经营与管理、保险精算、保险投资学、

信息检索、数据库技术与应用、电子商务支付、金融数据分析等课程。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基础会计实训（0.5学分/16学时）、电子支付与结算实验（0.5学分/16学时）、人身保险实训（0.5学分/16学时）、

财产保险综合实训（0.5学分/16学时）、课程实习与学年论文（1学分/1周）、金融技能（1学分/1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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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1 8 30 11 20 25 25 32.5

要求学时 2744+25周 824 128 488 176 504 224 25周 240+25周
学分占比 100% 25.63% 5.00% 18.75% 6.88% 12.50% 15.63% 15.63% 20.31%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经济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经济学科和保险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系统掌握保险学的基本理论、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富有

敬业精神及保险职业责任感，毕业后能胜任保险业经营及管理工作，以及相关行业的风险管理工作。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1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3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3161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3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3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31011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3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3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3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31612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31609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31610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3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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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315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133514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Databas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13150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3171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131702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131012

小计 41.0 616.0 0.0 48.0 160.0 11.0 10.5 9.0 7.5 0.0 2.5 0.5 0.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

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微积分Ⅰ

（CalculusⅠ）
5 80 5 考试 B133513

微积分Ⅱ

（CalculusⅡ）
4 64 4 考试 B133502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3 48 3 考试 B1335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3 48 3 考试 B133504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3.5 56 3.5 考试 B133312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2.5 40 2.5 考试 B133102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3 40 16 3 考试 B133103

基础会计（Basic Accounting） 3 48 3 考试 B133111

货币银行学（Money，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3 48 3 考试 B133104

小计 30 472 0 16 0 5 7.5 11.5 3 3 0 0 0

722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管理学（Management） 3 48 3 考查 B138302

统计学（Statistics） 3 48 3 考查 B138303
经济法(Economic Law) 2 32 2 考试 B138603

市场营销学(Marketing) 3 48 3 考查 B138304

保险精算（Actuarial） 2 32 2 考查 B138204
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2 32 2 考查 B138306

小计 11 176 0 0 0 2 3 0 3 3 2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保险学（Insurance） 3 48 3 考试 B134212
投资学（Investment） 3 48 3 考试 B134201

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 3 48 3 考试 B134209

人身保险（Life Insurance） 3 48 3 考试 B134214
财务会计（Financial
Accounting）

3 48 3 考试 B134211

财产保险（property insurance） 3 48 3 考试 B134216

保险公司经营与管理

（Insurance company
management and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134217

小计 20 320 0 0 0 0 0 9 6 3 2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互
联网

保险

互联网金融概论(Internet
Finance Outline)

3 48 3 考试 B135408

金融风险管理（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2.5 40 2.5 考试 B135102

电子商务与支付(E-Commerce
and Payment)

2.5 32 16 2.5 考查 B135404

金融数据分析（Financial data
analysis）

3 48 3 考查 B135409

小计 11 168 0 16 0 0 0 0 0 2.5 5.5 3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证券投资与分析（Securities
Analysis）

2 32 2 考试 B136203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Game
Theory and Information
Economics）

2 32 2 考查 B136406

责任保险（Liability Insurance） 2 32 2 考查 B13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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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 2 32 2 考查 B136211

财务报告分析（Financial
Analysis）

2 32 2 考查 B136206

个人理财（Personal finance） 2 32 2 考查 B136205

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 2 32 2 考查 B136204

财经应用文写作（Financial
Practical Writing）

1 16 1 考查 B136601

保险专业英语（Insurance
Professional English）

2 32 2 考查 B136212

金融服务礼仪（Financial
Service Etiquette）

1 16 1 考查 B136602

小计 14 224 0 0 0 2 4 6 2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Voluntary Works） （1） 考查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毕业论文（Dissertation） 10 10 10 考查 B137201

毕业实习（Graduation Practice） 6 6 6 考查 B137202
基础会计实训（Basic Accounting
Training）

1 1 1 考查 B137203

人身保险实训(Life insurance training) 1 1 1 考查 B137210

财产保险综合实训(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property insurance)

1 1 1 考查 B137211

电子支付与结算实验（Electronic Payment
and Settlement Experiment）

2 2 2 考查 B137407

金融技能（Financial Skills） 2 2 2 考查 B137103

小计 25 25 2 0 1 2 2 0 2 16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

业概论（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

本课程是保险学学专业的基础性课程，主要讲授保险学专业的基本知

识，大学生入学专业学习知识，以及科技与轻工技术知识，使学生尽

快适应大学生活，对本学科专业、我校特色等总体情况有所了解和认

识，为学生学习其他各类课程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作为一门具有导论性质的课程，通过体现轻工

特色、使学生了解保险学专业的总体情况，为

学生学习其他各类课程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微观经济学》是全部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也是经济学本科教

育的专业主干基础课程。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微观经济学以

单个经济主体（消费者和生产者）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各个经济主

体如何将其稀缺的经济资源分配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中以取得最大利

益的科学。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的中心思

想是，自由交换往往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资源

配置被认为是帕累托有效的。

学习微观经济学需要有高等数学作为基础。学

了微观经济学，了解了价格理论，理解经济社

会的运行规律，有了这个基础可以学习宏观经

济学，能够更好的学习其他的经管类的专业课

程。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该课程是经济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必修课，在人才培养方案

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学生通过学习该课程后，应能分析现实经济

生活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掌握经济分析的方法和思路，并为深

入理解其它经济和管理类课程打好基础。宏观经济学是在全社会范围

内研究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它涉及繁荣与衰退、经济中商品

与劳务的总产出与产出的增长和波动、通货膨胀与失业、国际收支与

汇率及政府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等。

学习西方经济学需要有高等数学作为基础，高

等数学是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前期课程，有了这

个基础，才能够学习微观经济学；学了微观经

济学，了解了价格理论，理解经济社会的 运

行规律，有了这个基础才可以学习宏观经济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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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计量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运用数学、统计

学方法与电脑技术，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手段，定量分析研究

具有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的一门经济学学科。主要内容包括理

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经济计量学。理论经济计量学主要研究如何运

用、改造和发展数理统计的方法，使之成为随机经济关系测定的特殊

方法。应用计量经济学是在一定的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以反映事实的

统计数据为依据，用经济计量方法研究经济数学模型的实用化或探索

实证经济规律。

本课程作为经济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模

型的设计、检验与应用需要《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方面的经济学知识，其模型设

计、估计、检验与应用需要《微积分》、《线

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数学基础。

基础会计（Basic
Accounting）

《基础会计》既是会计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又是其它经管类专业

的专业必修课或选修课程。其目标是要求学生在掌握会计的基本概

念、基本原理和会计核算的基本程序与方法，了解会计产生、发展和

演变简要过程，了解会计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我国特殊的会计事务

管理体制，初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会计观” 的基础上，进一步掌

握现代企业会计理论与实务操作，并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自我学习和

知识扩展的能力。此外，通过体系完整的专业课程学习和相应的实践

课程训练，学生应当具备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灵活应用专业知识的

能力。

《基础会计》是会计专业的基础课，是学习财

务会计、管理会计、成本会计、审计、财务管

理等课程的基础。对于非会计专业学生而言，

《基础会计》有助于了解会计基本理论和基本

方法，有助于完善其知识结构，拓宽学生的知

识面，提升综合素质，是学习金融学、投资学、

财务分析、财务管理等课程的基础。

货币银行学（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货币银行学》是教育部确定的 21世纪高等学校经济学、管理学各

专业的核心课程，是金融学最重要的统帅性专业基础理论课,本校经济

学本科层次各专业都开设此课，课内学时 48个，计 3个学分，作为

一门社会科学，它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运用历史唯物

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和方法论，研究有关货币、信用、利率、

银行等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运行、宏观金融调控等经济金融现象及其

发展变化规律。同时介绍了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及国际金融的创新与发

展，其内容涵盖面广，涉及范畴多。

这是一门金融专业及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基础

课，与之相关的课程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

学。

管理学

（Management）

管理学是研究如何不断地、有意识地对组织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并

对组织进行塑造的方式与方法的应用学科。它以企业的生产、营销、

财务、人力资源活动为直接研究对象，以计划、组织、协调、领导、

控制等为基本职能。它贯穿于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是现代企业管理的

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和

实践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核心作用愈加突

出。目前，“管理学”已经成为管理类、经济类各专业本科及研究生教

学的核心课程之一。

本课程是所有管理类课程的前导课，各章应重

点讲授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使学生对管理

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把握。组织行为学；战

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是其后续课程，

本课程主要注重管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

运用，而后续课程则在具体的某一方面进行深

入地分析与运用。

统计学（Statistics）

统计学是一门搜集、整理和分析统计数据的方法科学，其目的是探索

数据内在的数量规律性，以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同时，在经

济管理中，我们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找出

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便为生产和经营决策提供客观的依据，这些

正是统计学这门课程所要解决的问题。从内容上看，统计学主要包括

统计数据的收集、整理、显示、描述、判断和分析。统计学既包括适

用于各个领域的一般性统计方法，如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

相关与回归等，也包括适用与某一专业领域的特殊统计方法，如指数

分析法等。该门课程的特点是不着重于统计方法数学原理的推导，而

是侧重于阐明统计方法背后隐藏的统计思想，以及这些方法在实际各

领域中的具体应用。

统计学作为一门方法论学科，为各专门学科中

带着普遍性质的数据搜集、整理、分析和解释

提供方法和理论指导，帮助他们更准确更深入

的进行认识。统计学的学习应在学生具备一定

的经济基础知识的基础之上进行，该课程以

《宏微观经济学》、《管理学》、《高等数学》

等课程的学习为基础。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和现代科学

技术基础之上的应用科学。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满足消费者需

求为中心的企业市场营销活动过程及其规律性，即，在特定的市场营

销环境中，企业以市场调研分析为基础，为满足现实和潜在的市场需

求，所实施的以产品（Product）、定价（Price）、地点（Place）、促

销（Promotion）为主要决策内容的市场营销管理过程及其客观规律性。

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内容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

市场营销学是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和现

代经营管理理论基础之上的一门交叉学科、应

用学与原理性学科。

经济法

(Economic Law)

《经济法》（非法学专业）是高等学校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学生的

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包括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合同法、

担保法、产品质量法等内容。课程涉及的部门法众多、内容丰富、兼

具理论性与实践性。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法学基本原理以

及各相关部门法的基础知识，学会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践中的相

关问题。

《经济法》是普通高校经管类专业学生的必修

课，学生通过本课程进行经济法学基本理论与

基础知识的学习，有利于将来国际经济法、国

际商法等课程的展开。

金融风险管理

（Financial Risk
《金融风险管理》详细讨论和界定了有关金融风险及其所包含的各类

主要风险的定义、特性等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在此基础上全面、

本课程《金融风险管理》主要与货币金融学、

证券投资学、货币银行学等学科紧密相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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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系统、深入地介绍、阐释、分析了各类金融风险的辨识理论、方法以

及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八类主要风险的各

种度量理论、方法与技术。是从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资本管理、合

规管理、资产负债管理、内部控制/稽核/审计等部门的从业人员必备

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本课程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实践为主；知

识与技能相结合，以技能为主；现实与前瞻相结合，以现实为主。

外，与数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学科之间也有

密切的关系，是金融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

证券投资与分析

（Securities
Analysis）

本课程是一门既有理论探讨又突出实践及效果的专业性选修课。以金

融资产（尤其是以股票）为投资对象，介绍西方投资理论，认识中国

特色的证券市场。阐述投资管理中难度较大的不确定、复杂、博弈等

特性的问题。运用动态决策，追踪及最佳控制等管理原理及方法，使

学员进一步提高管理理论水平及素质。

本课程《证券投资》主要与货币金融学、西方

经济学、会计学等学科紧密相关。此外，与数

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学科之间也有密切的关

系。是会计、金融、理财和保险专业的一门专

业课程。

投资学（Investment）

《投资学》是建立在经济学和现代金融理论基础之上，与经济学、金

融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学科密切结合的一门综合性、基础性、实践

性的独立学科，是金融学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和财

务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主要向学生讲授股票、债券、投

资基金等证券投资工具的基本概念，以及证券市场的结构、证券投资

的收益和风险等基础知识。

本课程将投资基本知识、证券投资、投资过程

的内容有机结合为统一的整体，对投资理论和

方法作了较全面的介绍，是金融本科专业的专

业课程之一，对学生学好后续专业课具有重要

的基础作用。学习本课程要求具有数学、经济

学、金融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方面的相应

知识。

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

公司金融是金融和财务两个领域的结合，它以处于金融市场中的公司

的融资、投资与运营为研究对象，公司与金融市场的关系是其核心内

容。该课程向学生介绍系统完整的公司金融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以公

司金融学所涉及的三个主要内容为基础，系统地介绍公司金融决策的

理论和方法。使学生能够掌握理论思维和分析工具，来分析和解决公

司和金融市场之间的现实问题。

公司金融学的先修课程有货币银行学，为其提

供必要的金融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会计学，

为其提供必要的财务基本知识；以及投资学，

为其提供必要的投资学相关理论和知识。

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是一门专门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间商品交换

的具体过程的学科，是一门具有涉外活动特点的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

应用科学。它涉及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惯例、国际金融、

国际运输与保险等学科的某些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

《国际贸易》是国际贸易专业的支撑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掌握出口贸易的业务的各主要环节流程，了解在外贸实践环节中涉

及到的证书、文件、单据等，掌握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法律、国际规则

与惯例在实践中的恰当运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学生进行外贸实

务操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及实际操作的可模仿性。

前导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后续课

程：国际结算，国际金融。

财务会计（Financial
Accounting）

《财务会计》课程的任务是介绍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和常见实务，培

养学生从事财务会计工作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操作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初步掌握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具有国

际化的视野和自我学习和知识扩展的能力；熟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

程和结果的核算方法和报告要求；锻炼动手能力和自学能力，增强财

务意识，提高理财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为从事会计及相关

工作打下扎实基础。

《财务会计》是会计专业的核心课，是学习管

理会计、成本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课程的

基础。对于非会计专业学生而言，《财务会计》

有助于了解企业常见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有

助于完善其知识结构，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

升综合素质，是学习金融学、投资学、财务分

析、财务管理等课程的基础。

财务报告分析

（Financial
Analysis）

《财务分析》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教与学，一方

面使学生掌握财务分析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另一方面使学生明确

作为财务分析师或分析人员应如何阅读与分析财务报表、如何分析财

务活动状况、如何评价财务绩效等等。财务分析是为企业的投资者、

债权人、经营者及其他关心企业的组织或个人了解企业过去、评价企

业现状、预测企业未来，做出正确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或依据的经济

应用学科。

本课程是在经济活动分析、财务管理学和会计

学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综合性边缘学科。

财务分析是在会计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

对会计学所提供的会计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

经济应用学科，对经济活动中的财务状况进行

评价与预测的一门科学，还是财务管理中的一

个环节，为财务管理决策提供信息依据。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

学（Game Theory and
Information
Economics）

本课程对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作比较全面系

统的讨论和分析。本课程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博弈论的基本概

念和分析框架，并能运用这些知识解释和预测现实中的经济现象（特

别是企业竞争），同时也为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本课程的学习需要具备基础的经济学知识和

初步的数学知识，先修课程有《微观经济学》、

《微积分》、《概论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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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理财（Personal
finance）

《个人理财》以金融基本理论为指导，系统阐述个人理财的基本观点，

各种理财产品的介绍，以及税收筹划的一些基本理论。使学生能在掌

握基本理论的前提下培养理财观念，分析各种理财产品，并进行简单

的理财规划。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得学生了解主要的理财产品及其

收益、风险特点，掌握个人理财的基本原理和基础操作规范，学会与

客户沟通的技巧，能够运用相关的理财分析规划知识，按照理财规划

的业务操作流程顺序设计理财规划。

个人理财是财经学院投资学专业的专业选修

课程之一。前导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货币银行学、投资学、财政学等。

保险学（Insurance）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从事金融、保险等实务工作所必须的保

险学基本知识。要求学生了解保险的基本知识和保险的主要种类；熟

悉保险经营的基本环节和保险市场的运作程序、运行方式和运行机

制；掌握保险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和基本技能，并能够独立运用所

学的理论对保险领域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等专业基础

课。建议在第 3学期开设。

人身保险（Life
Insurance）

本课程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较强的应用课程。其最主要的任务是使

学生掌握人身保险产品，学会为客户制定保险方案。包括学习人身保

险原理知识，掌握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产品知识；

学会销售流程以及技巧；掌握人身保险售后知识。培养学生具有在寿

险公司外勤和内勤都能胜任的工作能力，并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打下

坚实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保险学原理，相配合的课

程是财产保险，建议在第 4学期开设。

财产保险（property
insurance）

《财产保险》立足于财产保险业务技能的培养，理论结合实际，强调

课程的岗位性，注重学生的敬业精神以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等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财产保险

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熟悉国内现有主要财产险种、财产保险公司与保

险中介公司操作环节；具备财产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机构承保、核保、

理赔、查勘、定损等岗位所要求的职业技能；具备良好的保险从业人

员职业道德与操守。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保险学原理，相配合的课

程是人身保险，建议在第 4学期开设。

保险精算（Actuarial）

《保险精算学》是保险专业重要的专业课程之一。主要用数学、统计

学的方法寻找随机事件（风险）的统计规律，从而为各种类型的保单

制定适当的价格提供基础，以保证保险机构的稳定运行。使学生掌握

非寿险精算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和方法），未来在保险公司工作时，

能与精算师顺利地沟通，为进一步学习更为详尽、较高级的精算学知

识打下初步的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保险学原理，

建议在第 7学期开设。

保险公司经营与管

理（Insurance
company

management and
management）

保险经营管理是一门集保险、管理、保险精算、财务管理等多学科交

汇综合的课程，全面系统的介绍保险经营的管理过程，包括保险市场

分析、保险营销管理、保险承保管理、保险理赔管理、保险投资管理、

保险财务管理、保险偿付能力管理、保险公司的再保险管理、保险公

司经营效益评价。通过教学，应使学生对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各环节

有清晰的概念和理解。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管理学、保险学原理等课

程，建议在第 6学期开设。

微积分Ⅰ

(CalculousⅠ )

《微积分Ⅰ》是金融、经济、管理类等专业一年级必修的基础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一元微积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基本方法和具有比较熟练的运算技能，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取

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并使学生受到高等数学的思想方法熏

陶和运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

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

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微积分Ⅰ》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的一门

专业基础课，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打定基础，

也是考研必考课程之一。

微积分Ⅱ

(CalculousⅡ)

《微积分Ⅱ》是以《微积分Ⅰ》为基础，研究多元函数微积分及其应

用的一门学科。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多元微积分学的基本

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具有比较熟练的运算技能，为学习后继

课程和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并使学生受到高等

数学的思想方法熏陶和运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训练。

《微积分Ⅱ》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的一门

专业基础课，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打定基础，

也是考研必考课程之一。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线性代数》是讨论有限维空间线性理论的课程，它具有较高的抽象

性、逻辑性及广泛的实用性，它的内容能应用于数学的传统领域，应

用数学、经济数学等多种学科，是经济管理类院校教学计划中的一门

重要的基础理论课。通过对线性代数的学习，使学生获得该课程的基

本知识和必要的基本运算技能，初步地掌握基本的代数知识和抽象、

严格的代数方法，同时使学生在运用数学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培养和训练，为学习有关的专业课程提供必要

的数学基础。

《线性代数》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

业基础课，是研究线性问题的一门学科。也是

考研必考课程之一，并为学习有关的专业课程

提供必要的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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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客观规律性的数学学科，是

高等学校理、工、管理类本科各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通过

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了解它

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学生初步掌握处理随机事件的基本思想和

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

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以微积分学课程为工具

处理随机问题的一门学科。是考研必考课程之

一，也为学习有关的专业课程提供必要的数学

基础。

财经应用文写作

（Financial Practical
Writing）

《财经应用文写作》，是金融学专业的专业任选课程，也是财经类专

业的公共基础课程，课程具有基础性、综合性、规范性、实践性的特

点。《财经应用文写作》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写作能力，语言与文字

表达能。通过学习，掌握应用文写作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常用

应用文文种的种类、写作结构和写作要求，使学生能选择恰当的文种

处理公务和日常事务，在写作实践的基础上，找出应用文文体写作的

基本规律，完成毕业论文、求职简历、申论等的写作，为学生在未来

职业生涯中得到可持续性发展助力，以适应社会、工作、生活的需要。

本课程是在语文、财经专业基础知识、财务管

理学和会计学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综合

性边缘学科。学生应具有一定的语言文字表达

能力、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同时具

备金融基础理论知识。由于课程本身的特点，

必须经过理论学习、反复写作实践才能达到真

正掌握的目的。

金融服务礼仪

（Financial Service
Etiquette）

《金融服务礼仪》，是金融学专业的专业任选课程，也是财经类专业

的公共基础课程，课程具有基础性、综合性、规范性、实践性的特点。

金融服务礼仪是金融从业者在工作中共同认可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

准则，它自始至终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表示尊重对方的

过程和行为本课程重点讲解金融礼仪的基础理论；在实践中掌握基本

形体礼仪，仪容和服饰礼仪、日常交往礼仪，客户服务礼仪、营业网

点接待礼仪和办公室礼仪，行业公务礼仪和金融服务岗位活动礼仪。

培养学生有礼貌礼仪修养，具备服务意识和素养。

本课程在框架构建上，打破了以知识体系为线

索的传统模式，结合当今金融职业特点和礼仪

发展的最新趋势，采用以职业岗位工作要求与

任务为中心，以职业能力为依据，以金融工作

过程为主线，体现工学结合、任务驱动、项目

教学的方式，八个模块，每个模块都包括学习

目标、工作项目、工作任务、操作步骤、知识

链接和知识实训等内容，学生应多注重实效在

实训中学习。

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社会保障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基本方

法，掌握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掌握社会保障诸范畴的概念、性

质、作用以及运用社会保障范畴；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

社会保障实践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适应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下社会保障管理的需要。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保险学原理，建议在第 5
学期开设。

保险专业英语

（Insurance
Professional English）

本课程是在掌握了一定的保险专业知识和英语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学

习并掌握相对应的保险专业英语知识，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及市场竞争

力，以适应保险市场的发展和需求，为今后更好地做好保险业务奠定

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英语和保险学等基础课

和专业课，建议在第 7学期开设。

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

《运筹学》是以定量分析为主来研究管理问题，将工程思想和管理思

想相结合，应用系统的、科学的、数学分析的方法，通过建模、检验

和求解数学模型获得最优决策方案。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线性规

划、动态规划、网络分析、库存管理等与经济、管理和工程领域密切

相关的运筹学分支的基本模型、方法和应用。运用科学的模型化方法

来描述、求解和分析问题，从而支持决策。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建议在第 6学
期开设。

电子商务与支付

(E-Commerce and
Payment)

本课程在讨论电子交易和银行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上，全面讲述了电

子银行和网上支付的概念、电子货币的概念、实现网上支付的技术、

网上安全支付协议与电子商务安全认证、国内外主要的电子支付与清

算系统和网上银行业务，最后介绍了网络金融的风险与防范和网上支

付的法律问题。

本课程系统地介绍电子商务的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基本技术、基本应用和法规等内容.是一

门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课程,它体现着电子商

务专业的基本特征和特点,勾画出电子商务专

业的基本框架和轮廓,为后继相关专业课程的

学习打下一定的基础和给出必要的线索。

互联网金融概论

(Internet Finance
Outline)

本课程涵盖了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所呈现出的各个新型业态，同

时对于互联网金融各个业态的定义与国家最新出台的政策法规相一

致；并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相关信息技术进行了详细讲解，能够让读

者了解互联网金融所依托的信息技术基础，并深刻理解现代信息技术

对金融业的变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本课程是本专业方向的核心课程，也是一门融

合管理、信息与金融三个学科的综合课程，通

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能够掌握互联网金

融的相关知识，并且能够对前期三个领域课程

的学习起到融会贯通的效果。

金融数据分析

（Financial data
analysis）

数据分析已成为当前很多行业中进行决策的重要基础，《金融数据分

析》是投资专业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学

生能把握新经济时代的商务规律，树立数据支持决策的管理思想，掌

握数据分析的理论、方法与应用技术，并具备一定的数据分析的能力。

本课程的前导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货币银行学、投资学、统计学等。

责任保险（Liability
Insurance）

通过对《责任保险》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责任保险的基本原理、

法律基础、合同内容与承保理赔原理，公众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

雇主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等主要险种的条款内

容和实务操作。

本课程的前导课程：保险学、西方经济学、人

身保险、财产保险等。

公益劳动(Voluntary
Labour)

公益劳动作为实践环节纳入本科教学计划，是一门实践性、综合性、

应用性较强的课程，作为承担培养祖国未来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由于《公益劳动》课程教育多是在室外进行的

体力劳动，所以要具备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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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任的高校，学校必须组织大学生参加必要的劳动，使他们在劳动的

过程中，进一步深刻理解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切身体会劳动创造价

值的艰辛，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高尚情操，为其走上社会奠定良好的

思想基础。

精神，锻炼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以及积极

向上的劳动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和社会主义公

德意识。切忌放羊式的放任自流，使为提高学

生德育水平的必修课最终流于形式。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大学生安全教育，既强调安全在人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又关注学生

的全面、终身发展。要激发大学生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确立正确的

安全观，并努力在学习过程中主动掌握安全防范知识和主动增强安全

防范能力。

授课可通过入学教育、专题讲座、安全分析、

课程教育、日常教育等多种途径和形式开展安

全教育课程。注意为学生提供直接经验，拓宽

学生视野并善于利用发生的安全事故警示教

育学生。

社会实践(Socail
Practice)

高等院校社会实践的目的，就是使学生将所学的科学理论、专业知识

和基本技能，综合运用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增

长知识和才干。

社会实践可以利用暑假或者课外时间进行，采

用社会调查的形式。

毕业论文(Thesis)
毕业论文是本科培养计划中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教学、科研与社会实

践相结合的重要结合点，搞好毕业论文工作，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

力和全面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题目的选择应符合信息管理专业的基本

要求，应围绕计算机前沿技术在现实问题中展

开应用，论文撰写期间，学生要与指导教师保

持联系和沟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毕业论文。

毕业实习(Graduation
Field Work)

毕业实习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根据信息管理专

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应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将来工作岗位进行有

目的地选择实习单位和岗位。通过毕业实习，使学生接触企业信息管

理的全过程，重点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以及运用专业知识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通过毕业实习使学生了解专业发展趋势，认识

信息管理的基本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及社

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同时，搜集第一手材料

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基础会计实训（Basic
Accounting Training）

该课程通过手工账模拟实习， 使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 认识会计

凭证、 账簿等实物， 并运用所掌握的基本会计知识和理论对企业的

基本业务进行会计核算， 从而熟练掌握账户和复试借贷记账法， 编

制会计报表等基本技能， 使学生明确会计的工作组织方法及其在企

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为以后的专业学识打下良好的基础。

基础会计课程的实验课，后续课程：财务会计，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 3学期。

金融技能（Financial
Skills）

该课程按照从事商业银行业务等各岗位应具备的专业能力的要求与

标准，突出岗位实践性技能的训练，贴近银行岗位工作的实际标准，

培养学生职业实践能力。使学生系统地掌握金融各项技能的内容和方

法，不断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 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特别是创新能

力和实践能力,以胜任毕业后就业的需要。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货币银

行学，基础会计，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
期。

电子支付与结算实

验（Electronic
Payment and
Settlement

Experiment）

该课程有助于学生掌握电子银行支付流程，了解电子银行的相关知

识，认识网上银行的安全性，掌握电子银行运营特点，掌握最新电子

银行发展情况，了解各行电子银行的业务及营销策略。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管理学、货币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

理学，金融市场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
学期。

人身保险实训(Life
insurance training)

通过实践教学课程体系设计，使学生学会将理论应用于实际，加深对

人身保险的了解，通过实际操作，了解人身保险业务操作实务，促进

实用性人才的培养。

开设人身保险实践课程,以提高学生实践应用

能力和创新能力，与人身保险课程同学期开

设。

财产保险综合实训

(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property

insurance)

通过实践教学课程体系设计，使学生学会将理论应用于实际，加深对

财产保险的了解，通过实际操作，了解财产保险业务操作实务，促进

实用性人才的培养。

开设财产保险实践课程,以提高学生实践应用

能力和创新能力，与人身保险课程同学期开

设。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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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专业代码：020301K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掌握金融理论知识及基本业务技能，具有较宽厚扎实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和较强的从事金融业务工

作能力，具有较强的市场经济意识和社会适应能力，能胜任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领域及其他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中介咨询评

估机构、政府管理部门和各类企事业单位相关工作的应用型地方性金融人才。

二、培养要求

通过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内容的系统学习与训练，毕业生应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1、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高尚的人格和远大的理想；

2、系统掌握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有先进的知识水平和合理的知识结构，通晓与金融学专业密切相关的管理学、法学等学

科的基本知识，熟悉国家有关金融方针、政策和法规、金融理论前沿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动态；

3、具有较强的市场调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能胜任专业论文、各类应用文体的写作以及较强的商

务谈判能力；

4、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能熟练地查阅本专业的外文文献，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掌握信息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备

获取信息并处理信息的能力；

5、具有处理银行、证券、投资与保险等方面业务的基本能力，具有考取本专业相关从业资格证书的能力，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

工作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具有良好

的职业道

德、人文素

质

2.专业及相

关学科基

本知识

3.语言与文

字表达、人

际交往与

商务谈判

能力

4.银行、证

券、投资与

保险等业

务处理基

本能力

5.外语应用

能力

6.计算机应

用、信息处

理能力

7.科学研究

能力

8.创新创业

精神

9.财务管理

与会计业

务处理能

力

10.专业从

业资格证

书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

大学英语（College
English）

√ √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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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 √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 √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Databas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

导（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

业概论（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Finance Major）

√ √ √

微积分Ⅰ（Calculus
Ⅰ）

√

微积分Ⅱ（Calculus
Ⅱ）

√

线性代数（Linear
Algebra）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 √ √

基础会计（Basic
Accounting）

√ √

货币银行学（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 √ √

管理学

（Management）
√ √

统计学

（Statistics）
√ √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 √ √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

√

经济法（Economic
Law）

√

国际经济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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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 √

投资学（Investment） √ √ √
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

√ √ √

财政学（Public
Finance）

√ √

财务会计（Financial
Accounting）

√ √ √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学（Commercial Bank
Management）

√ √

保险学（Insurance） √ √ √
银行会计（Bank
Accounting）

√ √ √

金融风险管理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 √

投资项目评估

（Investment Project
Evaluation）

√

金融信托与租赁

（Financial Trust and
Lease）

√

中央银行与金融监

管（Central Bank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 √

证券投资与分析

（Securities
Analysis）

√ √

投资银行学

（Investment
Banking）

√ √

金融衍生工具

（Financial
Derivatives）

√ √

金融专业英语

（Financial English）
√

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 √

财务报告分析

（Financial Report
Analysis）

√ √ √

个人理财（Personal
Finance）

√ √ √

金融市场学

（Financial
Marketing）

√ √

财经应用文写作

（Financial Practical
Writing）

√ √ √

金融服务礼仪

（Financial Service
Etiquette）

√ √

732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

公益劳动（Voluntary
Works）

√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 √

毕业论文

（Dissertation）
√ √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 √

基础会计实训（Basic
Accounting Training） √ √

电子支付与结算实

验（Electronic
Payment and
Settlement
Experiment）

√ √

证券投资模拟实验

（Simulation
Experiment of
Securities
Investment）

√ √ √

金融技能（Financial
Skills） √ √ √

金融企业 ERP沙盘

模拟实验（Financial
Enterprise ERP Sand
Table Simulation
Experiment）

√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重点培养既掌握传统金融理论知识又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型地方性金融人才，传承山东银行学校重视实践和应用能力培养的

传统，重视模拟实验教学和实践教学。毕业生以扎实的基础知识，熟练的专业技能、踏实的敬业精神和较高的综合素质受到银行、保险

公司、互联网金融企业等地方金融机构的好评。

五、主干学科

经济学、管理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管理学、财务会计、计量经济学、经济法、统计学、市场营销学、国际金融、投资

学、公司金融、保险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32课时 1学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32课时 1学分）、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实践（32课时 1学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64课时 2学分）、大学计算机基础上机（16课
时 0.5学分）、信息检索上机（16课时 0.5学分）、数据库技术及应用上机（16课时 0.5学分）、计量经济学上机（16课时 0.5学分）、

财务会计上机（16课时 0.5学分）、银行会计上机（16课时 0.5学分）、军事理论与技能（2学分）、基础会计实训（1周 1学分）、

电子支付与结算实验（1周 1学分）、证券投资模拟实验（2周 2学分）、金融技能（2周 2学分）、金融企业 ERP沙盘模拟实验（1
周 1学分）、毕业实习（6周 6学分）、毕业论文（10周 1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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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1 8 30 11 20 25 25 35

要求学时 2344+25周 824 128 488 176 320 408 25周 320+25周
学分占比 100% 26% 5% 19% 7% 13% 16% 16% 22%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经济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本专业须修满指导性教学计划中规定课程总学分 160学分，其中必修课 91学分，选修课 44学分（以上课程内含 10学分课

程内实验环节），集中进行的实践教学环节 25学分，方准毕业。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1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英文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3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3161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3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31604

形势与政策 1（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31011

形势与政策 2（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31606

形势与政策 3（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31607

形势与政策 4（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31608

大学英语 I（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31612

大学英语 Ⅱ（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31609

大学英语 Ⅲ（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31610

体育Ⅰ（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31512
体育Ⅱ（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3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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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Ⅲ（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133514

信息检索（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Databas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13150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3171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131702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Finance Major）

1 16 1 考查 B131012

小计 41.0 616.0 0.0 48.0 160.0 11.0 10.5 9.0 7.5 0.0 2.5 0.5 0.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微积分Ⅰ（CalculusⅠ） 5 80 5 考试 B133513

微积分Ⅱ（CalculusⅡ） 4 64 4 考试 B133502
线性代数（Linear Algebra） 3 48 3 考试 B1335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3 48 3 考试 B133504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3.5 56 3.5 考试 B133312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2.5 40 2.5 考试 B133102

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 3 40 16 3 考试 B133103

基础会计（Basic
Accounting）

3 48 3 考试 B133111

货币银行学（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3 48 3 考试 B133104

小计 30 472 0 16 0 5 7.5 11.5 3 3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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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管理学（Management） 3 48 3 考查 B138302

统计学（Statistics） 3 48 3 考查 B138303
市场营销学（Marketing） 3 48 3 考查 B138304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

2 32 2 考查 B138601

经济法（Economic Law） 2 32 2 考试 B138603
国际经济学（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 48 3 考查 B138305

小计 11 176 0 0 0 2 3 0 3 3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
Finance）

3 48 3 考试 B134101

投资学（Investment） 3 48 3 考试 B134201

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

3 48 3 考试 B134209

财政学（Public Finance） 2 32 2 考查 B134105
财务会计（Financial
Accounting）

3 48 3 考试 B134211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

（Commercial Bank
Management）

3 48 3 考试 B134103

保险学（Insurance） 3 48 3 考试 B134212
小计 20 320 0 0 0 0 0 0 8 9 3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地
方金融

银行会计（Bank Accounting） 2.5 32 16 2.5 考试 B135101

金融风险管理（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2.5 40 2.5 考试 B135102

证券投资与分析（Securities
Analysis）

2 32 2 考试 B136203

金融信托与租赁（Financial
Trust and Lease）

2 32 2 考查 B135106

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

（Central Bank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2 32 2 考试 B135104

小计 11 168 0 16 0 0 0 0 0 4.5 4.5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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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投资项目评估（Investment
Project Evaluation）

2 32 2 考查 B135206

投资银行学（Investment
Banking）

2 32 2 考查 B136202

金融衍生工具（Financial
Derivatives）

3 48 3 考查 B136107

金融专业英语（Financial
English）

2 32 2 考查 B136105

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2 32 2 考查 B136311

财务报告分析（Financial
Report Analysis）

2 32 2 考查 B136206

个人理财（Personal Finance） 2 32 2 考查 B136205

金融市场学（Financial
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136106

财经应用文写作（Financial
Practical Writing）

1 16 1 考查 B136601

金融服务礼仪（Financial
Service Etiquette）

1 16 1 考查 B136602

小计 14 224 0 0 0 2 2 8 2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Voluntary Works） （1） 考查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毕业论文（Dissertation） 10 10 10 考查 B137101
毕业实习（Graduation Practice） 6 6 6 考查 B137102

基础会计实训（Basic Accounting
Training）

1 1 1 考查 B137203

电子支付与结算实验（Electronic
Payment and Settlement Experiment）

1 1 1 考查 B137406

证券投资模拟实验（Simulation
Experiment of Securities Investment）

2 2 2 考查 B137207

金融技能（Financial Skills） 2 2 2 考查 B137103

金融企业 ERP沙盘模拟实验（Financial
Enterprise ERP Sand Table Simulation
Experiment）

1 1 1 考查 B137104

小计 25 25 2 0 0 1 0 2 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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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Finance Major）

该课程是金融学学专业的基础性课程，主要讲授金融学专业基本知

识，大学生入学专业学习知识，以及科技与轻工技术知识，使学生

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对本学科专业、学校特色等总体情况有所了解

和认识，为学生学习其他各类课程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该课程是一门具有专业介绍、导论性质的课程，

为其他专业课程学习打下良好基础，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1学期。

微积分Ⅰ

(Calculous Ⅰ )

《微积分Ⅰ》是金融、经济、管理类等专业一年级必修的基础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一元微积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基本方法和具有比较熟练的运算技能，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

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并使学生受到高等数学的思

想方法熏陶和运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一

定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以及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进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该课程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

课，为后续专业课学习打定基础，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1学期。

微积分Ⅱ

(Calculous Ⅱ)

《微积分Ⅱ》是以《微积分Ⅰ》为基础，研究多元函数微积分及其

应用的一门学科。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多元微积分学的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具有比较熟练的运算技能，为学

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并使学生

受到高等数学的思想方法熏陶和运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训

练。

该课程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

课，先修课程：微积分Ⅰ，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
学期。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线性代数》是讨论有限维空间线性理论的课程，它具有较高的抽

象性、逻辑性及广泛的实用性，它的内容能应用于数学的传统领域，

应用数学、经济数学等多种学科，是经济管理类院校教学计划中的

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通过对线性代数的学习，使学生获得该课

程的基本知识和必要的基本运算技能，初步地掌握基本的代数知识

和抽象、严格的代数方法，同时使学生在运用数学方法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培养和训练，为学习有关的专业

课程提供必要的数学基础。

该课程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

课，先修课程：微积分Ⅰ、微积分Ⅱ，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客观规律性的数学学科，

是高等学校理、工、管理类本科各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

了解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学生初步掌握处理随机事件的基

本思想和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该课程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

课，先修课程：微积分Ⅰ、微积分Ⅱ、线性代

数，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该课程是经济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也是经济学本科教育的专业主

干基础课程，以单个经济主体（消费者和生产者）为研究对象，主

要研究各个经济主体如何将其稀缺的经济资源分配在各种不同的

用途中以取得最大利益的科学。内容包括：市场机制运行及其在经

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微观经济政策与市场失灵，资源配置，价格

理论，消费者选择，厂商供给和收入分配等。

学习微观经济学需要有高等数学作为基础。该

课程是金融学各专业课程的基础课，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1或 2学期。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该课程是经济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必修课，是在全社会范

围内研究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涉及繁荣与衰退、经济中商

品与劳务的总产出与产出的增长和波动、通货膨胀与失业、国际收

支与汇率及政府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等。学生通过学习该课程

后，应能分析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掌握经济分

析的方法和思路，并为深入理解其它经济和管理类课程打好基础。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微观经济学等知识，先修

课程：微观经济学，该课程是金融学专业的基

础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 3学期。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计量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定量分析研究

具有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的一门经济学学科。主要内容包括

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经济计量学。理论经济计量学主要研究如何

运用、改造和发展数理统计的方法，使之成为随机经济关系测定的

特殊方法。应用计量经济学是在一定的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以反映

事实的统计数据为依据，用经济计量方法研究经济数学模型的实用

化或探索实证经济规律。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数学等知识，先

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微积

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数学课，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基础会计（Basic
Accounting）

《基础会计》要求学生在掌握会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会计核

算的基本程序与方法，了解会计产生、发展和演变简要过程，初步

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会计观” 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现代企业会计

理论与实务操作，并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自我学习和知识扩展的能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管理学等基础知识，该课

程是学习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成本会计、审

计、财务管理等课程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2或 3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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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货币银行学（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货币银行学》是金融学最重要的统帅性专业基础理论课,以政治经

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

想观和方法论，研究有关货币、信用、利率、银行等金融机构、金

融市场运行、宏观金融调控等经济金融现象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同

时介绍了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及国际金融的创新与发展。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等基础知

识，该课程是金融学专业基础课，与之相关的

课程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2或 3学期。

管理学

（Management）

管理学是研究如何不断地、有意识地对组织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并对组织进行塑造的方式与方法的应用学科，以企业的生产、营销、

财务、人力资源活动为直接研究对象，以计划、组织、协调、领导、

控制等为基本职能，贯穿于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是现代企业管理的

重要内容之一。

本课程是所有管理类课程的前导课，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1或 2学期。

统计学（Statistics）

统计学是一门搜集、整理和分析统计数据的方法科学，其目的是探

索数据内在的数量规律性，以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包括统

计数据的收集、整理、显示、描述、判断和分析。统计学既包括适

用于各个领域的一般性统计方法，如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

析、相关与回归等，也包括适用与某一专业领域的特殊统计方法，

如指数分析法等。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等知识，

先修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

理学，以及高等数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4或 5学期。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和现代科

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应用科学。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满足消费

者需求为中心的企业市场营销活动过程及其规律性，即，在特定的

市场营销环境中，企业以市场调研分析为基础，为满足现实和潜在

的市场需求，所实施的以产品（Product）、定价（Price）、地点（Place）、
促销（Promotion）为主要决策内容的市场营销管理过程及其客观规

律性。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内容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等知识，

先修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管理学，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部内容的核心，也是面向大学生开

设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必修课，学习本课程，对于大学生加深认

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本课程教学，要求

学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学

的研究对象、劳动价值理论、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等基本原理。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一方面全面掌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

发展、各种矛盾的出现与激化使资本主义无法在内部解决，必然走

向灭亡的历史规律，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

的信念；另一方面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揭示的商品

经济、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与各种经济范畴，为经济类专业学

生学习其他专业课打好理论基础。

该课程是经济类专业中的专业基础课，是为各

类经济学科提供理论指导的科学，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1或 2学期。

经济法（Economic
Law）

《经济法》（非法学专业）是高等学校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学生

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包括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合同

法、担保法、产品质量法等内容。课程涉及的部门法众多、内容丰

富、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法学基

本原理以及各相关部门法的基础知识，学会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

实践中的相关问题。

该课程是经管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后续课程

包括国际经济法、国际商法等，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1或 2学期。

国际经济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国际经济学以国际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各国之间商品、

服务的交换和国际间资本、劳动力的流动的动因和影响，以及各种

国际交易活动所引起的国际收支问题。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飞速发

展，国际经济学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它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在日益

提高，目前国际经济学已成为经济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等知识，先修课程：

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国际金融》是金融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研究国际间货币资金

周转与运动的规律，在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国

际金融》在金融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使学生提高对开

放经济的认识，理解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相互关系，系统而

扎实地掌握外汇与汇率、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国际金融市场、国

际货币体系等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掌握国际投融资、外汇交易和

国际结算的基本技能以及防范外汇风险、利率风险的技巧等。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金融学等基础知

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

币银行学、投资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
学期。

投资学（Investment）

《投资学》是金融学专业的专业课程，主要向讲授股票、债券、投

资基金等证券投资工具的基本概念，以及证券市场的结构、证券投

资的收益和风险等基础知识。通过《投资学》的学习，使学生掌握

证券市场层次结构、基本功能、证券市场运行的各类主体及客体、

证券市场的运行机理，学会证券投资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金融学等基础知

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

币银行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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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

公司金融是金融和财务两个领域的结合，它以处于金融市场中的公

司的融资、投资与运营为研究对象，公司与金融市场的关系是其核

心内容。该课程向学生介绍系统完整的公司金融学的基本理论体

系，以公司金融学所涉及的三个主要内容为基础，系统地介绍公司

金融决策的理论和方法。使学生能够掌握理论思维和分析工具，来

分析和解决公司和金融市场之间的现实问题。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管理学、货币银行学，投资学，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财政学（Public
Finance）

财政学是相对独立的一门学科，专门研究财政在政府资源配置中的

特殊作用及其运行规律。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财政的基本概念与

职能、财政收入与税收理论、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国债理论与管

理、国家预算管理体制、财政平衡与财政政策以及国际税收等。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财政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

基本职能，熟悉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措施和手段，了解财政在政府

资源配置中的特殊作用及其运行规律，具备利用财政学的基本理

论、基本政策及政策措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综合分析

的能力。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政治经济学、管理学、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财务会计（Financial
Accounting）

该课程是财经类非会计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包括财务会计的基本

理论和常见实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初步掌握财务会计的基本

理论框架，熟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和结果的核算方法和报告要

求，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为从事会计及相关工作打下扎实基础。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等基础知

识，先修课程：管理学、基础会计，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

（Commercial Bank
Management）

该课程主要讲授商业银行的业务、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通过本课

程学习，了解商业银行在一国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掌握国内

外商业银行开展的业务种类及其发展创新，以及商业银行管理理论

和管理方法的发展演变，是金融专业的一门必修课。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管理学、货币银行学，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3或 4学期。

保险学（Insurance）

本课程以风险和保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为教学内容，主要阐述

风险原理、保险的基本概念、保险的产生与发展简史、保险的种类

及我国目前开办的主要险种介绍、保险运行的基本原则、保险合同、

保险费率和责任准备金、保险市场及国内外近期的市场发展状况及

前景、再保险的基本概念、保险的经营与管理、保险监管等基本原

理和基本概念。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管理学、货币银行学，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或 6学期。

银行会计（Bank
Accounting）

银行会计是金融学本科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是提高学生专业能力的

主干课程。本课程是构成金融学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重要专业课

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金融理论和金融

业务，掌握金融企业的会计核算和业务操作，加深对金融企业内部

控制和金融风险的认识。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货币银行学、管理学、基础会计，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金融风险管理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该课程详细讨论和界定了有关金融风险及其所包含的各类主要风

险的定义、特性等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介绍、分析各类金融

风险的辨识理论、方法以及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等八类主要风险的各种度量理论、方法与技术。是从事商业

银行风险管理、资本管理、合规管理、资产负债管理、内部控制/
稽核/审计等部门的从业人员必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管理学、货币银行学、投资学、统计学，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投资项目评估

（Investment Project
Evaluation）

该课程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国外介绍进来的有关投资项目

管理理论和方法。它采用一套科学、系统、完整的理论、方法和指

标体系，在投资决策前对拟建项目进行全面分析、论证和评价，从

而为正确的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管理学、货币银行学、投资学、公司金

融，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金融信托与租赁

（Financial Trust and
Lease）

该课程以信托业与租赁业的业务实践为基础，借鉴国内外科研成

果，根据金融专业的特点，注重信托租赁理论阐释和业务实务介绍。

课程的内容分为信托篇和租赁篇两大部分，主要内容包括信托租赁

原理、信托租赁特色及信托租赁业务种类和各业务种类的具体操作

程序和规范。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货币银行学、商业银

行经营管理、投资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
学期。

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

（Central Bank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该课程是金融学专业的专业方向课程，是宏观经济学的分支，属于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研究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中央银行的起源，

发展，性质，职能；研究中央银行的运行机制及其调节宏观经济的

一般原理和规律；研究如何完善我国的中央银行制度，使其更好的

发挥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的职能；研究金融监管的内涵、金融监管

的历史演变和理论基础、金融监管目标和原则、金融监管体制。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货币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证券投资与分析

（Securities
Analysis）

本课程是一门既有理论探讨又突出实践及效果的专业性选修课。以

金融资产（尤其是以股票）为投资对象，介绍西方投资理论，认识

中国特色的证券市场。阐述投资管理中难度较大的不确定、复杂、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货币银行学、投资学、公司金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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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等特性的问题。运用动态决策，追踪及最佳控制等管理原理及

方法，使学员进一步提高管理理论水平及素质。

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投资银行学

（Investment
Banking）

通过对投资银行学基础概念和基本理论的介绍，让学生了解投资银

行学的基础知识，熟悉投资银行的实务操作，对投资银行有更直观

的认识。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管理学、货币银行学、投资学，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金融衍生工具

（Financial
Derivatives）

本课程将系统地讲授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运作机制、衍生工具的价

格决定以及衍生工具的交易策略等问题。讲授的金融衍生工具包括

远期、期货、互换和期权等基本衍生工具，以及债券市场和股票市

场的创新产品，着重突出远期、互换、期货和期权等基础性衍生工

具。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管理学、货币银行学、投资学，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金融专业英语

（Financial English）

金融英语课程培养学生在金融领域的英语应用能力，选取一些有代

表性的文章进行文本分析，帮助学习者了解金融业务的操作流程，

熟练掌握常用的金融英语表达方式。在学习英语的同时学习金融知

识，了解金融英语的语言特点，培养良好的表达能力与思辨能力。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金融学等基础知

识，先修课程：公共英语、微观经济学、宏观

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
学期。

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是一门专门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间商品交

换的具体过程的学科，是一门具有涉外活动特点的实践性很强的综

合性应用科学。它涉及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惯例、国际

金融、国际运输与保险等学科的某些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在实践中

的运用。《国际贸易》是国际贸易专业的支撑课程。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掌握出口贸易的业务的各主要环节流程，了解在外贸

实践环节中涉及到的证书、文件、单据等，掌握与国际贸易相关的

法律、国际规则与惯例在实践中的恰当运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为学生进行外贸实务操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及实际操作的可模仿性。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等基础知

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

理学；后续课程：国际结算，国际金融，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财务报告分析

（Financial Report
Analysis）

本课程使学生掌握财务分析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使学生明确作

为财务分析师或分析人员应如何阅读与分析财务报表、如何分析财

务活动状况、如何评价财务绩效等等。是为企业的投资者、债权人、

经营者及其他关心企业的组织或个人了解企业过去、评价企业现

状、预测企业未来，做出正确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或依据的经济应

用学科。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管理学，货币银行学、财务会计，公司

金融，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个人理财（Personal
Finance）

该课程是金融学专业的选修课程，阐述关于个人理财的基本观点，

理财产品介绍，税收筹划的基本理论，使得学生了解主要的理财产

品及其收益、风险特点，掌握个人理财的基本原理和基础操作规范，

具备利用银行、证券、保险、外汇、信托、黄金等理财产品进行理

财规划的能力。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管理学、货币银行学、投资学、财政学，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财经应用文写作

（Financial Practical
Writing）

《财经应用文写作》，是金融学专业的专业任选课程，也是财经类

专业的公共基础课程，课程具有基础性、综合性、规范性、实践性

的特点。《财经应用文写作》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写作能力，语言

与文字表达能。通过学习，掌握应用文写作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了解常用应用文文种的种类、写作结构和写作要求，使学生能选择

恰当的文种处理公务和日常事务，在写作实践的基础上，找出应用

文文体写作的基本规律，完成毕业论文、求职简历、申论等的写作，

为学生在未来职业生涯中得到可持续性发展助力，以适应社会、工

作、生活的需要。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知识，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管理学、货币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金融服务礼仪

（Financial Service
Etiquette）

《金融服务礼仪》，是金融学专业的专业任选课程，也是财经类专

业的公共基础课程，课程具有基础性、综合性、规范性、实践性的

特点。金融服务礼仪是金融从业者在工作中共同认可和遵守的行为

规范和准则，它自始至终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表示尊

重对方的过程和行为本课程重点讲解金融礼仪的基础理论；在实践

中掌握基本形体礼仪，仪容和服饰礼仪、日常交往礼仪，客户服务

礼仪、营业网点接待礼仪和办公室礼仪，行业公务礼仪和金融服务

岗位活动礼仪。培养学生有礼貌礼仪修养，具备服务意识和素养。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知识，先修课程：管理学、货币银行学、商

业银行经营管理学、投资学、保险学，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金融市场学

（Financial
Marketing）

该课程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及各主体行为规

律的学科。金融市场是现代市场体系的核心，它包含了货币、债券、

外汇、股票、黄金、基金、衍生工具等多个子市场。在教学内容安

排上，着重阐明金融市场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对于

各子市场则分别阐述市场主体、交易工具、运作机制、收益风险和

定价原理，使学生对个子市场有完整的认识。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管理学、货币银行学、投资学，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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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

（Dissertation）

毕业论文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关于金融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文章，

是完成教学任务、培养合格人才的一个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通过

毕业论文的写作， 旨在使学生对所学过的金融学专业的基础理论

和专业知识进行一次全面、系统地回顾和总结，通过对具体题目的

分析，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巩固和发展所学理论知识，提高学生

对金融学相关领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建立严谨的科学

态度和工作作风。

修完专业主要课程，毕业论文在第 8学期进行

毕业实习（Graduation
Practice）

毕业实习课程是金融学专业的必修课，在学生掌握本学科专业基础

理论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专业实习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

解，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的能

力，从而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修完专业主要课程，毕业实习在第 8学期进行

基础会计实训（Basic
Accounting Training）

该课程通过手工账模拟实习， 使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 认识会

计凭证、 账簿等实物， 并运用所掌握的基本会计知识和理论对企

业的基本业务进行会计核算， 从而熟练掌握账户和复试借贷记账

法， 编制会计报表等基本技能， 使学生明确会计的工作组织方法

及其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为以后的专业学识打下良

好的基础。

基础会计课程的实验课，后续课程：财务会计，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 3学期。

电子支付与结算实验

（Electronic Payment
and Settlement
Experiment）

该课程有助于学生掌握电子银行支付流程，了解电子银行的相关知

识，认识网上银行的安全性，掌握电子银行运营特点，掌握最新电

子银行发展情况，了解各行电子银行的业务及营销策略。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

济学、管理学、货币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

理学，金融市场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
学期。

证券投资模拟实验

（Simulation
Experiment of
Securities

Investment）

本课程对证券投资进行模拟实验，使学生学会股票分析软件的安

装、使用；掌握股票投资实际操作过程；深刻理解证券基本分析方

法；了解领会证券投资常用技术分析方法。通过基本分析、技术分

析和股票实时模拟交易，使同学感受证券市场的投资机会和风险，

加深对证券投资理论的理解，积累证券投资经验。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投资学等基础知识，与证券投资与分析课程同

时进行，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金融技能（Financial
Skills）

该课程按照从事商业银行业务等各岗位应具备的专业能力的要求

与标准，突出岗位实践性技能的训练，贴近银行岗位工作的实际标

准，培养学生职业实践能力。使学生系统地掌握金融各项技能的内

容和方法，不断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 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特别

是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以胜任毕业后就业的需要。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货币银

行学，基础会计，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
期。

金融企业 ERP沙盘

模拟实验（Financial
Enterprise ERP Sand
Table Simulation
Experiment）

该课程在实验室沙盘模拟实践金融企业的运行，培养小组成员间的

实践能力，提高素养，加强未来就业实践的基础，掌握如何通过沙

盘展示金融企业各种资源，按照既定流程开展经营活动；通过学习

并模拟金融企业经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和

团队合作能力，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动手

能力和创新能力。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等基础知识，先修课程：货币银行学，商业银

行经营管理学，保险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

金融市场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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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专业代码：020304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系统掌握经济、管理和金融、投资理论知识，具备投资实务专业技能，熟悉国家的政策和法规，

具备各类投资决策和运作管理能力，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能胜任银行、证券、保险、风险投资公司、私募公司等金融机构、政府部

门和企事业单位的专业工作，具备较强的组织、决策、管理、协作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投资管理专门人才。

二、培养要求

投资学专业培养具有经济管理和金融投资业务的专业人才，具体培养要求如下：

1、掌握投资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通晓与投资学专业密切相关的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

2、系统掌握金融学科特别是投资学专业领域的理论知识和分析、应用方法，具有较强的解决投资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

3、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强的外文阅读、交流能力；

5、拥有熟练的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具有收集与专业相关信息并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研究及开发利用的基本能力；

6、了解国内外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发展动态和中国投资发展与改革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7、具有处理金融投资、风险投资、政府投资、企业投资等方面的业务技能，能将投资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实践，具有较强的投资

组织与决策能力和创新精神。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具有良

好的职业

道德、人

文素质

2.专业及

相关学科

基本知识

3.语言与

文字表

达、人际

交往与商

务谈判能

力

4.银行、证

券、投资

与保险等

业务处理

基本能力

5.外语应

用能力

6.计算机

应用、信

息处理能

力

7.科学研

究能力

8.创新创

业精神

9.财务管

理与会计

业务处理

能力

10.专业从

业资格证

书能力

11.实践能

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形势与政策（Situation
and policy）

√

大学英语（College
English ）

√ √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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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检索（Information
Retrieval）

√ √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Databas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 √

微积分Ⅰ

（CalculusⅠ）
√

微积分Ⅱ

（CalculusⅡ）
√

线性代数（Linear
Algebra）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 √ √

基础会计（Basic
Accounting）

√ √

货币银行学（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 √ √

管理学（Management） √ √

统计学（Statistics） √ √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 √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

√

经济法（Economic
Law）

√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Game Theory and
Information
Economics)

√ √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 √ √

投资学（Investmen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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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

√ √ √

财政学（Public
Finance）

√ √

财务会计（Financial
Accounting）

√

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

√ √

保险学（Insurance） √ √
金融信托与租赁

（Financial Trust and
Lease）

√

国际投资学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 √ √

投资基金管理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

√ √ √

投资项目评估

（Investment Project
Evaluation）

√

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

电子商务与支付

(E-Commerce and
Payment)

√

金融数据分析

（Analysis of
Financial Data）

√

证券投资与分析

（Securities Analysis）
√ √

投资银行学

（Investment
Banking）

√ √

金融衍生工具

（Financial
Derivatives）

√ √

金融专业英语

（Financial English）
√

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 √

财务报告分析

（Financial Report
Analysis）

√ √

个人理财（Personal
Finance）

√

民商法通论（Outline
of Civic and
Commercial Law）

√ √ √

金融市场学（Financial
Marketing）

√

财经应用文写作

（Financial Practical
Writing）

√ √

金融服务礼仪

（Financial Service
Etiquet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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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 √

公益劳动（Voluntary
Works）

√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 √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 √ √

毕业论文

（Dissertation）
√ √ √ √

毕业实习（Graduation
Practice）

√ √ √

基础会计实训（Basic
Accounting Training）

√ √

金融技能（Financial
Skills）

√ √ √

期货模拟实验

（Simulation
Experiment of
Futures）

√ √ √

证券投资模拟实验

（Simulation
Experiment of
Securities Investment）

√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特色体现在证券投资与风险投资两个专业方向的培养方面。一是在证券投资方面，注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财经管理、法律和理工

知识相渗透；二是突出面向科技金融服务，重点培养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与创业的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学生熟悉初创型科技企业成长

及公司上市运作规律，具备良好的投融资风险管控能力。毕业生可在银行、证券公司等从事各类投资业务及在各种 PE、VC等投资机构和

政府部门从事科技金融和风险投资管理相关工作。

五、主干学科

经济学、管理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务会计、统计学、管理学、投资学、公司金融、证券投资与分析、产

业经济学、运筹学、基础会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财政学、市场营销学、线性代数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32课时 1学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32课时 1学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实践（32课时 1学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践（64课时 2学分）、大学计算机基础上机（16课时 0.5
学分）、信息检索上机（16课时 0.5学分）、数据库技术及应用上机（16课时 0.5学分）、计量经济学上机（16课时 0.5学分）、电子商

务与支付上机（32学时 1学分）、证券投资与分析上机（32学时 1学分）、、军事理论与技能（2学分）、基础会计实训（1周 1学分）、

证券投资模拟实验（2周 2学分）、金融技能（2周 2学分）、期货模拟实验（1周 1学分）、毕业实习（6周 6学分）、毕业论文（10
周 10学分）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1 8 30 11 20 25 25 35

要求学时 2344+25周 824 128 488 176 320 408 25周 320+25周

学分占比 100% 26% 5% 19% 7% 13% 16% 1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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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经济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本专业须修满指导性教学计划中规定课程总学分 160学分，其中必修课 91学分，选修课 44学分，集中进行的实践教学环节

25学分，方准毕业。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1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3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3161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3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3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31011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3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3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3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31612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31609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31610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31512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315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13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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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Database Technology
and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13150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3171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131702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131012

小计 41.0 616 0 48 160 11.0 10.5 9.0 7.5 0.0 2.5 0.5 0.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

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微积分Ⅰ

（CalculusⅠ）
5 80 5 考试 B133513

微积分Ⅱ

（CalculusⅡ）
4 64 4 考试 B133502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3 48 3 考试 B1335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3 48 3 考试 B133504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3.5 56 3.5 考试 B133312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2.5 40 2.5 考试 B133102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3 40 16 3 考试 B133103

基础会计（Basic
Accounting）

3 48 3 考试 B133111

货币银行学（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3 48 3 考试 B133104

小计 30 472 0 16 0 5 7.5 11.5 3 3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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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管理学（Management） 3 48 3 考查 B138302

统计学（Statistics） 3 48 3 考查 B138303
经济法（Economic Law） 2 32 2 考查 B138603

市场营销学（Marketing） 3 48 3 考查 B138304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Game Theory and
Information Economics)

2 32 2 考查 B138403

电子商务与支付

(E-Commerce and
Payment)

3 32 32 3 考查 B138407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

2 32 2 考查 B138601

小计 11 160 32 2 3 0 3 0 3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投资学（Investment） 3 48 3 考试 B134201
运筹学

(Operational Research) 2 32 2 考试 B134202

财务会计

（Financial Accounting） 3 48 3 考试 B134211

公司金融

（Corporate Finance） 3 48 3 考试 B134209

金融衍生工具（Financial
Derivatives） 3 48 3 考试 B134106

保险学

（Insurance） 3 48 2 考试 B134212

证券投资与分析

（Securities Analysis） 3 32 32 3 考试 B134215

小计 20 304 0 32 0 0 0 0 5 8 6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国

际投

资方

向

金融信托与租赁

（Financial Trust and
Lease）

2 32 2 考查 B135106

国际投资学（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2 32 2 考查 B135211

投资基金管理（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135202

国际金融（International
Finance）

3 48 3 考试 B135109

投资项目评估（Investment
Project Evaluation）

2 32 2 考查 B135206

小计 11 176 0 0 0 0 0 0 0 2 5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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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136201

投资银行学

（Investment Banking）
2 32 2 考查 B136202

财政学（Public
Finance）

2 32 2 考查 B136108

民商法通论（Outline of
Civic and Commercial
Law）

2 32 2 考查 B136604

金融市场学（Financial
Marketing）

2 32 2 考查 B136106

金融专业英语

（Financial English）
2 32 2 考查 B136105

金融数据分析

（Analysis of Financial
Data）

2 32 2 考查 B136408

个人理财（Personal
Finance）

2 32 2 考查 B136205

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2 32 2 考查 B136311

财务报告分析

（Financial Report
Analysis）

2 32 2 考查 B136206

财经应用文写作

（Financial Practical
Writing）

1 16 1 考查 B136601

金融服务礼仪

（Financial Service
Etiquette）

1 16 1 考查 B136602

小计 14 224 0 0 0 2 2 6 4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ary Works）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毕业论文

（Dissertation）
10 10 10 考查 B137201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6 6 6 考查 B137202

基础会计实训（Basic Accounting
Training）

1 1 1 考查 B137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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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技能

（Financial Skills）
2 2 2 考查 B137103

期货模拟实验（Simulation
Experiment of Futures）

2 2 2 考查 B137208

证券投资模拟实验（Simulation
Experiment of Securities
Investment）

2 2 2 考查 B137207

小计 25 25 2 0 0 1 0 4 2 16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微积分Ⅰ

(CalculousⅠ )

《微积分Ⅰ》是金融、经济、管理类等专业一年级必修的基础课程。通

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一元微积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

本方法和具有比较熟练的运算技能，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取数学

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并使学生受到高等数学的思想方法熏陶和运

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

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微积分Ⅰ》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

业基础课，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打定基础，也是

考研必考课程之一。

微积分Ⅱ

(CalculousⅡ)

《微积分Ⅱ》是以《微积分Ⅰ》为基础，研究多元函数微积分及其应用

的一门学科。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多元微积分学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具有比较熟练的运算技能，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

一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并使学生受到高等数学的思想

方法熏陶和运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训练。

《微积分Ⅱ》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

业基础课，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打定基础，也是

考研必考课程之一。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线性代数》是讨论有限维空间线性理论的课程，它具有较高的抽象性、

逻辑性及广泛的实用性，它的内容能应用于数学的传统领域，应用数学、

经济数学等多种学科，是经济管理类院校教学计划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

理论课。通过对线性代数的学习，使学生获得该课程的基本知识和必要

的基本运算技能，初步地掌握基本的代数知识和抽象、严格的代数方法，

同时使学生在运用数学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得到进一步

的培养和训练，为学习有关的专业课程提供必要的数学基础。

《线性代数》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

基础课，是研究线性问题的一门学科。也是考研

必考课程之一，并为学习有关的专业课程提供必

要的数学基础。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客观规律性的数学学科，是高等

学校理、工、管理类本科各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通过本课程

的教学，应使学生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了解它的基本理

论和方法，从而使学生初步掌握处理随机事件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培养

学生运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的

一门专业基础课，是以微积分学课程为工具处理

随机问题的一门学科。是考研必考课程之一，也

为学习有关的专业课程提供必要的数学基础。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
cs）

《微观经济学》是全部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也是经济学本科教育

的专业主干基础课程。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微观经济学以单个

经济主体（消费者和生产者）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各个经济主体如何

将其稀缺的经济资源分配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中以取得最大利益的科学。

具体来说，其研究现代西方经济社会的市场机制运行及其在经济资源配

置中的作用，并提出微观经济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关心社会中的个人

和各组织之间的交换过程，它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资源配置的决定，其基

本理论就是通过供求来决定相对价格的理论。所以微观经济学的主要范

围包括消费者选择，厂商供给和收入分配。亦称市场经济学或价格理论。

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自由交

换往往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被认为是帕

累托有效的。

学习微观经济学需要有高等数学作为基础。学了

微观经济学，了解了价格理论，理解经济社会的

运行规律，有了这个基础可以学习宏观经济学，

能够更好的学习其他的经管类的专业课程。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
cs）

该课程是经济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必修课，在人才培养方案中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学生通过学习该课程后，应能分析现实经济生活

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掌握经济分析的方法和思路，并为深入理解

其它经济和管理类课程打好基础。宏观经济学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研究整

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它涉及繁荣与衰退、经济中商品与劳务的总

产出与产出的增长和波动、通货膨胀与失业、国际收支与汇率及政府在

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等。

学习西方经济学需要有高等数学作为基础，高等

数学是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前期课程，有了这个基

础，才能够学习微观经济学；学了微观经济学，

了解了价格理论，理解经济社会的 运行规律，

有了这个基础才可以学习宏观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

计量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运用数学、统计学

方法与电脑技术，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手段，定量分析研究具有

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的一门经济学学科。主要内容包括理论计量

本课程作为经济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模型

的设计、检验与应用需要《宏观经济学》、《微

观经济学》方面的经济学知识，其模型设计、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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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和应用经济计量学。理论经济计量学主要研究如何运用、改造和

发展数理统计的方法，使之成为随机经济关系测定的特殊方法。应用计

量经济学是在一定的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以反映事实的统计数据为依据，

用经济计量方法研究经济数学模型的实用化或探索实证经济规律。

计、检验与应用需要《微积分》、《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数学基础。

基础会计（Basic
Accounting）

《基础会计》是经管类非会计专业的基础必修课。其目标是要求学生在

掌握会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会计核算的基本程序与方法，了解会

计产生、发展和演变简要过程，了解会计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我国特

殊的会计事务管理体制，初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会计观” 的基础上，

进一步掌握现代企业会计理论与实务操作，并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自我

学习和知识扩展的能力。此外，通过体系完整的专业课程学习和相应的

实践课程训练，学生应当具备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灵活应用专业知识

的能力。

《基础会计》是经管类非会计专业的基础必修

课，是学习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成本会计、审

计、财务管理等课程的基础。对于非会计专业学

生而言，《基础会计》有助于了解会计基本理论

和基本方法，有助于完善其知识结构，拓宽学生

的知识面，提升综合素质，是学习金融学、投资

学、财务分析、财务管理等课程的基础。

货币银行学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货币银行学》是教育部确定的 21世纪高等学校经济学、管理学各专业

的核心课程，是金融学最重要的统帅性专业基础理论课,本校经济学本科

层次各专业都开设此课，课内学时 48个，计 3个学分，作为一门社会科

学，它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的思想观和方法论，研究有关货币、信用、利率、银行等金融机

构、金融市场运行、宏观金融调控等经济金融现象及其发展变化规律。

同时介绍了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及国际金融的创新与发展，其内容涵盖面

广，涉及范畴多。

这是一门金融专业及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与之相关的课程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管理学

（Management）

管理学是研究如何不断地、有意识地对组织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并对

组织进行塑造的方式与方法的应用学科。它以企业的生产、营销、财务、

人力资源活动为直接研究对象，以计划、组织、协调、领导、控制等为

基本职能。它贯穿于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

一。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也不断丰

富和发展，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核心作用愈加突出。目前，“管理学”
已经成为管理类、经济类各专业本科及研究生教学的核心课程之一。

本课程是所有管理类课程的前导课，各章应重点

讲授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使学生对管理有一

个总体上的认识；把握。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是其后续课程，本课程主要

注重管理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运用，而后续课

程则在具体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入地分析与运用。

统计学

（Statistics）

统计学是一门搜集、整理和分析统计数据的方法科学，其目的是探索数

据内在的数量规律性，以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同时，在经济管

理中，我们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找出事物发

展的客观规律，以便为生产和经营决策提供客观的依据，这些正是统计

学这门课程所要解决的问题。从内容上看，统计学主要包括统计数据的

收集、整理、显示、描述、判断和分析。统计学既包括适用于各个领域

的一般性统计方法，如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相关与回归等，

也包括适用与某一专业领域的特殊统计方法，如指数分析法等。该门课

程的特点是不着重于统计方法数学原理的推导，而是侧重于阐明统计方

法背后隐藏的统计思想，以及这些方法在实际各领域中的具体应用。

统计学作为一门方法论学科，为各专门学科中带

着普遍性质的数据搜集、整理、分析和解释提供

方法和理论指导，帮助他们更准确更深入的进行

认识。统计学的学习应在学生具备一定的经济基

础知识的基础之上进行，该课程以《宏微观经济

学》、《管理学》、《高等数学》等课程的学习

为基础。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和现代科学技

术基础之上的应用科学。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

中心的企业市场营销活动过程及其规律性，即，在特定的市场营销环境

中，企业以市场调研分析为基础，为满足现实和潜在的市场需求，所实

施的以产品（Product）、定价（Price）、地点（Place）、促销（Promotion）
为主要决策内容的市场营销管理过程及其客观规律性。市场营销学的研

究内容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

市场营销学是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和现代

经营管理理论基础之上的一门交叉学科、应用学

与原理性学科。

政治经济学

（Marketing）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部内容的核心，也是面向大学生开

设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必修课，学习本课程，对于大学生加深认识和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本课程教学，要求学生系统掌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劳动

价值理论、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等基本原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一方面全面掌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发展、各种矛盾的出现与激

化使资本主义无法在内部解决，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规律，坚定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另一方面全面掌握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中所揭示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与各种经

济范畴，为经济类专业学生学习其他专业课打好理论基础。

政治经济学课程作为经济类专业中的专业基础

课，是为各类经济学科提供理论指导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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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

（Economic
Law）

《经济法》（非法学专业）是高等学校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学生的一

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包括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合同法、担保

法、产品质量法等内容。课程涉及的部门法众多、内容丰富、兼具理论

性与实践性。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法学基本原理以及各相关

部门法的基础知识，学会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践中的相关问题。

《经济法》是普通高校经管类专业学生的必修

课，学生通过本课程进行经济法学基本理论与基

础知识的学习，有利于将来国际经济法、国际商

法等课程的展开。

博弈论与信息经

济学(Game
Theory and
Information
Economics)

本课程对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作比较全面系统的

讨论和分析。本课程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和分

析框架，并能运用这些知识解释和预测现实中的经济现象（特别是企业

竞争），同时也为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本课程的学习需要具备基础的经济学知识和初

步的数学知识，先修课程有《微观经济学》、《微

积分》、《概论论》等。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国际金融》是金融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也是财经类专业的核心课

程，课程具有基础性、综合性、实践性等特点。《国际金融》阐述的是

国际金融学科的最一般规律、国际金融学的基本理论，介绍国际金融的

基本业务和基础知识。该课程以开放经济为前提，研究国际间货币资金

周转与运动的规律，是一门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的学科。在国际经济、

金融一体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在金融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作

用日益重要。通过《国际金融》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提高对开放经济的

认识，理解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相互关系，系统而扎实地掌握外

汇与汇率、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货币体系等基本

理论和基本原理；掌握国际投融资、外汇交易和国际结算的基本技能以

及防范外汇风险、利率风险的技巧等。

前导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

学；后续课程：外汇市场与外汇业务。商业银行

经营管理课程一般安排在第三学期，在学生有一

定的金融基础理论知识的前提下，通过该课程的

学习掌握商业银行的具体业务、盈利途径、风险

管理、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内容，为学生进一步学

习具体的国际金融、金融工程学和金融风险管理

等打好基础。

投资学

（Investment）

《投资学》是建立在经济学和现代金融理论基础之上，与经济学、投资

学、金融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学科密切结合的一门综合性、基础性、

实践性的独立学科，是金融学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和

财务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主要向学生讲授股票、债券、投

资基金等证券投资工具的基本概念，以及证券市场的结构、证券投资的

收益和风险等基础知识。通过《投资学》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证券市场

层次结构、基本功能、证券市场运行的各类主体及客体、证券市场的运

行机理，学会证券投资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能够从宏观、中观、微

观三个层面分析证券价格波动的原因，透彻理解宏观经济变量对市场趋

势的影响，准确把握行业周期变化所带来的投资机会，根据上市公司的

经营状况选择合适的投资对象；同时，要掌握常用的技术分析方法，包

括均线、K线、形态、波浪等，要了解国际上成熟的证券投资理念，据

此来制定合理的投资策略，获取理想的投资收益。

本课程将投资基本知识、证券投资、投资过程的

内容有机结合为统一的整体，对投资理论和方法

作了较全面的介绍，是金融本科专业的专业课程

之一，对学生学好后续专业课具有重要的基础作

用。学习本课程要求具有数学、经济学、金融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方面的相应知识。

公司金融

（Corporate
Finance）

公司金融是金融和财务两个领域的结合，它以处于金融市场中的公司的

融资、投资与运营为研究对象，公司与金融市场的关系是其核心内容。

该课程向学生介绍系统完整的公司金融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以公司金融

学所涉及的三个主要内容为基础，系统地介绍公司金融决策的理论和方

法。使学生能够掌握理论思维和分析工具，来分析和解决公司和金融市

场之间的现实问题。

公司金融学的先修课程有货币银行学，为其提供

必要的金融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会计学，为其

提供必要的财务基本知识；以及投资学，为其提

供必要的投资学相关理论和知识。

财政学（Public
Finance）

财政学是相对独立的一门学科，专门研究财政在政府资源配置中的特殊

作用及其运行规律。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财政的基本概念与职能、财

政收入与税收理论、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国债理论与管理、国家预算

管理体制、财政平衡与财政政策以及国际税收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可以使学生掌握财政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职能，熟悉财政政

策、财政政策措施和手段，了解财政在政府资源配置中的特殊作用及其

运行规律，具备利用财政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及政策措施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综合分析的能力。

《财政学》课程以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学

科内容为基础，知识体系涉及到财政与经济的关

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财政理论体系结构、财

政政策机制与运用等内容。它是联系一般经济理

论与具体财政制度和政策的桥梁，它使一般经济

理论具体化，又是具体财政制度与政策制定和实

施的基础。

财务会计

（Financial
Accounting）

《财务会计》是财经类非会计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也是《基础会计》

的后续课程，主要介绍了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和常见实务，培养学生从

事财务会计工作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操作能力。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应初步掌握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

自我学习和知识扩展的能力；熟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和结果的核算

方法和报告要求；锻炼动手能力和自学能力，增强财务意识，提高理财

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为从事会计及相关工作打下扎实基础。

此外，通过体系完整的专业课程学习和相应的实践课程训练，学生应当

具备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灵活应用专业知识的能力。

《财务会计》是财经类非会计专业的核心课程，

是学习管理会计、成本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

课程的基础。对于非会计专业学生而言，《财务

会计》有助于了解企业常见经济业务的会计处

理，有助于完善其知识结构，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提升综合素质，是学习金融学、投资学、财务分

析、财务管理等课程的基础。

运筹学 《运筹学》是现代经济和管理学课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作为 20世纪先修课程：微积分、概率论、线性代数、微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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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s
Research)

3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其主要目的是在决策时为管理人员

提供科学依据，是实现有效管理、正确决策和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方法之

一。该学科利用统计学、数学模型等方法，去寻找复杂问题中的最佳或

近似最佳的解答，经常用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复杂问题，特别是改善或

优化现有系统的效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更好地提升资源的利

用效率。

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等。

保险学

(Insurance)

本课程作为保险学专业群的基础学科，主要以风险和保险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概念为教学内容，以当前保险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和国内外相关保险

法律为依据，对保险学原理作比较系统地教授。主要阐述了风险原理、

保险的基本概念、保险的产生与发展简史、保险的种类及我国目前开办

的主要险种介绍、保险运行的基本原则、保险合同、保险费率和责任准

备金、保险市场及国内外近期的市场发展状况及前景、再保险的基本概

念、保险的经营与管理、保险监管等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通过学习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课程，使学

生具备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获得

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问题的基本技能；为学习本

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本课程重点讲授保险

领域的相关理论知识和实务能力，为进一步学习

专业课打下良好基础。

国际投资学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国际投资学》是投资学本科专业的专业方向课。国际投资学专门研究

国际投资理论和实务的经济学科，主要研究资本在国际间的运动过程及

其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客观规律。国际投资活动是整个国际经济活动的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需要研究它和其他国际经济活动以及有关国家的国内

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和影响。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更深入地理

解国际投资活动的规律，提高对资本流动的认识。

《国际投资学》作为投资学专业的专业方向课，

是提升学生专业素养的重要课程。学生已经学习

过《货币银行学》、《投资学》、《微观经济学》、

《财务会计》等课程，形成了对投资和资本的基

本认识。

投资基金管理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

《投资基金管理》是投资学专业的专业方向课，本课程详细介绍投资基

金基本成熟的理论知识，分析研究投资基金的管理与运作，以及借鉴国

外的发展实践，探索我国投资基金发展中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使投

资基金真正成为投资者的投资首选工具。本课程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以实践为主，致力于提高学生的投资知识应用水平。

本课程主要与货币金融学、证券投资学、投资学、

金融衍生工具、货币银行学等学科紧密相关。此

外，与数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学科之间也有密

切的关系。

投资项目评估

（Investment
Project

Evaluation）

《投资项目评估》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国外介绍进来的有关投

资项目管理理论和方法。它采用一套科学、系统、完整的理论、方法和

指标体系，在投资决策前对拟建项目进行全面分析、论证和评价，从而

为正确的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本课程是投资学专业和金融学专业学生的专业

方向课，学生学习本课程，要求先修投资学与公

司金融，为投资项目评估的学习提供必要的投资

基本理论与公司金融基本方法。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项目管理就是项目的管理者，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运用系统的观点、

方法和理论，对项目涉及的全部工作进行有效地管理。项目管理的内容

包括：项目范围、项目成本、项目风险、项目质量和项目时间。通过该

课程的学习，让学生对项目管理涉及到的内容有整体的认知和理解，为

以后的工作和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本课程是投资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学生学习本

课程，要求先修投资学、管理学与经济学，为项

目的管理提供提供必要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

金融信托与租赁

（Financial Trust
and Lease）

《金融信托与租赁》是金融专业适应市场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及对外开

放后金融业务和金融资产多元化发展现实而开设的一门应用型专业选修

课，兼具理论性和实务性。本课程以我国现行有关法规为依据，以信托

业与租赁业的业务实践为基础，借鉴国内外科研成果，根据金融专业的

特点，注重信托租赁理论阐释和业务实务介绍。课程的内容分为信托篇

和租赁篇两大部分，主要内容包括信托租赁原理、信托租赁特色及信托

租赁业务种类和各业务种类的具体操作程序和规范。

本课程属金融专业的重要分支，主要负责介绍金

融信托和租赁业务的内容和流程。要求学生先修

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等课程。

本课程应在第 6或 7学期开设。

电子商务与支付

(E-Commerce
and Payment)

电子商务与支付是一门集商务技术、信息技术和管理技术于一体的新兴

的交叉学科，它是人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电子商务是

信息化社会的商务模式，是 21世纪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商务的

未来。本课程将系统地介绍电子商务领域各个方面的知识，以及电子商

务所涉及到的网络基础、商务网站制作基础等知识。通过学习本门课程

使学生从网络技术及电子商务运作流程两个角度对电子商务的基本理论

与实践进行了解和掌握。

本课程系统地介绍电子商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基本技术、基本应用和法规等内容.是一门

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课程,它体现着电子商务

专业的基本特征和特点,勾画出电子商务专业的

基本框架和轮廓,为后继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打

下一定的基础和给出必要的线索。

金融数据分析

（Analysis of
Financial Data）

数据分析已成为当前很多行业中进行决策的重要基础，《金融数据分析》

是投资专业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把

握新经济时代的商务规律，树立数据支持决策的管理思想，掌握数据分

析的理论、方法与应用技术，并具备一定的数据分析的能力。

本课程的前导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货币银行学、投资学、统计学的。

证券投资与分析

（Securities
Analysis）

本课程是一门既有理论探讨又突出实践及效果的专业性选修课。以金融

资产（尤其是以股票）为投资对象，介绍西方投资理论，认识中国特色

的证券市场。阐述投资管理中难度较大的不确定、复杂、博弈等特性的

问题。运用动态决策，追踪及最佳控制等管理原理及方法，使学员进一

步提高管理理论水平及素质。

本课程主要与货币金融学、西方经济学、会计学

等学科紧密相关。此外，与数学、统计学、管理

学等学科之间也有密切的关系。是会计、金融、

投资和保险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

投资银行学

（Investment
通过对投资银行学基础概念和基本理论的介绍，让学生了解投资银行学

的基础知识，熟悉投资银行的实务操作，对投资银行有更直观的认识。

其先修课包括货币银行学，本课程重在投资银行

的基本概念、特征与类型、产生和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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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ing） 投资银行的基本理论，企业并购，风险投资，证

券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

金融衍生工具

（Financial
Derivatives）

本课程将系统地讲授金融衍生工具，包括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运作机制、

衍生工具的价格决定以及衍生工具的交易策略等问题。讲授的金融衍生

工具包括远期、期货、互换和期权等基本衍生工具，以及债券市场和股

票市场的创新产品。其中，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运作机制和交易策略

与期权市场的运作机制、定价原理和交易策略是本课程的重点内容。此

外，本课程也将适当讲解衍生工具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当今国际金

融市场上，衍生工具层出不穷，本课程对衍生工具的介绍自然不可能面

面俱到。课程着重突出远期、互换、期货和期权等基础性衍生工具。作

为本科阶段的衍生工具课程，重点要放在衍生工具的运作机制、基本原

理和应用方面，而对于其定价则要把握好适度原则。

先修课程：货币银行学、宏微观经济学、投资学。

金融衍生工具课程一般安排在第七学期，在学生

有一定的金融投资基础理论知识的前提下，通过

该课程的学习掌握金融衍生工具的具体业务、定

价方法、盈利途径、风险管理、发展趋势等方面

的内容，为学生将来从事投资理财相关工作打好

基础。

金融专业英语

（Financial
English）

金融英语课程以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要求》为指导，体现实用

性英语教学原则，培养学生在金融领域的英语应用能力。金融英语将金

融专业知识和英语语言技能有机结合起来，按照专题知识分类，根据 ESP
教学的特点、金融业务的性质和要求以及学习者的需求和目标，设计内

容丰富、难度适中、形式多样的听力理解和口语训练任务，选取一些有

代表性的文章进行文本分析，帮助学习者了解金融业务的操作流程，熟

练掌握常用的金融英语表达方式。在学习英语的同时学习金融知识，了

解金融英语的语言特点，培养良好的表达能力与思辨能力。

这是一门金融及经济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与之

相关的课程有基础英语、货币银行学等。

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是一门专门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间商品交换的

具体过程的学科，是一门具有涉外活动特点的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

科学。它涉及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惯例、国际金融、国际运

输与保险等学科的某些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国际贸

易》是国际贸易专业的支撑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出口

贸易的业务的各主要环节流程，了解在外贸实践环节中涉及到的证书、

文件、单据等，掌握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法律、国际规则与惯例在实践中

的恰当运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学生进行外贸实务操作提供了理论

基础及实际操作的可模仿性。

前导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后续课程：

国际结算，国际金融。

财务报告分析

（Financial
Report Analysis）

《财务报告分析》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教与学，一

方面使学生掌握财务分析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另一方面使学生明确

作为财务分析师或分析人员应如何阅读与分析财务报表、如何分析财务

活动状况、如何评价财务绩效等等。财务分析是为企业的投资者、债权

人、经营者及其他关心企业的组织或个人了解企业过去、评价企业现状、

预测企业未来，做出正确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或依据的经济应用学科。

财务分析无论对企业的所有者、债权人、经营者、职工，还是对政府、

客户、供应商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财务分析将为各分析主体进行财务预

测、财务决策、财务控制和财务评价等提供可靠信息。

本课程是在经济活动分析、财务管理学和会计学

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综合性边缘学科。财务

报告分析是在会计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

会计学所提供的会计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经济

应用学科，对经济活动中的财务状况进行评价与

预测的一门科学，还是财务管理中的一个环节，

为财务管理决策提供信息依据。

个人理财

（Personal
Finance）

《个人理财》是投资学本科专业的一门选修课程。以金融基本理论为指

导，系统阐述个人理财的基本观点，各种理财产品的介绍，以及税收筹

划的一些基本理论。使学生能在掌握基本理论的前提下培养理财观念，

分析各种理财产品，并进行简单的理财规划。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得

学生了解主要的理财产品及其收益、风险特点，让学生了解个人理财可

以运用的主要理财产品类型、特点以及当前市场状况，掌握个人理财的

基本原理和基础操作规范，学会与客户沟通的技巧，能够运用相关的理

财分析规划知识，按照理财规划的业务操作流程顺序设计理财规划。具

备利用银行、证券、保险、外汇、信托、黄金等理财产品进行理财规划

的能力。

个人理财是投资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之一。前

导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

学、投资学、财政学等。

民商法通论

（Outline of
Civic and
Commercial
Law）

本课程主要讲授民法和商法。民法主要包括物权法、债权法、人身权法、

侵权行为法、知识产权法、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等；商法（包括商主体

法和商行为法）主要包括公司法、企业法、保险法、票据法、破产法、

海商法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熟悉、掌握民商法的基本

原理，为日后从事经济投资事务打下一定的法律基础。

前导课程：政治经济学、经济法、会计学、货币

银行学等相关课程。

金融市场学

（Financial
Marketing）

《金融市场学》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及各主体行

为规律的学科。金融市场是现代市场体系的核心，它包含了货币、债券、

外汇、股票、黄金、基金、衍生工具等多个子市场。在教学内容安排上，

着重阐明金融市场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对于各子市场则

分别阐述市场主体、交易工具、运作机制、收益风险和定价原理，使学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

货币银行学。经济学、货币银行学为本课程提供

必要的专业知识，统计学、会计学为本课程提供

必要的方法与工具；本课程重点讲授金融市场中

的各种要素与运行机制，为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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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个子市场有完整的认识。 打下坚实的基础。

金融服务礼仪

（Financial
Service

Etiquette）

本课程在框架构建上，打破了以知识体系为线索的传统编写模式，结合

当今金融职业特点和礼仪发展的最新趋势，采用以职业岗位工作要求与

任务为中心，以职业能力为依据，以金融工作过程为主线，体现工学结

合、任务驱动、项目教学的教材编写模式。本书共分为金融行业工作人

员仪表礼仪、仪态礼仪、语言礼仪、日常交际礼仪、金融行业公务礼仪、

金融行业服务岗位礼仪、金融营销礼仪、金融涉外服务礼仪等八个模块。

每个模块都包括学习目标、工作项目、工作任务、操作步骤、知识链接

和知识实训等内容。同时在每个模块后列出了思考与练习和知识实训。

《金融服务礼仪》是本校的一门选修课程，供经

济和管理类专业使用。本课程课内学时数为 16
学时，一学期完成教学任务。

财经应用文写作

（Financial
Practical
Writing）

《财经应用文写作》是本校的一门选修课程，供金融、投资、会计、市

场营销、金融保险等专业使用。本课程课内学时数为 16学时，主要讲授

财经论文的文种写作、实例和写作实训，达到是让学生会用会写的目的。

因此，本课程重点训练和培养学生的应用写作能力，以适应社会、工作

的需要。财经应用文具有综合性、规范性、实践性较强的特点。

本课程以大学语文课为基础，与经济法、财务报

告分析、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课程相配合。

毕业论文

（Dissertation）

毕业论文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关于投资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文章，是完

成教学任务、培养合格人才的一个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通过毕业论文

的写作， 旨在使学生对所学过的投资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进行

一次全面、系统地回顾和总结，通过对具体题目的分析，使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巩固和发展所学理论知识，提高学生对投资学相关领域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建立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

完成专业主要课程学习之后，毕业论文在第 8
学期进行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毕业实习课程是投资学专业的必修课，在学生掌握本学科专业基础理论

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专业实习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从而增强

适应社会的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完成专业主要课程学习之后，毕业实习在第 8
学期进行

基础会计实训

（Basic
Accounting
Training）

该课程通过手工账模拟实习， 使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 认识会计凭

证、 账簿等实物， 并运用所掌握的基本会计知识和理论对企业的基本

业务进行会计核算， 从而熟练掌握账户和复试借贷记账法， 编制会计

报表等基本技能， 使学生明确会计的工作组织方法及其在企业管理中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 为以后的专业学识打下良好的基础。

基础会计课程的实验课，后续课程：财务会计，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 3学期。

金融技能

（Financial
Skills）

该课程按照从事商业银行业务等各岗位应具备的专业能力的要求与标

准，突出岗位实践性技能的训练，贴近银行岗位工作的实际标准，培养

学生职业实践能力。使学生系统地掌握金融各项技能的内容和方法，不

断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 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以胜任毕业后就业的需要。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等

基础知识，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

基础会计，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期货模拟实验

（Simulation
Experiment of
Futures）

课程对期货交易进行模拟实验，使学生学会运用期货交易软件的的安装、

使用；掌握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的实际操作过程；领悟金融衍生工具的

实践操作过程。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投资学等基础知识，与金融衍生工具等课程同时

进行，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证券投资模拟实

验（Simulation
Experiment of
Securities

Investment）

本课程对证券投资进行模拟实验，使学生学会股票分析软件的安装、使

用；掌握股票投资实际操作过程；深刻理解证券基本分析方法；了解领

会证券投资常用技术分析方法。通过基本分析、技术分析和股票实时模

拟交易，使同学感受证券市场的投资机会和风险，加深对证券投资理论

的理解，积累证券投资经验。

修读该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

投资学等基础知识，与证券投资与分析课程同时

进行，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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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经济学 专业代码：0204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了解当代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现

状，熟悉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法规，了解主要国家与地区的市场经济情况；能够胜任涉外经济贸易部门、

外资企业以及政府对外经济贸易管理部门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业务、管理、调研和宣传策划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要求学生基础扎实，知识面宽，综合素质高，富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掌握财经、法律、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并受到相关业

务的基本训练。通过本专业教学计划所规定内容的系统学习与训练，毕业生应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1、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高尚的人格和远大的理想；

2、系统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有先进的知识水平和合理的知识结构，通晓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密切相关的

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熟悉国家有关贸易与金融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动态；

3、具有较强的市场调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能胜任专业论文、各类应用文体的写作以及较强的商

务谈判能力；具有处理对外贸易过程中各项业务的基本能力；

4、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能熟练地查阅本专业的外文文献；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获取信息并处理信息的能力；

5、掌握信息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6、具有考取本专业相关从业资格证书的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质

与职业道德

2、创新创业

精神

3、经济学专

业基础知识

4、国际贸易

基础理论知

识

5、国际贸易

专业知识

6、市场开拓

与人际交往

能力

7、基本技能
8.专业能力

与水平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

大学英语

（College English ）
√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 √ √ √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 √

757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

微积分

(calculus)
√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Databas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 Statistics)
√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 √ √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 √

统计学

(Statistics)
√

财政学

（Public Finance）
√ √

基础会计

(Basic Accounting)
√

货币银行学（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

管理学

(Management Science)
√

经济法

(Economic Law)
√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olicy)

√

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

商务英语

(Business English)
√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

财务会计（Financial
Accounting）

√

国际投资学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

网络贸易

(Internet Trade)
√

国际商法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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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实务

(Customs Practice)
√

国际商务谈判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s)

√

国际结算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

对外贸易运输与保险

(Foreign Trade
Transportation and
Insurance)

√

外贸函电

(Foreign Business
Correspondence)

√

国际经济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国际税收

(International Taxation)
√

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

(International Trade
Customs and Rules)

√ √

国际经济合作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

现代物流学

(The Modern Logistics
Learns)

√

消费者行为学

(Consumer Behavior)
√ √ √

国际服务贸易

(International Service Trade)
√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ies and
Skills)

√

公益劳动

(Socially Useful Activity)
√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

毕业论文

(Dissertation)
√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

基础会计实训

(Basic Accounting Training)
√

信用证实务

(Practice of letter of credit)
√

电子支付与结算实验

(Electronic Payment and
Settlement Experiment)

√

统计软件应用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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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综合模拟实验

(Internationgal Trade
Practice)

√

外贸制单

(Foreign Trade
Documentation)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突出学生的国际贸易结算和进行国际货物贸易及国际服务贸易相关业务的操作能力。学生熟练掌握从事国际货物贸易中外销、跟

单、制单、报关、报检、投保、租船订舱等具体业务操作，熟悉国际服务贸易的各种贸易业务流程，能够从事与服务贸易相关的具体业

务运作，熟练运用电子商务处理国际商务活动。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市场经营分析与决策能力，并通过加强教学软件的运用，应用情景

式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实践与应用能力。

五、主干学科

贸易学、经济学、金融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金融、国际结算、货币银行学、计量经济学、市场营销

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统计学、管理学、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国际商务谈判、国际商法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基础会计实训、信用证实训、电子支付与结算、统计软件应用、国际贸易综合模拟实验、外贸制单、海关实务等。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1 8 30 11 20 25 25 32.5

要求学时 2160+25周 656 128 480 176 320 400 25周 160+25周
学分占比 100% 26% 5% 19% 7% 13% 16% 16% 20.3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经济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按要求选修完要求的学分和学时，并完成毕业论文，顺利通过毕业答辩。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1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3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3161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3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6 64 64 6 考试 B13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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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31011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3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3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3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31612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31609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31610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31512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315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133514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Databas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13150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3171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131702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 Major）

1 16 1 考查 B131012

小计 41.0 616.0 0.0 48.0 160.0 11.0 10.5 9.0 7.5 0.0 2.5 0.5 0.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

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761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微积分Ⅰ

(calculusⅠ)
5 80 5 考试 B133513

微积分Ⅱ

(calculusⅡ)
4 64 4 考试 B133502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3 48 3 考试 B1335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 Statistics)
3 48 3 考试 B133504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3.5 56 3.5 考试 B133312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2.5 40 2.5 考试 B133102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3 40 16 3 考试 B133103

基础会计

(Basic Accounting)
3 48 3 考试 B133111

货币银行学（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3 48 3 考试 B133104

小计 30 472 0 16 0 5 7.5 11.5 3 3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管理学

(Management Science)
3 48 3 考试 B138301

统计学

(Statistics)
3 48 3 考试 B138303

经济法

(Economic Law)
2 32 2 考试 B138603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3 48 3 考试 B138304

小计 11 176 0 0 0 2 3 3 3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olicy)

3.5 56 3.5 考试 B134301

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2 32 2 考试 B134302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3 48 3 考试 B13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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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Financial
Accounting）

3 48 3 考试 B134211

国际投资学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2.5 40 2.5 考试 B134213

网络贸易

(Internet Trade)
2 24 16 2 考试 B134304

国际商法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2 32 2 考试 B134602

商务英语

(Business English)
2 32 2 考查 B134303

小计 20 312 0 16 0 0 0 3.5 5 3 6.5 2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国
际贸

易与

结算

海关实务

(Customs Practice)
2 24 16 2 考查 B135301

国际商务谈判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s)

2 24 16 2 考试 B135302

国际结算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3 40 16 3 考试 B135303

对外贸易运输与保险

(Foreign Trade
Transportation and
Insurance)

2 32 2 考试 B135208

外贸函电

(Foreign Business
Correspondence)

2 32 2 考查 B135304

小计 11 152 0 48 0 0 0 0 2 2 5 2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国际经济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 32 2 考试 B136312

国际税收

(International Taxation)
2 32 2 考查 B136303

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

(International Trade
Customs and Rules)

2 32 2 考查 B136305

国际经济合作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2 32 2 考查 B136306

现代物流学

(The Modern Logistics
Learns)

2 32 2 考查 B136307

消费者行为学

(Consumer Behavior)
2 32 2 考查 B13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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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服务贸易

(International Service
Trade)

2 32 2 考查 B136309

财政学（Public Finance） 2 32 2 考查 B136108
小计 14 224 0 0 0 4 6 2 2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ies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Socially Useful Activity)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毕业论文

(Dissertation)
10 10 10 考查 B137301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6 6 6 考查 B137302

基础会计实训

(Basic Accounting Training)
1 1 1 考查 B137203

信用证实务

(Practice of letter of credit)
1 1 1 考查 B137307

电子支付与结算实验

(Electronic Payment and Settlement
Experiment)

1 1 1 考查 B137406

统计软件应用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

1 1 1 考查 B137308

国际贸易综合模拟实验

(Internationgal Trade Practice)
2 2 2 考查 B137304

外贸制单

(Foreign Trade Documentation)
1 1 1 考查 B137309

小计 25 23 2 0 0 1 0 2 4 16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微积分Ⅰ

(CalculousⅠ )

《微积分Ⅰ》是金融、经济、管理类等专业一年级必修的基础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一元微积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基本方法和具有比较熟练的运算技能，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

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并使学生受到高等数学的思

想方法熏陶和运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一

定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以及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进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微积分Ⅰ》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

业基础课，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打定基础，也是

考研必考课程之一。

微积分Ⅱ

(CalculousⅡ)

《微积分Ⅱ》是以《微积分Ⅰ》为基础，研究多元函数微积分及其

应用的一门学科。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多元微积分学的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具有比较熟练的运算技能，为学

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并使学生

受到高等数学的思想方法熏陶和运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训

练。

《微积分Ⅱ》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

业基础课，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打定基础，也是

考研必考课程之一。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线性代数》是讨论有限维空间线性理论的课程，它具有较高的抽

象性、逻辑性及广泛的实用性，它的内容能应用于数学的传统领域，

应用数学、经济数学等多种学科，是经济管理类院校教学计划中的

《线性代数》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

基础课，是研究线性问题的一门学科。也是考研

必考课程之一，并为学习有关的专业课程提供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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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通过对线性代数的学习，使学生获得该课

程的基本知识和必要的基本运算技能，初步地掌握基本的代数知识

和抽象、严格的代数方法，同时使学生在运用数学方法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培养和训练，为学习有关的专业

课程提供必要的数学基础。

要的数学基础。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客观规律性的数学学科，是

高等学校理、工、管理类本科各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通

过本课程的教学，应使学生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了

解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学生初步掌握处理随机事件的基本

思想和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概率统计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必修的

一门专业基础课，是以微积分学课程为工具处理

随机问题的一门学科。是考研必考课程之一，也

为学习有关的专业课程提供必要的数学基础。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微观经济学又称个体经济学，小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主要以单个经济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的一门学科。 微观经济学是

研究社会中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

数值如何决定的经济学说。亦称市场经济学或价格理论。微观经济

学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主要有：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

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

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

作为经济学的入门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
期。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宏观经济学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计量

模型等内容。学生主要学习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函数理论、投

资理论、货币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

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目标、经济

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即经济政策工具如何达到既定的目标）、

经济政策效应与运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包括根据各派理论所建立

的不同模型。这些模型可用于理论验证、经济预测、政策制定，以

及政策效应检验。

作为经济学的入门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第
3学期。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计量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运用数学、统

计学方法与电脑技术，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手段，定量分析

研究具有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的一门经济学学科。主要内容

包括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经济计量学。理论经济计量学主要研究

如何运用、改造和发展数理统计的方法，使之成为随机经济关系测

定的特殊方法。应用计量经济学是在一定的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以

反映事实的统计数据为依据，用经济计量方法研究经济数学模型的

实用化或探索实证经济规律。

作为经济学必修课，需要经济学和统计学为基

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统计学

(Statistics)

统计学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主要通过利用概率论建立数学模型，

收集所观察系统的数据，进行量化的分析、总结，并进而进行推断

和预测，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它被广泛的应用在各门学科

之上，从物理和社会科学到人文科学，甚至被用于工商业及政府的

情报决策之上。统计学主要又分为描述统计学和推断统计学。给定

一组数据，统计学可以摘要并且描述这份数据，这个用法称作为描

述统计学。

作为专业学科基础必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市场营销就是商品或服务从生产者手中移交到消费者手中的一种过

程，是企业或其他组织以满足消费者需要为中心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市场营销学是系统地研究市场营销活动规律性的一门科学。市场营

销又称为市场学、市场行销或行销学，是指个人或集体通过交易其

创造的产品或价值。它包含两种含义，一种是动词理解，指企业的

具体活动或行为，这时称之为市场营销或市场经营；另一种是名词

理解，指研究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或行为的学科，称之为市场营销

学、营销学或市场学等。

作为专业学科基础必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基础会计

(Basic Accounting)

《基础会计》是经管类非会计专业的基础必修课。其目标是要求学

生在掌握会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会计核算的基本程序与方法，

了解会计产生、发展和演变简要过程，了解会计在市场经济中的作

用和我国特殊的会计事务管理体制，初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会计

观” 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现代企业会计理论与实务操作，并具有

国际化的视野和自我学习和知识扩展的能力。此外，通过体系完整

的专业课程学习和相应的实践课程训练，学生应当具备在不同的经

济环境下，灵活应用专业知识的能力。

《基础会计》是经管类非会计专业的基础必修

课，是学习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成本会计、审

计、财务管理等课程的基础。对于非会计专业学

生而言，《基础会计》有助于了解会计基本理论

和基本方法，有助于完善其知识结构，拓宽学生

的知识面，提升综合素质，是学习金融学、投资

学、财务分析、财务管理等课程的基础。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3学期。

财务会计

（Financial
《财务会计》是财经类非会计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也是《基础会

计》的后续课程，主要介绍了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和常见实务，培

《财务会计》是财经类非会计专业的核心课程，

是学习管理会计、成本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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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养学生从事财务会计工作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操作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初步掌握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具有

国际化的视野和自我学习和知识扩展的能力；熟悉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过程和结果的核算方法和报告要求；锻炼动手能力和自学能力，

增强财务意识，提高理财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为从事会

计及相关工作打下扎实基础。此外，通过体系完整的专业课程学习

和相应的实践课程训练，学生应当具备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灵活

应用专业知识的能力。

课程的基础。对于非会计专业学生而言，《财务

会计》有助于了解企业常见经济业务的会计处

理，有助于完善其知识结构，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提升综合素质，是学习金融学、投资学、财务分

析、财务管理等课程的基础。

管理学

(Management
Science)

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

和一般方法的科学。管理学是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产生的，

它的目的是：研究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的组织和配置人、

财、物等因素，提高生产力的水平。

作为专业学科基础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
期。

货币银行学

（Money，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货币银行学课程突出对金融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介绍和基本管

理技能的传授，力求规范化、准确化、简洁化。在系统介绍成熟的

金融理论过程中，紧密结合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理论联系实

际，及时总结了我国金融改革中的经验教训。

作为专业学科基础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
期。

经济法

(Economic Law)

所谓经济法就是调整现代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过程中发生

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

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现阶段，它

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

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

作为专业学科基础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
期。

国际贸易理论与

实务(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olicy)

国际贸易学是国际贸易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一门研究国际间商品

与劳务交换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及有关上层建筑发展规律的科学。作

为一门学科，国际贸易学是一种部门经济学，是经济学科中一个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的研究对象既包括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也

包括国际贸易政策以及国际贸易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和现实情况。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管理学等知识基

础，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跨国公司经营与

管理(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深入和世界各国跨国公司的迅速成长，

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活跃于世界经济舞台，

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管理理念、发达的全球网络系统深刻地

影响着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本课程一般共分十二部分，分

别对跨国公司概况包括内涵、发展历史回顾及发展趋势、跨国公司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其发展、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

的战略调整、跨国公司战略联盟、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与转移价格、

跨国公司的跨国并购、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跨国公司的营销策略

等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作为经济学的专业核心课程，修读该门课程需要

具备经济学、管理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

观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商务英语

(Business English)

商务英语是以适应职场生活的语言要求为目的，内容涉及到商务活

动的方方面面。商务英语课程不只是简单地对学员的英文水平、能

力的提高，它更多地是向学员传授一种西方的企业管理理念、工作

心理，甚至是如何和外国人打交道，如何和他们合作、工作的方式

方法，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等，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包含在文化概念

里的。

作为经济学的专业核心课程，修读该门课程需要

具备经济学、管理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

观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国际金融，就是国家和地区之间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联系而产

生的货币资金的周转和运动。 国际金融由国际收支、国际汇兑、国

际结算、国际信用、国际投资和国际货币体系构成，它们之间相互

影响，相互制约。比如，国际收支必然产生国际汇兑和国际结算；

国际汇兑中的货币汇率对国际收支又有重大影响；国际收支的许多

重要项目同国际信用和国际投资直接相关，等等。

作为经济学的专业核心课程，修读该门课程需要

具备经济学、管理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

观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财政学

（Public Finance）

财政，即国家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

一部分社会资源，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属于应用经济学。

财政学研究的是政府如何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筹集、使用和管理

资金。内容包括财政理论、财政制度和财政管理方法。财政学可按

财政分配主体分为：以国家财政为研究对象的财政学，以及对各个

国家财政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比较财政制度学。

作为经济学的专业核心课程，修读该门课程需要

具备经济学、管理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

观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
学期。

国际投资学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国际投资,又称对外投资或海外投资，是指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主体，

将其拥有的货币资本或产业资本，通过跨国界流动和营运，以实现

价值增值的经济行为。国际投资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并随着国际资本的发展而发展。当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以

后，银行资本与生产资本相融合并日益发展，促进了资本积累的进

一步扩大，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金融资本，出现了大量的资本过剩，

作为经济学的专业核心课程，修读该门课程需要

具备经济学、管理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

观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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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本输出为早期形态的国际投资也随之产生。随着国际经济交易

内容的不断丰富，投资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的发生着演化。

网络贸易

(Internet Trade)

网络贸易，就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商贸活动。网络贸易是电子商务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指通过互联网所进行的贸易活动，或者是

指以因特网为载体，利用数字化进行的在线交易。在网络贸易中，

贸易活动的各方通过不同的网络服务平台，发布浏览贸易信息、进

行贸易洽谈、签订贸易合同、支付货款等。

作为经济学的专业核心课程，修读该门课程需要

具备经济学、管理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

观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国际商法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调整对象是

国际商事关系，这种关系是各国商事组织在跨国经营中所形成的商

事关系。所谓国际商事关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国际商事主体参与

的商品流转关系，其主体不论是个人、法人、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

只要这种商事关系的当事人分属于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或国际组

织，或其所涉及的商事问题超越一国国界的范围，这种关系就可称

之为国际商事关系。

作为专业核心课程，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

学基础，先修课程为宏观经济学和经济法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海关实务

(Customs Practice)

本课程从报关单位、报关员角度出发，按照报关员办理通关手续的

流程，详尽介绍了报关单位及报关员在办理进出口货物报关前的各

项准备工作，进出口货物的国家管制，保税业务的开展，进出口商

品编码的确定，各种贸易方式及特殊进出境货物的通关要求，进出

口单证缮制与审核，关税及其他税费的计算，报关自动化以及主要

西方国家口岸通关实务等多方面内容。

作为专业方向课程，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

学、国际贸易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

易理论与实务、国际商法、商务英语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国际商务谈判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s)

该课程为国际贸易专业和营销专业的必修课。商务谈判论述了商务

谈判的基本原理、实务运作及商务谈判的艺术技巧，通过商务谈判

课程的学习，能掌握基本原理，实践操作与谈判艺术，在实际生活

工作中灵活运用，游刃有余。

作为专业方向课程，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

学、国际贸易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

易理论与实务、国际商法、商务英语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国际结算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国际结算是指国际间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

交往或联系而发生的以货币表示债权债务的清偿行为或资金转移行

为。分为有形贸易和无形贸易类。 有形贸易引起的国际结算为国际

贸易结算。主要包括资金单据、汇款方式、托收、信用证、保函、

保付代理、福费廷等业务。

作为专业方向课程，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

学、国际贸易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

易理论与实务、国际商法、商务英语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对外贸易运输与

保险

(Foreign Trade
Transportation and

Insurance)

本课程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外贸运输与保险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内容主要包括：对外贸易有关基本知识，国际运输代理，国际海洋

货物运输，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国际航空货物运输，国际集装箱货

物运输，国际多式联运与大陆桥运输，国际公路、内河、管道、邮

政货物运输等方面的知识，以及海运货物保险基本知识，海运货物

保险实务等方面的内容。

作为专业方向课程，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

学、国际贸易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

易理论与实务、国际商法、商务英语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外贸函电

(Foreign Business
Correspondence)

外贸函电是我们建立对外贸易关系和外贸往来的重要手段。外贸函

电包括建立客户业务关系，询价，报盘，还盘，订货，接受，签约，

包装，装运，支付，结算，保险，商检，索赔，代理及仲裁等到几

项特殊贸易形式和经济技术合作。

作为专业方向课程，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

学、国际贸易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

易理论与实务、国际商法、商务英语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国际经济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国际经济学，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

际经济关系，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的应用与延伸，

是经济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研究对象有国际贸易理论与政

策、国际收支理论、汇率理论、要素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理论、

开放的宏观经济均衡等。

作为专业任选课，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

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国际税收

(International
Taxation)

国际税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政府凭借其政治权力，对跨国

纳税人的跨国所得或财产进行重叠交叉课税，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国

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从税收的起源与本质考察，税收作为分配

范畴，其基本概念是：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

标准，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无偿分配，以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

式，体现着以国家为主体的特定分配关系。

作为专业任选课，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

学、管理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

管理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国际贸易惯例与

规则

(International
Trade Customs and

Rules)

国际贸易惯例指在国际贸易实践中逐渐自发形成的，某一地区、某

一行业中普遍接受和经常遵守的任意性行为规范。国际贸易惯例本

身并不是法律。贸易双方当事人有权在合同中达成不同于惯例规定

的贸易条件。但许多国家在立法中明文规定了国际惯例的效力，特

别是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惯例的约束力得到了

充分的肯定。

作为专业任选课，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

学、管理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

管理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国际经济合作

(International
国际经济合作是指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政府、国际经济组织和超越

国际界限的自然人与法人为了共同利益，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侧

作为专业任选课，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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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Cooperation)

重生产领域）所进行的以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和重新合理组合配置

为主要内容的，较长期的经济协作活动；国家间的经济政策协调也

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

学、国际经济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
期。

现代物流学

(The Modern
Logistics Learns)

现代物流学是指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出现的最新物流现象，物流的

最新发展趋势的科学，是物流学科的核心。现代物流学介绍物流系

统的基本概念如物流、配送、物流中心等，分析物流的各个功能以

及功能之间的关系。现代物流学的研究对象是物流系统，包括物流

的输入、输出、转换、反馈、影响与干扰等。重点分析物流的空间

与时间转移过程，以及五个转移要素：流体、载体、流向、流量、

流程。

作为专业任选课，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

学、管理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

管理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消费者行为学

(Consumer
Behavior)

消费者行为学研究消费者在获取、使用、消费和处置产品和服务过

程中所发生的心理活动特征和行为规律的科学。从营销学的角度，

这门学科是为了提供对消费者行为的理解，因为 “营销学是一门试

图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学科”。

作为专业任选课，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

学、管理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微观经济学、

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国际服务贸易

(International
Service Trade)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国际间服务的输入和输出的一种贸易方式。贸易

的一方向另一方提供服务并获得收入的过程称为服务出口或服务输

出，购买他人服务的一方称为服务进口或服务输入。国际服务贸易

狭义的概念是指传统的为国际货物贸易服务的运输、保险、金融以

及旅游等无形贸易。而广义的概念还包括现代发展起来的、除了与

货物贸易有关的服务以外的新的贸易活动，如承包劳务、卫星传送

和传播等。

作为专业任选课，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

学、国际贸易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

易理论与实务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毕业论文

(Dissertation)

写毕业论文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理论联

系实际，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本专业

工作和进行相关的基本训练。毕业论文应反映出作者能够准确地掌

握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学会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

的方法，对所研究的题目有一定的心得体会，论文题目的范围不宜

过宽，一般选择本学科某一重要问题的一个侧面。

作为集中性实践课，修该门课需要具有所有国际

贸易的知识基础和经济学的基础知识，是学生 4
年学习生活成绩的表现。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毕业实习是指学生在毕业之前，即在学完全部课程之后到实习现场

参与一定实际工作，通过综合运用全部专业知识及有关基础知识解

决专业技术问题，获取独立工作能力，在思想上、业务上得到全面

锻炼．并进一步掌握专业技术的实践教学形式。它往往是与毕业设

计(或毕业论文)相联系的一个准备性教学环节。

作为集中性实践课，修该门课需要具有所有国际

贸易的知识基础和经济学的基础知识，是学生 4
年学习生活成绩的表现。

基础会计实训

(Basic Accounting
Training)

基础会计实训是一门集理论性与技术性于一体的应用性学科，拥有

一套规范的专业操作程序和方法，操作性和实践性很强。因此本课

程的教学，除了要传授给学生基本理论，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掌握

会计核算的各项基础技能，培养其过硬的实际操作能力以及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基础会计实训作为会计专业实践课程的起始

环节，是学生对会计工作的初次接触，对缺乏生活实际经验的学生

显得尤为重要。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会计学知识基

础，先修课程为基础会计，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
学期。

信用证实务

(Practice of letter
of credit)

信用证实务结合与信用证相关的国际惯例和实践，从不同的角度对

信用证业务的发展现状、业务形式、基本程序以及业务中的其他相

关问题作了全面细致的介绍，重点对信用证业务的基本操作程序作

了非常详细的介绍，目的是使学生们对信用证的基本理论知识、法

律知识及业务操作程序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掌握，为从事相关

业务奠定良好的业务知识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知识

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海关实

务、国际结算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电子支付与结算

实验(Electronic
Payment and
Settlement
Experiment)

电子支付与结算是一门新的交叉科学课程。目的是通过研究电子支

付理论，对电子支付体系构成给出一个框架，并通过学习国内外电

子支付发展历程和关键技术，熟悉并掌握电子支付与网络银行的体

系架构与前沿动向。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知识

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海关实

务、国际结算、商务英语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7学期。

统计软件应用

(Application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software)

统计软件应用主要内容包括：Excel,SPSS,Eviews以及 Stata的统计功

能及工作环境、数据的描述、概率计算与随机抽样、参数估计与假

设检验、非参数检验、方差分析、相关与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

与预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统计学和计量经

济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宏观经济学、统计

学和计量经济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
期。

国际贸易综合模

拟实验

(Internationgal
Trade Practice)

国际贸易综合模拟实验是一门研究国际间商品交易具有过程的学

科，具有涉外活动实践性很强的特点，并且是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

本课程研究的对象是指狭义的国际贸易实务，即以我国进出口业务

为对象，以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为中心，对各个业务环节的基本知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知识

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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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能进行介绍。本实验教程共分为四大内容：国际贸易实务、跨

境电商平台操作、外贸单证制作、商务英语函电。

外贸制单

(Foreign Trade
Documentation)

外贸制单就是根据实际进出口贸易情况提供在贸易过程中所需要单

据。专业的来说是从报关单据开始到结汇所要缮制的所有单据。报

关基本单据有：发票、装箱单、报关单、报关委托书、核销单等其

他海关监管条件必须的单据等。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知识

基础，先修课程为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海关实

务、国际结算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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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理学 专业代码：07030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宽厚扎实的化学学科基础，掌握合成化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富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能在化学学科领域继

续深造的研究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1.素质要求

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爱国、诚信、守法；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协作精神；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掌握科学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保护世界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适应科学和社会的变化

和发展。

2.能力要求

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具有较强的获取、加工和应用信息的能力；具备综合运用合成化学相关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科

研工作的能力；具有熟练运用英语进行听、说、读、写的能力；具有交流、协调和合作的能力。

3.知识要求

系统、扎实地掌握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化学的知识体系和

发展趋势；掌握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专业基础课程基本内容，初步掌握生物化学、环境化学、材料化学、药物化学等化学相关领域课

程的基础知识；掌握英语基本知识和化学化工专业英语；掌握基本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和多媒体制作技术，熟练掌握化学化工常用软件使

用知识；具备一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

2.科学精

神

3.身心健

康

4.获取信

息、自主

学习能力

5.专业技

能

6.沟通表

达能力

7.交流合

作能力

8.基础知

识

9.专业知

识

10.人文和

社科知识

11.创新精

神和创新

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 √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 √

形势与政策 √ √

大学英语 √ √ √ √

体育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 √

信息检索 √

多媒体技术及应

用
√ √

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

指导
√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

专业概论
√ √ √ √

中国传统文化概

论
√ √

高等数学Ⅱ √ √

大学物理Ⅱ √ √
大学物理实验Ⅱ √ √ √ √

无机化学Ⅰ √ √

无机化学实验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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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 √ √

分析化学实验 √ √ √ √ √
有机化学Ⅰ √ √

有机化学实验Ⅰ √ √ √ √ √

物理化学Ⅰ √ √
物理化学实验Ⅰ √ √ √ √ √

线性代数Ⅱ √ √

工程制图 √ √ √
无机化学实验Ⅱ √ √ √ √ √

有机化学实验Ⅱ √ √ √ √ √

物理化学实验Ⅱ √ √ √ √ √
仪器分析Ⅰ √ √ √ √

结构化学Ⅰ √ √

化工基础 √ √ √ √
无机合成化学 √ √

有机合成化学 √ √

高分子化学Ⅱ √ √
化学专业英语 √ √ √ √

合成化学实验 √ √ √ √ √

生活中的化学 √ √
简明生物化学 √ √

药物化学选论 √ √

环境化学 √ √
现代分离技术 √ √

高分子物理 √ √

元素有机化学 √ √
化工助剂 √ √

杂环化学 √ √

科技论文写作 √ √ √ √ √
现代有机合成进

展
√ √

化学化工软件应

用基础
√ √ √

量子化学 √ √
学科前沿讲座 √ √ √

高级无机化学 √ √

高级分析化学 √ √
高级有机化学 √ √

高级物理化学 √ √

化工制图与

AutoCADⅡ
√ √ √

知识产权实务 √ √ √

绿色化学 √ √ √ √

化工单元操作原

理
√

聚合物进展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

公益劳动 √ √ √ √
安全教育 √ √ √

社会实践 √ √ √ √

化学认识实习Ⅰ √ √
化学综合实验Ⅰ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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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设计实验 √ √ √ √ √ √ √

化学毕业论文 √ √ √ √ √ √ √ √

四、专业特色

合成化学，主要面向化学原料与化学产品制造业。

五、主干学科

化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仪器分析、化工基础、无机合成化学、有机合成化学、高分子化学、化学专业

英语、高等有机化学、有机波谱学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合成化学实验、仪器分析实验、化工基础实验、

化学综合实验（3学分/3周）、化学设计实验（2学分/2周）、化学认识实习（2学分/2周）等。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9 12 9 26 24 46.5

要求学时 2576+34周 840 128 696 288 144 480 34周 608+34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 24.38% 7.50% 5.63% 16.25% 15.00% 29.06%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化学、合成化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具备运用专业知识和学科思维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能够从事化学工业领域的产品或技术研发工作，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39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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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Multimedia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6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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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410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0 0.0 48.0 160.0 13.0 10.5 11 4.5 2 0.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

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
（Advanced
MathmaticsⅡ(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
（Advanced
MathmaticsⅡ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大学物理Ⅱ

（College PhysicsⅡ）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Ⅱ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sⅡ）

1 32 1 考查 B117202

无机化学Ⅰ（1）
（Inorganic Chemistry
Ⅰ(1)）

3 48 3 考试 B043021

无机化学Ⅰ（2）
（Inorganic Chemistry
Ⅰ(2)）

3 48 3 考试 B043022

无机化学实验Ⅰ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Ⅰ）

0.7 24 0.7 考查 B043003

分析化学

（Analytical
Chemistry）

3 48 3 考试 B043004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0.8 24 0.8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Ⅰ（1）
（Organic Chemistry
Ⅰ(1)）

3 48 3 考试 B043006

有机化学Ⅰ（2）
（Organic Chemistry
Ⅰ(2)）

3 48 3 考试 B043007

有机化学实验Ⅰ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Ⅰ）

1 32 1 考查 B04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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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Ⅰ（1）
（Physical Chemistry
Ⅰ(1)）

3 48 3 考试 B043009

物理化学Ⅰ（2）
（Physical Chemistry
Ⅰ(2)）

3 48 3 考试 B043012

物理化学实验Ⅰ

（P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Ⅰ）

1 32 1 考查 B043011

小计 39 552 144 0 0 8.7 10.8 8 11.5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线性代数Ⅱ

（Linear AlgebraⅡ）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无机化学实验Ⅱ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Ⅱ）

1 32 1 考查 B048001

有机化学实验Ⅱ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Ⅱ）

1 32 1 考查 B048002

物理化学实验Ⅱ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Ⅱ）

1 32 1 考查 B048003

仪器分析Ⅰ

（Instrumental
AnalysisⅠ）

3 40 16 3 考试 B048004

结构化学Ⅰ

（Structural Chemistry
Ⅰ）

3 48 3 考试 B048005

化工基础

（Fundamental
Chemical Engineering）

2.5 32 16 2.5 考试 B048006

小计 17 200 128 16 1 5.5 4.5 3 3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无机合成化学

（Inorganic Synthetic
Chemistry）

3 48 3 考试 B044401

有机合成化学

（Organic Synthetic
Chemistry）

3 48 3 考试 B044402

高分子化学Ⅱ

（Polymer Chemistry
Ⅱ）

3 48 3 考试 B044403

小计 9 144 6 3

775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课

化学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of 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85201

合成化学实验（1）
[Experiments of
Synthetic Chemistry(1)]

2 64 2 考查 B085202

合成化学实验（2）
[Experiments of
Synthetic Chemistry(2)]

2 64 2 考查 B085203

高等有机化学

（Advanced Organic
Chemsitry）

3 48 3 考试 B085204

有机波谱学

（Spectroscopy in
Organic Chemistry）

3 48 3 考试 B085205

小计 12 128 128 7 5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生活中的化学

（Chemical in Life）
2 32 2 考查 B046401

简明生物化学

（Concise
Bio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46402

药物化学选论

（Elective Topics in
Medicinal 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46403

环境化学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46404

现代分离技术

（Modern Separation
Technology）

3 48 3 考试 B046405

高分子物理

（Polymer Physics）
2 32 2 考试 B046406

元素有机化学

（Element-organic
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46407

化工助剂

（Chemical Additives）
2 32 2 考试 B046408

杂环化学

（Heterocyclic
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46409

科技论文写作

（Scientific Writing）
2 24 16 2 考查 B046410

现代有机合成进展

（Progress in Modern
Organic Synthesis）

2 32 2 考查 B04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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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软件应用基

础

（Application
Foundation of Software
for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1.5 16 16 1.5 考查 B046412

量子化学

（Quantum Chemistry）
2.5 32 16 2.5 考试 B046413

学科前沿讲座

（Lectures on Frontiers
of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1

高级无机化学

（Advanced Inorganic
Chemistry）

3 48 3 考查 B046002

高级分析化学

（Advanced Analytical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7

高级有机化学

（Advanced Organic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3

高级物理化学

（Advanced Physical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4

化工制图与

AutoCADⅡ
（Chemical
Engineering
Cartography and Auto
CADⅡ）

2.5 24 16 16 2.5 考查 B046215

知识产权实务

（Practi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16 32 2 考查 B046102

绿色化学

（Green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103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

（Principles of Unit
Operation）

2 32 2 考查 B046005

聚合物进展

（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

2 32 2 考查 B046006

小计 48.5 720 64 48 2 8.5 25 13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4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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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认识实习Ⅰ

（Cognition Practice I）
2 2 2 考查 B047401

化学综合实验Ⅰ(1)
（Chemical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Ⅰ(1)）

2 2 2 考查 B047409

化学综合实验Ⅰ(2)
（Chemical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Ⅰ(2)）

1 1 1 考查 B047410

化学设计实验

（Chemical Design Experiment）
2 2 2 考查 B047404

化学毕业论文（1）
（Graduation thesis of Chemistry
(1)）

5 9 5 考查 B047405

化学毕业论文（2）
（Graduation thesis of Chemistry
(2)）

10 18 10 考查 B047406

小计 24 2 2 2 3 5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

科专业概论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是为大一新生开设的一门通识教育必修课，主

要介绍化学学科的历史、现状、研究前沿以及化学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

创造世界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还介绍化学专业的师资队伍、培养

方案、教学计划、课程体系及就业前景。该课程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学生了解

化学和化学专业，对化学和化学专业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本课程为化学专业先导课程，回顾化学历史，

呈现化学与人类社会关系，讲授化学研究方

法，梳理合成和测定新物质的思路，帮助学

生更好的学习化学其他专业课程

无机化学Ⅰ

无机化学是化学四大基础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

与工艺、制药工程、药物制剂等专业的第一门化学基础课，也是化工学院大

学新生的第一门基础课，在教学内容上承继中学化学的基础内容，更为后续

相关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该课程包括《无机化学Ⅰ（1）》和《无机化学Ⅰ（2）》两大部分。《无机

化学Ⅰ（1）》讲授“无机化学基本原理”，主要是：化学动力学基础、化学

平衡、物质结构理论和价键理论等。《无机化学Ⅰ（2）》讲授元素周期表

中各族元素，主要包括：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硼/碳/氮/氧族元素、卤素、铜

/锌/钛/钒/铬/锰副族元素、以及铁系元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现代化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能应用所学化学知识初步解决一些科研、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化学问题。激发学生学习化学、利用化学知识的兴

趣，启蒙学生的科学思维，促进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独立性和积极性，构建

化学知识的交流与互动的平台。

《无机化学 I》以化学基础原理为理论基础，

介绍各元素性质，突出化学学科的内在规律

性，在四大基础化学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本课程是《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

理化学》、《高级无机化学》、《无机化学

实验》以及《无机合成化学》 等课程的先导

课。

无机化学实验

Ⅰ

无机化学是一门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几乎全部化学知识都来源于

实验，应用于实际。无机化学实验是无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无机

化学实验课是涉及化学、材料、生物等相关领域的重要必修课之一，更是其

他相关学科的重要基础。通过实验，我们要达到如下目的：

1. 巩固和加强无极化学Ⅰ(1)的相关理论知识并学会用实验的方法验证之。

2. 培养学生掌握无机化学小量-半微量化实验方法和基本操作技能。培养学

生实事求是、严谨的科学态度，良好的科学素养以及良好的实验习惯。

3. 通过实验，使学生加深对无机化学中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理解，逐步

学会准确地观察和分析化学反应现象以及处理数据的方法，提高他们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培养学生具备独立进行实验工作的初步能力，为后续的课程、科学研究

和今后参加实际工作打下良好的化学基础。

《无机化学实验Ⅰ》以《无机化学》理论知

识为基础，着重锻炼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

数据处理方法和良好的实验习惯，是《有机

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物理化

学实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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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是发展和应用各种理论、方法、仪器和策略以获取有关物质在相对时

空内的组成和性质的信息的一门科学。分析化学在解决社会生活、科学研究和

工农业生产提出的分析难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化学可以分为化学方法和

仪器方法两大类。由于仪器分析方法另有单独的课程，因此我们在这门《分析

化学》课程中以介绍化学方法为主，对仪器方法只是简略介绍。化学分析法是

以化学反应为基础，依据实验测定的重量或体积，利用化学计量关系来确定试

样中某成分含量的方法。

《分析化学》是高等学校化学、轻工、应用化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环境

科学、医学、药学、农学、地学、食品科学有关专业的一门重要化学基础课。

它是培养上述几类专业技术人才整体知识结构及能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时也是后继化学课程的基础。学习分析化学课程的任务是理解并掌握分析化学

的基础理论，准确树立量的概念，对近代仪器分析方法有所了解，培养运用分

析化学的理论去解决一般分析化学问题的能力。

《分析化学》是化学类相关专业必修的专

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

握分析化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配

套的《分析化学实验》提供理论知识，也

是《高级分析化学》的先导课；为后继课

程的学习及毕业后的相关工作打下基础。

其先修课程有《无机化学》（或《普通化

学》），这些课程都是本课程学习的基础

前提。

分析化学实验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从事分析化学实验研究的初步能力，

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

过程中，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课程的理解。通过分析化学实验教学，使学生

具备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使学生熟悉并掌握化学化工生产研究中典型仪器设备的操作，实验数据的基本

测试技术。

本课程以《分析化学》为理论基础，着重

培养学生实验数据的获取和处理方法，可

与《无机化学实验》共同学习，但需先于

《有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

《仪器分析实验》以及其他的专业实验课

程。

有机化学Ⅰ

有机化学历来是化学系必修的四大门基础课之一。相对于其它三门基础课（无

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而言，有机化学发展异常迅速。根据统计数字

表明：在全世界已发现的约几千万种化合物中，有机化合物约占 59/60，而目

前有机化合物的数目还在以指数表达的速率迅速增加。这些层出不穷的有机化

合物不仅带动了有机学科本身的发展，也成了其它化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使

有机化学在化学各学科中占有一种十分特殊的地位；此外，无论从事化学哪一

个领域的工作，都必须具备有机化学的基础知识，若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

需要还将进一步加强，有机化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与其它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

十分广泛。例如：发展很快的生物有机是有机化学与生物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它对于研究生命现象十分重要；有机金属化合物的化学则是有机化学与无机化

学之间的边缘科学；迅速发展的材料科学则是有机、高分子和无机化学交叉渗

透的新型学科。因此学生打好有机化学的基础对于将来从事新颖的边缘学科的

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人们的环保意识日益增强，综合治理环境

也需要有比较全面的有机化学知识。有机化学也是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

制药工程、药物制剂等专业的基础必修课之一。

《有机化学》的学习要求学生具备《无机

化学》的基本值知识，掌握无机化合物的

化学性质及变化规律。《物理化学》主要

研究热力学定律、相变规律等角度回答研

究系统的反应速率、反应程度等问题，应

该以《有机化学》知识作为基础，因此该

课程不应在《物理化学》之后开设，此外

该课程又是化学专业核心课《有机合成化

学》和《高分子化学》、化学专业方向课

《高等有机化学》、专业选修课《元素有

机化学》和《杂环化学》等专业课程的基

础，该课程侧重与有机化学的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而《有机合成化学》

和《高等有机化学》则分别侧重于有机合

成和反应机理。

有机化学实验

Ⅰ

《有机化学实验Ⅰ》作为化学、化工、应化、制药、药剂五个专业的专业必修

课，其教学目的是通过实验，训练并掌握有机化学实验的基本技能和基本操作，

学会有机化合物的分离、提纯和分析鉴定的方法。通过实验，培养学生观察现

象，分析推理判断、处理数据和撰写实验报告的能力。同时本课程也是培养学

生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严格认真的科学态度与良好的工作习惯的一个重

要环节。

该课程以《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分析化学》和《无机化学实验》为基础，

重点培养学生有机物的合成、分离、提纯

和分析鉴定方法，是四大基础化学实验中，

对学生的实验技能训练最为全面的一门课

程，也是《合成化学实验》等专业实验课

程的基础。

物理化学Ⅰ

物理化学是化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化学的基本理论。物理化学运用数学

及物理的一些理论和实验方法，研究化学变化及相变化过程的平衡规律及速率

规律的学科。它对学生后续课程的深入学习及生产过程的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物理化学是化学化工类专业重要的核心基础课，是连接各基础化学课程及

专业课程的枢纽。对学生的素质培养、特别是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有重

大影响。

本课程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知识、原理和方法，使学生学会从宏

观、微观多层次多角度看问题，抓住问题本质。 为今后的专业学习及与化学

技术有关研究打下基础；掌握物理化学的科学思维方法，增强学生在学习与科

学研究中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物理化学是整个化学学科的理论基础，为

后继专业课程如《结构化学》、《量子化

学》、《高分子物理》、《高级物理化学》

等，提供更直接的理论基础。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从本质

上理解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等

领域的内容和知识原理；为后续课程和发

展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物理化学实验

Ⅰ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从事物理化学实验研究的初步能力，

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

过程中，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课程的理解。通过物理化学实验教学，使学生

具备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使学生熟悉并掌握化学化工生产研究中典型仪器设备的操作，实验数据的基本

测试技术。

该课程是以《物理化学Ⅰ》为基础，是对

物理化学基本理论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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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实验

Ⅱ

《无机化学实验Ⅱ》是无机化学实验 I的进阶，基本目的是在原有无机实验训

练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的增加更高阶的实验技能训练。实验目的除了继承

《无机化学实验 I》的目的外，学生通过无机实验 II不仅巩固和加强无机化学

I（2）相关理论知识并验证之，为后续课程实践进行基本实验技能训练，也为

将来相关领域的技术工作（应用性）和科学研究（研究性）奠定必要的基础。

该课程以《无机化学Ⅰ》为理论基础，是

在《无机化学实验Ⅰ》的基础上，对无机

化学实验技能的巩固和提高。

有机化学实验

Ⅱ

《有机化学实验Ⅱ》是作为化学、化工、应化、制药、药剂五个专业的专业选

修课，其教学目的是通过实验，强化训练学生的有机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和基

本技能，使学生熟悉卤代烃、苯、醇、醚、酚、醛酮、羧酸、酯类等典型有机

物的性质和合成原理，掌握其实验室合成方法。通过实验，培养学生观察实验

现象、记录并分析、处理实验数据、撰写实验报告的能力。同时本课程也是培

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严格认真的科学态度与良好的工作习惯的一

个重要环节。

该课程以《有机化学Ⅰ》为理论基础，是

在《有机化学实验Ⅰ》的基础上，以有机

物的合成实验为主，是对有机化学实验技

能的巩固和提高。

物理化学实验

Ⅱ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从事物理化学实验研究的初步能力，

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

过程中，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课程的理解。通过物理化学实验教学，使学生

具备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使学生熟悉并掌握化学化工生产研究中典型仪器设备的操作，实验数据的基本

测试技术。

该课程以《物理化学Ⅰ》为理论基础，是

在《物理化学实验Ⅰ》的基础上，对物理

化学实验技能的巩固和提高。

仪器分析 I

仪器分析是化学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之一，是分析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

究物质组成和结构的重要的手段。本课程着重介绍常用的、主要的现代仪器分

析方法，如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分析、电位分析法、伏安分析法、库仑

分析法、原子发射光谱分析、原子吸收光谱分析、紫外-可见分子吸收光谱法，

红外吸收光谱、核磁共振及质谱分析等，学习并掌握这些方法的基本原理、基

本概念、基本计算、基本实验技术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方法和技术解决定性、定

量等分析任务，为今后更好地开展科学研究和指导生产实际奠定基础。另外，

《仪器分析》是化学系相关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掌握化学仪器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配套的《化学仪器分析实验》

提供理论知识；为后继课程的学习及毕业后的相关工作打下基础。

《仪器分析 I》为《仪器分析实验》提供理

论知识；为后继课程的学习及毕业后的相

关工作打下基础。其先修课程有《无机化

学》、《分析化学》等，这些课程都是本

课程学习的基础前提。

结构化学Ｉ

《结构化学》课程是化学学院本科生重要的基础理论课，在化学课程结构中具

有重要的地位，同时是本科阶段接触的第一门理论课程。在此以前，化学学科

给同学的印象主要是实验科学，因而《结构化学》课程对更新同学们的观念极

为重要。在本课程的学习中，不仅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结构化学的基本知识，

而且要求学生能深刻理解“性质反映结构，结构决定性质”这一基本原理，使学

生从更高水平上理解各种化学的现象。

结构化学是现代物理化学学科的重要分支，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讨论物质的

性质与几何结构和电子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电子结构上，从量子力学规律出发，

推演出一般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原子和分子中电子的运动状态以及化学键的

本质；在几何结构上，通过数学群论等工具，对分子的结构进行分析，探讨分

子空间几何结构与性质的关系；基于 X衍射等技术，对晶体的微观几何结构进

行研究，阐明晶体性质与内部周期性结构的关系。

本课程要求学生有较好的数学和物理基

础，《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学》必须

先修。修完本课程将使学生对《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等的内容有更深入的理解。

化工基础

《化工基础》是一门理论密切联系生产实际的应用技术课程，它以化工生产为

研究对象，以理论的应用为重点，研究化工类生产中具有共同特点的单元操作

和化学反应器的基本原理，具有工程性、应用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化工基础课涉及的知识面广，综合性和实践性强，在化学专业本科知识结构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担负着由理及工、由基础到专业的特殊使命。不仅培养学生

的工程观点、提高学生工程应用能力，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全

面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在开发学生潜能及综合能力培养等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和不可替代的地位。

《化工基础》是化学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

理论课，是在学习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等数学等的基础

上，系统地讲授化学工程基本原理及应用

的一门课程。

无机合成化学

《无机合成化学》是化学类本科生的一门专业核心课，本课程主要从合成方法

及典型材料合成的角度，系统地描述新材料的设计、无机化合物的合成等内容。

具体包括近代物质结构理论、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元素化学的基本知识在合

成化学领域中的应用，典型无机物的合成方法和途径，以及无机合成领域的前

沿科技发展。学习本课程的学生已修完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基础化学实验、

有机化学等专业基础课程，对控制实验条件、设计化学实验有初步地了解。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无机物合成路线的设计、合成方法与合

成条件的选择、合成产品结构的分析测试及产品性能的表征等一系列知识与能

力，从而为将来在无机合成领域施展抱负打下坚实的基础。

《无机合成化学》是化学专业必修的三大

专业核心课之一。本课程为《合成化学实

验》提供理论知识，也是其他集中实践环

节的基础。《无机合成化学》、《有机合

成化学》和《高分子化学Ⅱ》并列为化学

专业的三大核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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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合成化学

《有机合成化学》是化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从有机合成化学的概念、发展状况、

现代成就以及发展趋势出发，整理基础有机化学中学过的官能团反应，讲解氧

化、还原反应、官能团保护、导向及引入，介绍合成子与极性转换，讲解分子

的拆分特点，分析化合物逆合成分析技巧，介绍近现代有机合成方法。本课程

理论与实践并重，经典理论、方法与现代新技术、新方法相结合，引导学生活

学活用理论知识，注重解决实际有机合成问题能力的培养。课程内容丰富、信

息量大、知识结构系统。为适应教学需要，本课程的任课教师都经过博士、硕

士阶段的教育培养，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教学和科研能力，将科研成

果和探索体会融入教学中，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有机合成化学》是化学专业必修的三大

专业核心课之一。本课程为《合成化学实

验》提供理论知识；《无机化学》、《分

析化学》、《有机化学》是本课程的先修

课程，而本课程学习又为《高等有机化学》、

《高分子化学Ⅱ》、《元素有机化学》等

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高分子化学Ⅱ

高分子化学是化学一级学科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并已发展成为基础学科，与

四大化学并列，成为第五大化学。《高分子化学Ⅱ》是化学专业的专业核心课、

必修课，是培养牢固掌握合成化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支

撑。本课程主要讲述高分子化合物的合成原理和方法，内容涉及高分子化学的

基本概念、线性缩聚、体型缩聚、自由基聚合、自由基共聚合、聚合方法、离

子聚合、活性聚合、配位聚合、开环聚合、高分子化学反应等。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熟练掌握高分子化学的基本概念、聚合反应原理和控制方法，使

学生初步具有选择聚合反应方法和控制聚合反应条件合成聚合物的理论知识。

《有机化学Ⅰ》、《物理化学Ⅰ》是本课

程的先修课，本课程又是《高分子物理》

的先修课；《无机合成化学》、《有机合

成化学》和《高分子化学Ⅱ》并列为化学

专业的三大核心课程；《高分子化学Ⅱ》

为《合成化学实验》中高分子合成化学实

验部分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也是《合成

化学实验》的先修课程。

化学专业英语

《化学专业英语》是化学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方向课，主要讲授本专业的常用

术语，构词法（词头、词尾、缩写词等，还包括四大基础化学专业所涉及的基

础知识的英文描述，化学科技文献的翻译技巧等，其目的是培养化学专业的本

科生具有流畅阅读化学英文资料的能力，和一定的听、讲、写、译化学专业英

文资料的能力，以及简单描述和讲解化学专业知识的能力。

《化学专业英语》是化学专业的一门专业

方向课，是在学生学习了《大学英语》、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

学》、《物理化学》等课程的基础上开设

的，为学生阅读英文文献、进行毕业论文、

学习英文写作及用英文进行学术交流打下

良好的基础。

合成化学实验

合成化学实验》为化学专业的必修课，课程由无机类、有机类和高分子类三种

类型的合成实验，其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综合运用基础化学实验所掌握的基本

实验技能，结合现代合成实验技术，掌握较复杂化合物的合成方法，了解从化

合物合成到表征的完整过程，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

使学生具备从事新物质合成工作的、坚实的实验技能基础。

《合成化学实验》是化学专业最重要的专

业方向课，该课程以四大化学及其实验为

基础，以《无机合成化学》、《有机合成

化学》和《高分子化学Ⅱ》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理论为基础，是全面培养学生合成化

学实验技能的最重要实践课程。

高等有机化学

《高等有机化学》是化学专业的专业方向课，也是学术类学生的必修课。课程

以化学专业培养面向合成化学的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方向为依据，重点讲授有机

化学的基本原理、基本反应在有机合成上的应用，通过有机反应原理、规律、

特点、应用范围的讨论，以及对有机合成工艺路线的设计方法和选择原则的介

绍，可使学生在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方面获得提高。

《高等有机化学》是培养合成化学方向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支撑，《有机化

学》、《物理化学》都是其先修课。《高

等有机化学》与《有机合成化学》讲授内

容有相似之处，但是侧重点不同，在《高

等有机化学》侧重有机反应的机理，而《有

机合成化学》则是详细的分类介绍氧化、

还原、重排等各种类型的有机反应以及官

能团转化、导向基、官能团保护、逆反应

分析等合成策略。

有机波谱学

The aim of this module is to provide the students with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how
each type of spectroscopy gives rise to spectra, and how these spectra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structure of organic molecules. The module will concentrate upon the
most commonly used techniques in organic structure determination: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NMR), infrared (IR) and ultraviolet-visible (UV-Vis)
spectroscopy, and mass spectroscopy (MS). Finally, we will try to bring all of these
techniques together in an attempt to show student how to go about the structure
determination of unknown compound by doing analysis each of the spectra.

该课程以《有机化学Ⅰ》、《仪器分析》

为基础，同时也是集中实践环节的基础，

因为本课程为双语课，需要学生具有一定

的化学专业英语基础。

生活中的化学

本课程为化学专业二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任选课，也可以作为应用化学、化学

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药物制剂等专业的选修课。课程主要介绍化学与能源、

环境、材料、服装、洗涤剂、涂料、化妆品、健康等方面的关系，使学生了解

化学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关键

作用，也使学生了解由化学化工生产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环境、能源、健康等方

面的问题，以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努力学习化学的兴趣。

本课程只需要学生掌握最基本的化学基础

知识即可，《无机化学Ⅰ》、《分析化学》。

此外，本课程也有助于学生进一步深入学

习后续的《材料化学基础》、《环境化学》、

《药物化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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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是一门研究生命现象化学本质的学科。组成生物体的主要成分是糖

类、脂类、蛋白质、核酸等。用化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生物体组成物质的结构、

性质和功能，构成了生物化学主要内容的一个方面。生物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在

于它经常进行自我更新，生物体和外界进行物质交换是它生存的基本条件，因

此生物化学的另一个内容是研究上述种种物质在生命体内的分解和合成途径，

以及生物大分子的合成和调控等问题。

本课程是在学生学习了无机化学、分析化

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高等数学等课

程，已具有一定的数学、化学理论知识的

基础上开设的。

药物化学选论

《药物化学选论》是建立在化学和生物学基础上，主要研究药物的化学结构

和活性间的关系（构效关系），药物的化学结构与理化性质的关系，药物与受

体的相互作用，药物在体内吸收、转运、分布的情况及代谢产物，以及通过药

物分子设计或对先导化合物的化学修饰获得新化学实体创制新药的一门科学。

内容涉及发现、修饰和优化先导化合物，从分子水平上揭示药物及具有生理活

性物质的作用机理，研究药物及生理活性物质在体内的代谢过程。

《药物化学选论》是连接化学与生命科学

并使其融合为一体的交叉学科，特别是与

有机化学、有机合成，生物化学、药理学、

药代动力学等学科密切相关。

环境化学

《环境化学》是为化学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专业任选课，本课程以化学物质在环

境中出现而引起的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以解决环境问题为目标的新兴交叉学

科，是环境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环境化学》的任务是将环境科学的基本理

念－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贯穿教学，通过讲授环境化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

使学生了解环境化学的基本原理，使学生了解化学化工生产对人类生存环境造

成的影响，掌握一些解决环境问题的措施。

《环境化学》是化学专业的专业任选课。

其先修课程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等，这些课程都是本课程学

习的基础前提。

现代分离技术

本课程是面向化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的一门专业任选课。分离科学在化学

及相关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工农业生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课程较全

面地介绍了分离科学的原理和多种主要分离技术。课程教学内容共分 10章，

在简要介绍分离方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分离过程的热力学和动力学、分

子间的相互作用等）的基础上，对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中应用广泛的主要分离

技术（包括萃取、色谱、膜分离、电化学分离等）进行了重点阐述。该课程在

内容选择方面，力图兼顾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两方面，在保证对几种常用分离

技术作比较充分完整论述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介绍一些具有良好应用前景的

新型分离技术及其应用，如固相微萃取、液相微萃取、微波辅助溶剂萃取、加

速溶剂萃取等。

该课程是在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无机化

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

工原理、仪器分析等先修课程之后开设的

一门较全面介绍现代分离方法与技术的专

业课，是在先修课程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拓

展与深化，可以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分离科

学的前沿知识，以便能学有所用。

高分子物理

本课程是化学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悉聚合

物的结构层次、性能特点、影响性能的因素，合成反应； 熟悉并掌握聚合物

的分子运动理论；掌握聚合物结构与性能的之间的关系，掌握聚合物分子量测

定方法。具有设计合成要求的聚合物的能力。

本课程是在学生学习了无机化学、分析化

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高等数学、高

分子化学等课程，已具有一定的数学、化

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开设的。

元素有机化学

《元素有机化学》打破了传统的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的界限，与理论化学、合

成化学、结构化学、生物无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等交织在一起，是有机化学一

个重要的分支学科。有机硅、磷、硼等化学的发展迅速，特别是有机硅密封胶

有机硅化合物已成为有机合成的多性能试剂，并广泛应用于食品添加剂、医疗、

药物、化妆品等多种领域，在工业上用于医用器材及具有特殊性能的橡胶。该

课程不仅对学生科研综合素质的培养、创新能力的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

对他们今后从事新材料、新药物的合成，新能源、新产品的开发，新的工艺过

程设计等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该课程是化学专业一门专业选修课。元素

有机化学作为有机化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

科，因此《有机化学 I》、《有机合成化学》、

《高等有机化学》等课程是本课程的先修

课。

化工助剂

本课程为化学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专业任选课，也可以作为应用化学、化学工程

与工艺、制药工程、药物制剂专业学生的选修课。课程主要介绍与化工生产过

程密切相关的化工助剂产品的概述、性质、制备及应用，包括造纸助剂、皮革

助剂、水处理化学品、食品添加剂、高聚物合成助剂、塑料助剂、橡胶助剂、

涂料助剂、印染助剂九大类化工助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各类化

工助剂的性质、特点和应用范围，特别是掌握几类典型化工助剂的合成原理和

方法，同时使学生认识到合成化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在实际生产中的重要

价值。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高分子

化学》等课程都是该课程的先修课。另外，

《无机合成化学》和有《机合成化学》为

各种助剂的合成提供理论指导，也是该课

程的先修课。

杂环化学

杂环化合物是有机化合物中种类和数目最庞大的一类化合物，是有机化学和有

机合成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物化学、药物化学以及 DNA荧光标示剂等

前沿课题和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该课程主要介绍各类有机杂环化合物的结

构、反应活性以及合成方法，要求学生掌握乙烯类有机杂环化合物的结构、性

质以及合成方法。通过学习使学生理解并掌握有机杂环类化合物的结构特点、

基本性质及其在有机化学、生物化学以及制药药剂领域的应用，培养学生严谨、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掌握有关科学实验的技能，培养学生进一步获取知识的

能力和创新思维的习惯，为学习后修课程和以后参加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杂环化学》是化学等相关专业的专业任

选课。有机化学、有机合成化学是本课程

的先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

握不同类型杂环化合物的性质和合成方

法，为以后复杂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制备提

供理论基础；为后继课程的学习及毕业后

的相关工作（特别是药物合成单位）打下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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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

科技论文写作课程目的主要是阐明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原理

和技术，介绍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讲授学位论文与科学文章写作方法，引导

学生开展科学研究的兴趣，培养学生运用学术资料的能力、把握科研选题的能

力、实施科研试验的能力、分析实验与调查资料的能力、撰写科技文章的能力

和开展科研创新的基本能力。

该课程是《毕业论文》这一重要实践教学

环节的基础，需要学生掌握大学英语、计

算机基础、文献检索以及四大化学基本知

识。

现代有机合成

进展

有机合成作为有机化学的基础，是创造新分子的主要手段和工具。有机合成既

要合成自然界中含量稀少的有用天然产物，又要合成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有用小

分子。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发展对有机合成化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基

于这样的学科背景，开设现代有机合成进展，旨在介绍国内外有机合成化学的

最新进展及主要成就，拓展本科生视野和思路。

现代有机合成进展课程以有机化学和有机

合成化学为基础，研究各种新型碳碳成键

或官能团转换反应。

化学化工软件

应用基础

现代化的化学化工教育不仅要求培养出专业基础知识扎实的学生，而且要求学

生有较强的思维能力和计算机操作能力。《化学化工软件应用基础》是在计算

机文化基础、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

化工制图等课程基础上开设的一门实践提高课，主要介绍化学化工相关软件的

基本功能和使用方法，使学生学会使用主要的化学化工软件解决问题，其目的

是为学生提供将计算机应用于本专业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运用计算机解决基

本专业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是在计算机文化基础、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等课程基础上开设的一门实践提

高课。有了先修课程做基础，学生才能在

使用软件的时候了解其中的科学道理。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又可以加深学生对先修

课程的认识，提高其知识应用能力。

量子化学

量子化学(quantum chemistry)是理论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应用量子力学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化学问题的一门基础科学。研究范围包括稳定和不稳定分

子的结构、性能及其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分子与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分

子与分子之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反应等问题。量子化学计算软件是将量子化学

复杂的计算过程程序化，从而便于人们的使用及提高量化计算的效率。 本课

程概括的介绍了量子化学理论、量子化学计算软件及其辅助软件的具体功能及

其所适用的研究领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该领域研究者认识并了解量子化学计

算软件，从而使用这些软件来辅助科学研究。

高等数学、量子力学、物理学、物理化学、

无机化学、结构化学等的相关知识联系紧

密；尤其是数学方面的知识更为重要。

学科前沿讲座

本课程主要针对化学、应化、化工、制药等化学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

与重点难点问题，邀请具有教授职称或博士学位、在化学相关领域长期从事科

学研究的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骨干开展专题讲座。其主要作用是使学生了解本学

科各研究方向的最新进展，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意

识。

本课程可安排在第三学期至第六学期，采

取分散进行与集中进行相结合的方式，以

分散进行为主，学生根据学校、学院（分

散进行）或者专业组织（集中进行）的各

类与化学化工相关的学术报告举行情况酌

情参加，达到 8次（含）以上，在第六学

期末提交相应的记录。

高级无机化学

《高级无机化学》是为化学、化工类各专业本科学生准备《无机化学》全国

研究生入学考试而开设的一门针对性辅导的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无机化学

基本原理和元素周期表各族元素，在学生已经修完《无机化学 I》的基础上，

该课程本着“精讲多练，总结规律”的原则，通过课堂讲授、自学、课堂讨论、

习题课等教学环节，使学生牢固掌握无机化学基础知识以及各族元素性质和规

律等内容，并锻炼学生结合具体条件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是《无机化学 I》的加强和延伸，增

强基础知识的连贯性，进一步融合分析化

学、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的基本概念和理

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增强各课程之间

的联系，总体把握化学各学科之间的相通

性，全面认识化学的基本知识和解决问题

的思路。

高级分析化学

《高级分析化学》是化学专业的专业任选课。课程以化学专业培养面向合成化

学的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方向为依据，重点讲授现代高级分析化学的基本原理、

技术在分析表征上的应用，通过常见分析方法的原理、规律、特点、应用范围

的讨论，以及对分析测试的设计方法和选择原则的介绍，可使学生在分析问题

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方面获得提高。

《分析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

学》都是本课程的先修课。《高级分析化

学》与《分析化学》讲授内容有相似之处，

但是侧重点不同，在《分析化学》侧重基

础分析方法，而《高级分析化学》则是详

细的分类当代光化学分析、生物分析等分

离分析方法及策略。

高级有机化学

本课程是为化学化工类各专业本科学生准备《有机化学》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

而开设的一门具有辅导性质的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有机化学基本理论，烷

烃、环烷烃、卤代烃、芳香烃、醇、醚、酚、醛、酮、羧酸、羧酸衍生物、含

氮化合物、杂环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萜类和脂类化合物、蛋白质和核酸等各

类有机化合物的性质、反应和制备方法以及立体化学。在学生已经修完《有机

化学》的基础上，该课程本着“精讲多练”的原则，通过课堂讲授、自学、课堂

讨论、习题课等教学环节，使学生牢固掌握物各类有机化合物的结构、性质、

反应、制备方法、反应机理和有机合成等内容，并锻炼学生结合具体条件运用

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该课程以有机化学、高等有机化学、有机

合成化学为基础，在基础有机化学的基础

上，重点锻炼学生熟练运用所学有机化学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可安排在第七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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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物理化学

本课程是为化学化工类各专业本科学生准备《物理化学》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

而开设的一门辅导类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化学动力

学、表面现象和胶体化学等的基本知识、原理和方法。在学生已经修完《物理

化学》的基础上，该课程本着“少而精”、“精讲多练”的原则，通过课堂讲授、

自学、课堂讨论、习题课等教学环节，使学生牢固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概念和

计算方法，体会和理解根据实验现象作出假设、建立模型、通过归纳或演绎上

升为理论的科学研究和思维方法，并锻炼学生结合具体条件运用理论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物理化学、结构化学等课程是本课程的先

导课程，该课程安排在第七学期。

化工制图与

AutoCADⅡ

化工制图部分：系统地阐述“化工设备图”和“化工工艺图”这两类典型的化工工

程图的图示知识及相关标准。在“化工设备图”部分重点介绍化工设备的构成、

结构特点及其表达特点，绘制化工设备图的基本规定，化工设备图的绘制和阅

读；在“化工工艺图”部分重点介绍化工工艺图、设备布置图和管道布置图的特

点、绘图和读图方法。Auto CAD部分：介绍 Auto CAD基础知识、基本操作

方法和应用（直线、多段线、多边形、圆、椭圆、椭圆弧、选择图形、放弃和

重做、删除和恢复、复制、镜像、移动、旋转、比例缩放、拉伸、拉长、修剪

和延伸、打断图形、倒角和圆角、线型选择、线型宽度、线型颜色、分解对象、

捕捉和格栅、对象捕捉、图案填充、尺寸标注、文本标注、图形打印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知识产权实务

本课程是为理、工、文、管理等学科的相关专业开设的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能够让学生深入了解知识产权法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熟悉知识产

权保护的基本做法，掌握各种类型知识产权的权利获得途径；掌握各种类型知

识产权的保护方式以及攻击和防御的技巧；掌握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知识、方

法和技巧，提升知识产权的创新、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先修课程为法律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绿色化学

绿色化学是一门专业选修课，是研究如何节约资源、开发新资源和从源头上消

除污染的化学，是实现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科学技术基础。本课程旨

在以通俗的语言对绿色化学的定义、特点、重要性、应用及产业化的现状和发

展前景作深入浅出的阐明，在大学生中普及绿色化学基本知识，使学生了解如

何利用科学技

术实现可持续发展，培养大学生的绿色化学意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

社会责任感，为学生将来从事工作和研究过程中时时刻刻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考虑问题打下一定的基础。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无机及分析化学、

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化工原理，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化工单元操作

原理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是一门关于化学加工过程的技术基础课，它为过程工业（包

括化工、轻工、医药、食品、环境、材料、冶金等工业部门）提供科学基础，

对化工及相近学科的发展起支撑作用。化工原理课程主要研究化工生产中单元

操作的基本原理及其设备的设计、操作与调节，以传递过程原理和研究方法论

为主线，研究各个物理加工过程的基本规律，典型设备的设计方法，过程的操

作和调节原理。

本课程以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物理化学、

化工原理为先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或 8学期。

聚合物进展

聚合物进展是在学习了有关高分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基本知识的基

础上，向其介绍当今在高分子科学领域内的最新发现与进展等相关成果。本课

程主要涉及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学、功能高分子及新技术研究、高分子工

程等四大领域的最新发展方向，着重介绍一些近年来在这些领域，特别是功能

高分子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研究等。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无机

及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7学期

化学认识实习

Ⅰ

学生在经过了大学一年级的学习后，有了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即将进行化学

专业课程的学习，到相关的企业进行认识实习，使学生初步认识和了解企业的

生产设备、工艺流程及生产过程，掌握第一手资料，学会在实践中学习，从而

增加学生对所学专业的感性认识和亲身体会，为以后的专业课学习奠定基础。

必修的集中实践环节。

化学综合实验

Ⅰ

学专业综合实验是在学生完成了基础化学实验或合成化学实验后，集中进行的

包含多种实验技能、实验手段和实验方法的综合性实验，其目的是巩固学生基

本实验技能，使学生了解如何在同一实验过程中综合运用多种基本实验技能和

方法，完成既定实验目标。

必修的集中实践环节。

化学设计实验

《化学专业设计实验》为化学专业的必修课，课程要求学生根据给定的实验题

目，自己查找文献资料，在规定的时间内选择或设计 2种以上的合成策略并撰

写实验方案，然后自主选配实验器材、组装实验装置，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化

合物的合成、结构表征，最后完成《化学专业设计实验》报告。通过该课程锻

炼学生分析问题、查阅资料、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能独立完成简单化学产

品研发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必修的集中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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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的目的是通过科学研究基本训练，巩固、加深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

知识，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的意识，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与创业

能力，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独立分析和解决本专业的科学

和工程问题的能力，同时毕业论文的质量也是学生毕业和学位资格认证和衡量

教学水平的重要依据。毕业论文的主要任务是针对某一基础或应用领域的科学

问题进行文献调研，在归纳提炼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实验方案设计，实施科

学实验、分析总结实验结果，撰写研究性论文并口头表达研究工作。

必修的集中实践环节。

十一、有关说明

1.对于由应用型转学术型的学生，可选择专业任选课模块中的高级无机化学、高级分析化学、高级有机化学、高级物理化学课程补足学

科（专业）基础必修课模块中的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的学分，满足学术型培养方案的要求方能毕业。

2.对于应用型和学术型互转的学生，不同模块中的相同学时、学分的课程可以学分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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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学（学术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工学 专业代码：0703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健全人格和较高的人文修养；具有较强的化学理论基础；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受到严格科学思维

的训练、掌握应用化学与日用化学品（化妆品和洗涤用品）技术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受到扎实的日用化学品专业理论和

专业技能训练；并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从事日用化学品及其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教学等工作及攻读研究生学位

的研究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学生经过本专业学习获得以下知识和能力：

1、素质结构要求：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包括正确的政治方向，遵纪守法、诚信为人，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健全的人格。具备较

高的文化素质，掌握一定的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具有较好的人文修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健康的人际交往意识。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

受到严格的科学思维训练，掌握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有求实创新的意识和革新精神。在日用化学品研究与开发领域具有较好的综合分

析素养和价值效益观念。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包括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生活习惯。

2、能力结构要求：具有良好的自学习惯和能力、有较好的表达交流能力、有一定的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具有综合运用所掌握

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从事日用化学品及其相关领域产品研发的能力、具有日用化学品实践和技术革新的能力。

3、知识结构要求：（1）掌握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等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并通过化学基础实验课程、

应用化学专业实验和综合实验的实践和学习，掌握基本实验操作技能；（2）掌握系统、扎实的日用化学品专业知识体系，了解化妆品、

洗涤用品等产业的相关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掌握其制备工艺、安全性能检测及功效评价等知识，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实验设计、实验

创新以及归纳、整理、分析实验结果、撰写论文和参与学术交流的能力；（3）掌握中外文资料查询、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

的获取知识、运用知识和发展创新的能力；（4）掌握外语、计算机基本知识，具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科研和工作能力；

（5）富有创新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分析和解决日用化学品企（事）业单位相关专业问题的基本素质。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社科

2.思想道德

和职业道德

素养

3.人文素

养

4.基础科

学

5.专业基础

理论知识

6.专业知

识体系

7.专业素

养

8.身心素

养

9.知识

获取

10.专业

实践

11.沟通

表达交流

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 √ √

形势与政策 1 √ √ √

形势与政策 2 √ √ √

形势与政策 3 √ √ √
形势与政策 4 √ √ √

大学英语 I √ √

大学英语 Ⅱ √ √
大学英语 Ⅲ √ √

大学体育（1） √

大学体育（2） √
大学体育（3） √

大学体育（4）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信息检索 √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

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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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与学科专

业概论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高等数学Ⅱ（上） √

高等数学Ⅱ（下） √

大学物理Ⅱ √
大学物理实验Ⅱ √

无机化学Ⅰ（1） √ √

无机化学Ⅰ（2） √ √
无机化学实验Ⅰ √ √

分析化学 √ √

分析化学实验 √ √
有机化学Ⅰ（1） √ √

有机化学Ⅰ（2） √ √

有机化学实验Ⅰ √ √
物理化学Ⅰ（1） √ √

物理化学Ⅰ（2） √ √

物理化学实验Ⅰ √ √
线性代数Ⅱ √

工程制图 √ √

无机化学实验Ⅱ √ √
有机化学实验Ⅱ √ √

物理化学实验Ⅱ √ √

仪器分析Ⅱ √
化工原理 IV √

胶体与界面化学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I √
化妆品原料学 √ √ √

表面活性剂化学 √ √ √

化妆品工艺学 √ √ √
洗涤剂工艺学 √ √ √

日用化学品分析与

评价
√ √ √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 √

应化专业实验 √ √ √ √

化妆品生物技术 √ √ √

电工学 II √
市场营销 √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

应用
√

知识产权实务 √ √ √ √
应化专业英语 √ √ √

绿色化学 √

精细有机合成化学

与工艺
√

有机硅日用化学品 √ √ √

精细化工设备 √ √ √
化工厂设计概论 √
化妆品概论 √ √ √

化妆品包装材料与

设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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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与化妆技巧 √ √ √ √

皮肤生理学 II √
普通生物学基础 II √

化妆品管理与法规 II √ √ √

现代分离方法与技

术
√

化工安全与环保 √

学科前沿讲座 √ √

高级无机化学 √
高级分析化学 √

高级有机化学 √

高级物理化学 √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 √ √

聚合物进展 √ √

结构化学 II √ √
高分子物理 √ √

微生物学及生物化

学
√ √ √

功能高分子 √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

公益劳动 √ √

安全教育 √ √
社会实践 √ √ √

工程训练 √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
应化综合实验 √ √ √

应化认识实习 I √ √ √

应化毕业设计（论

文）（1）
√ √ √

应化毕业设计（论

文）（2）
√ √ √

四、专业特色

应用化学专业设立于 1998年，是我校建设较早的本科专业之一。2004年应用化学专业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
年应用化学专业被评为省级特色专业，2012年应用化学专业成为山东省首批应用型特色名校立项建设的专业，2016年被山东省评为应

用型立项建设专业。根据我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定位，坚持“夯实基础、拓宽口径、增强能力、提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思路，

注重全面素质教育，主要培养在日用化学品（化妆品、洗涤用品）的制备与应用具有较强创新与创业能力的高素质的人才。

五、主干学科

化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胶体与界面化学、表面活性剂化学、洗涤剂工艺学、化妆品工艺学、日

用化学品分析与评价、化妆品原料学、皮肤生理学。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无机化学实验 II、有机化学实验 II、物理化学实验 II、分析化学实验、工程训练、化工原理课程设计、应化专业

实验、应化综合实验、应化认识实习 I、应化毕业设计（论文）（1）、应化毕业设计（论文）（2）。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9 18 13 15 25 43.5
要求学时 2520+37周 840 128 696 360 208 288 37周 592+37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00% 5.0000% 24.3750% 11.2500% 8.1250% 9.3750% 15.6250% 27.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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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应用化学与日用化学品（化妆品和洗涤用品）技术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

能发现、分析和解决日用化学品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从事日用化学品及其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教学等工作，且具备

人文修养、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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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Multi-media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6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ed Chemistry Major）

1 16 1 考查 B0410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0 48 160 13 10.5 11 4.5 2 0.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

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Higher
MathematicsⅠ(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Higher
MathematicsⅠ(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大学物理Ⅱ(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Ⅱ(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Ⅱ) 1 32 1 考查 B117202

无机化学Ⅰ（1）(Inorganic
Chemistry I (1) ) 3 48 3 考试 B043021

无机化学Ⅰ（2）(Inorganic
Chemistry I (2) ) 3 48 3 考试 B043022

无机化学实验Ⅰ(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I) 0.7 24 0.7 考查 B043003

分析化学(Analytical
Chemistry) 3 48 3 考试 B043004

分析化学实验(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0.8 24 0.8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Ⅰ（1）(Organic
Chemistry I (1) ) 3 48 3 考试 B043006

有机化学Ⅰ（2）(Organic
Chemistry I (2) ) 3 48 3 考试 B043007

有机化学实验Ⅰ(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I) 1 32 1 考查 B043008

物理化学Ⅰ（1）(Physical
Chemistry I (1)） 3 48 3 考试 B043009

物理化学Ⅰ（2）(Physical
Chemistry I (2)） 3 48 3 考试 B043012

物理化学实验Ⅰ(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I) 1 32 1 考查 B043011

小计 39.0 552 144 0 0 8.7 10.8 8 11.5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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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线性代数Ⅱ（Linear Algebra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工程制图（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无机化学实验Ⅱ(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II)

1 32 1 考查 B048001 必选

有机化学实验Ⅱ(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Ⅱ)

1 32 1 考查 B048002 必选

物理化学实验Ⅱ(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II)

1 32 1 考查 B048003 必选

仪器分析Ⅱ(Instrumental
Analysis II)

2 24 16 2 考试 B048009

化工原理 IV(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Ⅳ)

4.5 64 16 4.5 考试 B048008

胶体与界面化学(Colloid and
Surface Chemistry)

3 48 3 考试 B04810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I（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4

小计 20.5 256 128 16 0 0 1 5.5 14 0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3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化妆品原料学（Cosmetic
Materials）

2 32 2 考试 B044101

表面活性剂化学（Surfactant
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44102

化妆品工艺学（Cosmetic
Processing Technology）

3 48 3 考试 B044103

洗涤剂工艺学（Detergents
Technology）

3 48 3 考试 B044104

日用化学品分析与评价（Daily
Chemicals Analysis and Testing）

3 48 3 考试 B044105

小计 13.0 208 0 0 0 0 0 0 2 8 3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6.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课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Chemical Engineering
Cartography and Auto CADⅠ）

2.5 24 16 16 2.5 考查 B045201

应化专业实验(Lab for Applied
Chemistry)

2 64 2 考查 B045102

化妆品生物技术

（Biotechnology in
Cosmetics）

2 32 2 考试 B045103

小计 6.5 56 64 16 16 0 0 0 0 2 4.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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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8.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电工学 II(Electrical
Engineering II)

3 40 8 3 考试 B026431

市场营销(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6231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Computers in
Chemistry）

2 24 16 2 考试 B046101

知识产权实务（Practi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16 32 2 考查 B046102

应化专业英语（Special English
of Applied Chemistry）

2 16 32 2 考试 B046104

绿色化学（Green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103
精细有机合成化学与工艺

（Synthetic Organic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of Fine
Chemicals）

2 32 2 考试 B046105

有机硅日用化学品(Typical
Applications of Organosilicone
Materials in Daily Chemical
Products)

2 32 2 考查 B046106

精细化工设备（Fine Chemical
Equipments）

2 32 2 考试 B046107

化工厂设计概论(Introduction
to Design of Chemical Plant)

2 32 2 考试 B046108

化妆品概论（Introduction of
Cosmetic Science）

2 32 2 考试 B046109

化妆品包装材料与设计

（Cosmetics Packaging
Materials and Design）

2 16 32 2 考试 B046110

美容与化妆技巧（Beauty and
Makeup Skills）

1 8 16 1 考查 B046111

皮肤生理学 II（Skin
PhysiologyⅡ）

2.5 40 2.5 考试 B046112

普通生物学基础 II（General
BiologyⅡ）

2 32 2 考试 B046113

化妆品管理与法规 II
（Cosmetics Management and
RegulationsⅡ）

2 32 2 考试 B046114

现代分离方法与技术（Modern
Separation Methods and
Techniques）

2 32 2 考试 B046202

化工安全与环保（Chemical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 32 2 考试 B046210

学科前沿讲座（Lecture of
Frontier in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

2 32 2 考查 B046001

高级无机化学（Advanced
Inorganic Chemistry）

3 48 3 考查 B046002

高级分析化学

（AdvancedAnalytical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7

高级有机化学（Advanced
Organic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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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物理化学（Advanced
Physical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4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Principles
of Unit Operation）

2 32 2 考查 B046005

聚合物进展（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

2 32 2 考查 B046006

结构化学 II（Structural
Chemistry II）

2 32 2 考试 B046115

高分子物理（Polymer Physics） 2 32 2 考查 B046116
微生物学及生物化学

(Micro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5 32 16 2.5 考试 B045105

功能高分子（Functional
Polymers）

2 32 2 考查 B046117

小计 60.0 880 24 16 112 0 0 5 2 21 21 13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eer labour)
（1） 考查

安全教育

(Securi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工程训练

(Engineering Practice)
2 2 2 考查 B017102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Design of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1 1 1 考查 B047001

应化综合实验(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

3 3 3 考查 B047101

应化认识实习 I(Applied Chemistry Cognition
Practice I)

2 2 2 考查 B047102

应化毕业设计（论文）（1）（Graduation Design
or Dissertation (1) in Applied Chemistry）

5 9 5 考查 B047104

应化毕业设计（论文）（2）（Graduation Design
or Dissertation (2) in Applied Chemistry）

10 18 10 考查 B047105

小计 25 37 2 0 2 2 1 3 5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无机化学Ⅰ

（1）（2）

《无机化学Ⅰ》是化学四大基础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

与工艺、制药工程、药物制剂等专业的第一门化学基础课，也是化工学院大学新生

的第一门基础课，在教学内容上承继中学化学的基础内容，更为后续相关课程奠定

必要的理论基础。《无机化学Ⅰ》包括《无机化学Ⅰ（1）》和《无机化学Ⅰ（2）》

两大部分。《无机化学Ⅰ（1）》讲授“无机化学基本原理”，主要是：化学动力学基

础、化学平衡、物质结构理论和价键理论等。《无机化学Ⅰ（2）》讲授元素周期表

中各族元素，主要包括：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硼/碳/氮/氧族元素、卤素、铜/锌/钛/
钒/铬/锰副族元素、以及铁系元素。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现代化学的基本

概念和原理，并能应用所学化学知识初步解决一些科研、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实

际化学问题。激发学生学习化学、利用化学知识的兴趣，启蒙学生的科学思维，促

进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独立性和积极性，构建化学知识的交流与互动的平台。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及 2学期

无机化学实验 I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从事无机化学实验研究的初步能力，培养

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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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课程的理解。通过无机化学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

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熟悉并掌握

化学化工生产研究中典型仪器设备的操作，实验数据的基本测试技术。

无机化学实验 II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从事无机化学实验研究的初步能力，培养

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

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课程的理解。通过无机化学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

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熟悉并掌握

化学化工生产研究中典型仪器设备的操作，实验数据的基本测试技术。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是发展和应用各种理论、方法、仪器和策略以获取有关物质在相对时空内

的组成和性质的信息的一门科学，又被称为分析科学。分析化学在解决社会生活、

科学研究和工农业生产提出的分析难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化学可以分为化学

方法和仪器方法两大类。由于仪器分析方法另有单独的课程，因此我们在这门《分

析化学》课程中以介绍化学方法为主，对仪器方法只是简略介绍。化学分析法是以

化学反应为基础，依据实验测定的重量或体积，利用化学计量关系来确定试样中某

成分含量的方法。《分析化学》是高等学校化学、轻工、应用化学、材料科学、生

命科学、环境科学、医学、药学、农学、地学、食品科学有关专业的一门重要化学

基础课。它是培养上述几类专业技术人才整体知识结构及能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后继化学课程的基础。学习分析化学课程的任务是理解并掌握分析化学的

基础理论，准确树立量的概念，对近代仪器分析方法有所了解，培养运用分析化学

的理论去解决一般分析化学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2学期

分析化学实验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从事分析化学实验研究的初步能力，培养

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

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课程的理解。通过分析化学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

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熟悉并掌握

化学化工生产研究中典型仪器设备的操作，实验数据的基本测试技术。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有机化学Ⅰ

（1）（2）

有机化学历来是化学系必修的四大门基础课之一。相对于其它三门基础课（无机化

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而言，有机化学发展异常迅速。根据统计数字表明：在

全世界已发现的约几千万种化合物中，有机化合物约占 59/60，而目前有机化合物的

数目还在以指数表达的速率迅速增加。这些层出不穷的有机化合物不仅带动了有机

学科本身的发展，也成了其它化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使有机化学在化学各学科中

占有一种十分特殊的地位；此外，无论从事化学哪一个领域的工作，都必须具备有

机化学的基础知识，若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需

要还将进一步加强，有机化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与其它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十分广

泛。例如：发展很快的生物有机是有机化学与生物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它对于研究

生命现象十分重要；有机金属化合物的化学则是有机化学与无机化学之间的边缘科

学；迅速发展的材料科学则是有机、高分子和无机化学交叉渗透的新型学科。因此

学生打好有机化学的基础对于将来从事新颖的边缘学科的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近年来，人们的环保意识日益增强，综合治理环境也需要有比较全面的有机化

学知识。有机化学也是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药物制剂等专业的

基础必修课之一。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3及 4学期

有机化学实验 I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从事有机化学实验研究的初步能力，培养

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

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课程的理解。通过有机化学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

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熟悉并掌握

化学化工生产研究中典型仪器设备的操作，实验数据的基本测试技术。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有机化学实验 II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从事有机化学实验研究的初步能力，培养

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

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课程的理解。通过有机化学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

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熟悉并掌握

化学化工生产研究中典型仪器设备的操作，实验数据的基本测试技术。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物理化学Ⅰ

（1）（2）

物理化学是化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化学的基本理论。物理化学运用数学及物

理的一些理论和实验方法，研究化学变化及相变化过程的平衡规律及速率规律的学

科。它对学生后续课程的深入学习及生产过程的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物理化学

是化学化工类专业重要的核心基础课，是连接各基础化学课程及专业课程的枢纽。

对学生的素质培养、特别是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有重大影响。本课程要求学

生系统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知识、原理和方法，使学生学会从宏观、微观多层次多

角度看问题，抓住问题本质。为今后的专业学习及与化学技术有关研究打下基础；

掌握物理化学的科学思维方法，增强学生在学习与科学研究中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无机化学实验、高等数学、大学

物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及 4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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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实验 I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从事物理化学实验研究的初步能力，培养

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

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课程的理解。通过物理化学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

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熟悉并掌握

化学化工生产研究中典型仪器设备的操作，实验数据的基本测试技术。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物理化学实验 II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从事物理化学实验研究的初步能力，培养

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

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课程的理解。通过物理化学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

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熟悉并掌握

化学化工生产研究中典型仪器设备的操作，实验数据的基本测试技术。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仪器分析Ⅱ

本课程是面向制药、药剂、应化、化工、高分子、材工、材化等专业本科生开设的

一门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仪器分析在这些专业及相关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和

工农业生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课程较全面地介绍了多种仪器分析的原理、

实验技术及应用示例。课程教学内容共分 10章，主要介绍了分子吸光和发光分析法、

原子发射和吸收分析法、电导分析法、电解分析法、库仑分析法、离子选择性电极

分析法、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核磁共振波谱法、质谱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基本概念、基本计算及其应用。同时注意发展趋势，适当介绍了仪器分析的前沿理

论和技术，如超临界流体色谱法等，以使学生能够较清晰地把握整个仪器分析的发

展现状和轮廓脉络。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
学期

化工原理 IV

本课程是化工、造纸、环境、应化、生工、材化、制药、酿酒等等各专业的一门必

修的骨干技术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以及相应的专业课程的训练，要求学生

能从事所学单元操作的设计、教学、科研等工作。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的

掌握化工单元操作的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基本计算，熟悉主要操作设备的特点，

并能进行设计与选型，了解主要设备的操作与调节，培养学生的工程观念，并使学

生具有一定的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毕业后从事化工类工程设计、操作

与技术管理奠定必要的基础。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工程制图、

大学物理、物理化学，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4学期

胶体与界面化学

胶体与界面化学是应用非常广泛的化学分支学科，涉及洗涤；化妆品；石油开发；

陶瓷；催化；涂料；建材；造纸；塑料；农药；环保；医药；食品等众多应用领域。

胶体与界面化学主要研究各种不同的界面性质；胶体化学的基本原理；胶体与界面

现象的关系；表面活性物质和乳状液与高分子溶液等。《胶体与界面化学》课程也

是我校应用化学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学习

物理化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和掌握胶体与界面化学的一些现象和一些基本理论

知识问题，为进一步学习日化用品的制备和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物理化学，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4学期

化妆品原料学

化妆品原料学是应化专业学生要学习的基础专业教育课程，化妆品原料的质量、检

测、特点等对于化妆品质量、安全、功效至关重要。本课程主要介绍化妆品中使用

的原料，包括化妆品原料的历史和发展过程，着重从化妆品原料的基本类型、特点、

性质等基本特征来讲授化妆品原料学基本知识，主要内容包括：化妆品油脂与蜡质

原料、粉质胶质溶剂原料、香料与色素、防腐剂与抗氧化剂、保湿美白防晒抗皱、

天然原料等部分。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了解化妆品中常见的各种类型原料的

概况，为进一步学习了解化妆品知识打下扎实的基础，了解当今化妆品生产、使用

的新方向。同时建立或巩固对化妆品科学的研究兴趣与素养、提高其探究性地学习、

创新性地思维的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表面活性剂化学

介绍了表面活性剂的历史、国内外发展状况、分类、定义、结构特点、作用原理、

功能与应用、重要类型表面活性剂的典型品种和合成方法（包括阴离子型、阳离子

型、两性离子型和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表面活性剂的化学结构与其性质的关系。

对于含氟、含硅、高分子等特殊类型的表面活性剂作简要介绍，为将来能从事洗涤

剂、化妆品、表面活性剂等精细化学品的生产、技术管理、研发、应用、教学等打

下基础。

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物理化学，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4学期

化妆品工艺学

《化妆品工艺学》是应用化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涵

盖了皮肤、毛发与牙齿科学、乳化技术、胶体流变学性质及其在化妆品中的应用、

化妆品生产设备、化妆品微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涉及了产品标准、检验方法与功

效评价、化妆品政策、法规等方面内容。该课程的核心内容是各类化妆品的配方设

计原则、原料组成、制备工艺和典型配方实例等专业知识的传授。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培养学生设计化妆品配方、制备化妆品的技能，为学生将来从事化妆品研发、

生产、检验、功效评价等相关工作奠定基础。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胶体与界面化学、普通生物学基

础、表面活性剂化学、化妆品原

料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洗涤剂工艺学
介绍洗涤剂的洗涤原理、去污力的评定方法、原料的复配规律，以及洗涤剂的生产

工艺和质量控制方法；并介绍洗涤剂的配方设计策略及配方实例。还介绍洗涤剂的

先修课程为胶体与界面化学、表

面活性剂化学、化工制图，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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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标准。 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日用化学品分析

与评价

《日用化学品分析与评价》是应用化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主要参考

我国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中的分析方法，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有关化妆品和洗涤剂

的检验，论述化妆品和洗涤剂的组成、分类、分样方法以及化妆品和洗涤剂理化性

能和产品的检验方法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分析、检测和评价日

化产品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技能，为日后从事日化产品的研发、生产、检测和

功效评价以及质量监督等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是培养日化行业化验人员的整体知

识结构及能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修课程为无机与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妆品生物

技术、胶体与界面化学、普通生

物学基础、表面活性剂化学、化

妆品工艺学、洗涤剂工艺学，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化工制图部分：系统地阐述“化工设备图”和“化工工艺图”这两类典型的化工工程图的

图示知识及相关标准。在“化工设备图”部分重点介绍化工设备的构成、结构特点及其

表达特点，绘制化工设备图的基本规定，化工设备图的绘制和阅读；在“化工工艺图”
部分重点介绍化工工艺图、设备布置图和管道布置图的特点、绘图和读图方法。

Auto CAD 部分：介绍 Auto CAD 基础知识、基本操作方法和应用（直线、多段线、

多边形、圆、椭圆、椭圆弧、选择图形、放弃和重做、删除和恢复、复制、镜像、

移动、旋转、比例缩放、拉伸、拉长、修剪和延伸、打断图形、倒角和圆角、线型

选择、线型宽度、线型颜色、分解对象、捕捉和格栅、对象捕捉、图案填充、尺寸

标注、文本标注、图形打印等）。

先修课程为工程制图，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学期

化妆品生物技术

现代生物技术不仅可以对化妆品原料、产品进行生物学功效和安全性检测，还能够

在化妆品研究开发、生产及加工多个环节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来

评价化妆品的综合功效是今后化妆品功效性评价的发展趋势之一。本课程重点介绍

了保湿、美白、延缓衰老的生物医学机理，生物技术在化妆品安全功效评价方法中

的应用，以及化妆品研制过程中的最新生物技术，如透皮吸收、细胞培养技术、重

组 DNA技术等。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皮肤生理

学、普通生物学基础、化妆品原

料学、化妆品工艺学、日用化学

品分析与评价，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微生物学及生物

化学

本课程将较为系统的介绍生物化学和微生物学的核心内容，使学生具备关于糖类、

脂类、蛋白质、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结构、性质及功能的基本知识，理解酶催化、物

质代谢、呼吸作用产能、遗传信息的传递与表达等生物过程。而微生物学部分包括

微生物的分类、结构与功能、微生物的生长与控制、培养与鉴定等重点知识。该课

程实验部分将使学生进一步熟练所学知识，通过蛋白质提取、鉴定，微生物培养等

实验为后续化妆品洗涤剂的相关功效检测打下基础。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物理化学、

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学期

计算机在化学中

的应用

本课程上机编程部分主要学习排序、方程求根、线性方程组求解、插值、拟合、定

积分、微分方程数值解七部分内容。用 Basic 语言编程，然后上机操作调试。软件

应用部分讲授 GAUSSIAN 与 GAUSSVIEW 软件安装和简单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可以使学生掌握与化学有关的一些简单的数学问题在计算机上实现的方法与步

骤，能够根据实践的需要来编写出相应的计算机程序，从原理上掌握这些问题解决

方法；学会 GAUSSIAN 与 GAUSSVIEW 软件安装和简单应用，来计算各种分子性

质、反应性质等化学问题。锻炼学生用计算机语言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

习本课程需学生预先学习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可用本课程的知识处理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或物理化学中的某些问题。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知识产权实务

本课程是为理课、工科、文科、管理学科等专业开设的专业选修课。当今世界，经

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快速发展，企业竞争已逐渐由有

形资源竞争转向无形资源竞争，技术创新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体现。知识产权制

度在激励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知识产权法是由

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知识产权人在创造、使用或转让其作品、专利、商标等智

力成果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提出了建设知识产权

强国的宏伟目标。国家和企业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培训与制度建设，将有利于促进国

家科技进步和经济转型升级，对于增强国家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

家具有重要意义。知识产权作为个人、企业技术创新成果及其经济收益的法律保障，

是二十一世纪企业经营者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必须具备的知识体系和技能培训。知

识产权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有利于企业、个人科技成果产业化和知识产

权贸易，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竞争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让学生深

入了解知识产权法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熟悉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做法，掌握

各种类型知识产权的权利获得途径；掌握各种类型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以及攻击和

防御的技巧；掌握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知识、方法和技巧，提升知识产权的创新、

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先修课程为法律基础，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学期

应化专业英语
应化专业英语教学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教学，形式丰富多样。具体内容包

括无机化学（元素与周期表、无机化合物命名等）、分析化学（分析化学用到的实

先修课程为大学英语、化学类基

础课、应用化学专业课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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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手段如紫外，核磁共振、质谱等）、精细化学品和化妆品等专业英语构词法、翻

译方法简介、长难句翻译等内容。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绿色化学

《绿色化学》是一门专业选修课，是研究如何节约资源、开发新资源和从源头上消

除污染的化学，是实现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科学技术基础。本课程旨在以

通俗的语言对绿色化学的定义、特点、重要性、应用及产业化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作

深入浅出的阐明，在大学生中普及绿色化学基本知识，使学生了解如何利用科学技

术实现可持续发展，培养大学生的绿色化学意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社会

责任感，为学生将来从事工作和研究过程中时时刻刻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考虑问题

打下一定的基础。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无机及分

析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化工原理，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精细有机合成化

学与工艺

《精细有机合成化学与工艺》课程是对学生所学有机化学专业知识的巩固、应用与

拓展。该课程阐述了精细化学品的定义、分类以及精细化工行业的特点以及其在国

民经济中的作用。该课程重点介绍了各类有有机合成单元反应的反应机理、合成方

法、影响因素和典型配方实

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在精细化学品合成方面的专业技能，为学生将来

从事与有机合成有关的学习或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有机硅日用化学

品

本课程主要是向学生介绍有机硅化学的基本知识，介绍有机硅化合物在日用化学品

中发挥的重要应用。课程重点介绍有机硅化合物独特的结构性质与其实际应用的关

联性，启示学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有机硅化合物的结构进行设计并寻求合理的合

成方法。

先修课程：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物理化学、仪器分析、文献检索、

洗涤剂工艺学、化妆品工艺学、

化妆品原料学，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精细化工设备

精细化工设备是我校应用化学专业开设的专业选修课，课程基本任务是讨论在精细

化工中经常遇到且较为重要的化工过程及设备，着重分析生产过程中对设备型式提

出的要求，要求学生了解或掌握有关反应设备和各种过程（包括预处理过程和分离

过程）所用设备的类型、构造、特点及工艺计算，提高在精细化工产品生产、管理

等过程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技能，为后续课程学习及将来从事相应的专业工作

奠定必要的基础。

先修课程为化工原理、机械制图，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化工厂设计概论

《化工厂设计概论》是一门以车间(装置)工艺设计为重点，介绍化工设计的原则、方

法、设计程序和技巧、化工设备图和各种化工工艺图（工艺流程图、设备布置图、

管道布置图）的绘制及阅读方法等。主要包括：厂址选择与总平面设计；化工厂设

计的内容与程序；工艺流程设计；物料衡算和能量衡算；设备的工艺设计及化工设

备图；车间布置设计；管道布置设计；非工艺专业；工程设计概算及技术经济；设

计文件的编制与毕业设计；毕业设计实例。

先修课程为工程制图、化工制图、

化工原理、化工工艺、化工设备，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化妆品概论

化妆品概论是一门融基础知识与前沿进展相结合的综合性课程，主要介绍化妆品的

历史与发展过程、配方组成和原理、制造工艺、产品和原材料性能及其评价、安全

使用、产品质量管理和有关法律法规等内容。课程的基本任务是让学生了解化妆品

的相关知识，理解、应用化妆品的原料、配方、制作方法、法律法规等一些基本知

识，并对一些常用的化妆品剂型有基本认识。使学生对化妆品及化妆品方向有概括

性认识，从而使应用化学和其他专业学生在学习专业课之前，对自己要从事的专业、

常见的化妆品以及相关的知识有所了解，并奠定一定的专业知识基础。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及分析化

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化妆品包装材料

与设计

《化妆品包装材料与设计》属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应用技术学科，是化妆品相关专业

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本课程涉及化妆品科学、包装材料、包装技术方法、包装

标准法规、包装质量控制及包装设计等相关知识领域和技术问题。本课程主要讲授

化妆品包装材料、化妆品包装技术、化妆品包装设计、各类化妆品的具体包装方法、

包装标准和法规，并反映当代国际有关化妆品包装的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等最

新技术成果、发展方向和标准法规及技术规范体系。通过理论与实践教学，使学生

了解近年来化妆品包装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掌握化妆品包装基础知识，为

与化妆品包装相关的科研、设计、生产、商贸流通和管理等工作服务。

先修课程为化妆品工艺学、洗涤

剂工艺学、知识产权务实、日用

化学品分析与评价，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美容与化妆技巧

本课程系统讲授了有关化妆的基础知识和技巧，包括皮肤结构、化妆用品和用具的

选择、化妆步骤、眉型、眼型、唇型的化妆技巧等，还介绍了日妆、晚妆、新娘装

等各种类型的妆型技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一定化妆基础知识；具有化

妆美学的鉴赏能力；掌握脸部化妆的基本技能及矫正化妆的实践技能。本课程注重

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力求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

先修课程为化妆品工艺学、化妆

品概论，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皮肤生理学 II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体表器官，覆盖整个机体。同时皮肤还是人体最大的感觉器官和

最引人注目的审美器官，具有感觉表情、传递人体美感信息等审美功能；因此，皮

肤是人体审美的第一观照对象。本课程将以皮肤的主要结构和功能为基础，讲述与

皮肤相关的各种科学，包括色素沉着、保湿、美白机理、皮肤衰老与延缓、毛发等

相关内容。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生物化学，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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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生物学基础

II

《普通生物学基础Ⅱ》是研究生命现象和规律的一门基础科学，它包含生物学的多

个分支学科，是生物学的一个缩影和通论。《普通生物学基础Ⅱ》是应用化学专业

（学术型）的专业任选课程。作为选修课，其目的是让学生了解整个生命科学的概

况，拓宽知识面，形成一定的生物学基础，提高整体素质，为今后专业基础课和专

业课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生物体的基本结构、生命活动基

本规律和微生物基本知识为重点，以期让学生掌握动物、植物、微生物的基本知识，

了解生命科学对应用化学专业的重要性，同时了解、掌握在应用化学专业中涉及到

的生物学操作技能，并树立进化的、辨证的、发展的和联系的观点，有利于提高学

生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物理化学、有机化学，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化妆品管理与法

规 II

化妆品生产、质量控制、技术标准、安全有效性评价、市场流通、销售和监管的主

要环节，都需要保证化妆品质量安全，了解化妆品管理及相关法律法规、化妆品监

督管理的规律、化妆品管理的标准化、科学化、国际化发展趋势，对化妆品及相关

专业的学生具有重要意义。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化妆品工

艺学、化妆品概论、日用化学品

分析与评价、微生物学、文献检

索，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现代分离方法与

技术

分离科学在化学相关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工农业生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

代分离方法与技术》较全面地介绍了分离科学原理和多种主要分离技术。在简要介

绍分离方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分离过程的热力学和动力学、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等)的基础上，对科学

研究和生产实际中应用广泛的主要分离技术(包括萃取、色谱、膜分离、电化学分离

等)进行了重点阐述。课程兼顾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两方面，在保证对几种常用分离

技术作比较充分完整论述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介绍了一些具有良好应用前景的新

型分离技术及其应用，如固相微萃取、液相微萃取、微波辅助溶剂萃取、加速溶剂

萃取等。

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物理化学、仪器分析、

高分子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化工安全与环保

《化工安全与环保》课程是根据现代化工生产的特点，结合典型实例，系统而又简

明地讲述化工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技术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在化工环

境保护部分，重点论述化工污染的产生与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环境保护和环境

标准、化工三废（废水、废气、废渣）的治理、清洁生产和化工可持续发展等。在

化工安全部分，重点论述化学物质的性质、化工工艺及装置的安全措施、化工防火

防爆、防职业中毒、压力容器和化工检修等安全技术。

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生物化学，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学期

学科前沿讲座

本课程主要针对化学、应化、化工、制药等化学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与重

点难点问题，邀请具有教授职称或博士学位、在化学相关领域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

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骨干开展专题讲座。其主要作用是使学生了解本学科各研究方向

的最新进展，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本课程安排在

第三学期至第六学期，采取分散进行与集中进行相结合的方式，以分散进行为主，

学生根据学校、学院（分散进行）或者专业组织（集中进行）的各类与化学化工相

关的学术报告举行情况酌情参加，达到 8 次（含）以上，在第六学期末提交相应的

记录。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高级无机化学

《高级无机化学》是为化学、化工类各专业本科学生准备《无机化学》全国研究生

入学考试而开设的一门针对性辅导的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无机化学基本原理和

元素周期表各族元素，在学生已经修完《无机化学 I》的基础上，该课程本着“精讲

多练，总结规律”的原则，通过课堂讲授、自学、课堂讨论、习题课等教学环节，使

学生牢固掌握无机化学基础知识以及各族元素性质和规律等内容，并锻炼学生结合

具体条件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无机化学

实验，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高级分析化学

《高级分析化学》课程以化学专业培养面向合成化学的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方向为依

据，重点讲授现代高级分析化学的基本原理、技术在分析表征上的应用，通过常见

分析方法的原理、规律、特点、应用范围的讨论，以及对分析测试的设计方法和选

择原则的介绍，可使学生在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方面获得提高。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仪器分析，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7学期

高级有机化学

本课程是为化学化工类各专业本科学生准备《有机化学》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而开

设的一门具有辅导性质的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有机化学基本理论，烷烃、环烷

烃、卤代烃、芳香烃、醇、醚、酚、醛、酮、羧酸、羧酸衍生物、含氮化合物、杂

环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萜类和脂类化合物、蛋白质和核酸等各类有机化合物的性

质、反应和制备方法以及立体化学。在学生已经修完《有机化学》的基础上，该课

程本着“精讲多练”的原则，通过课堂讲授、自学、课堂讨论、习题课等教学环节，使

学生牢固掌握物各类有机化合物的结构、性质、反应、制备方法、反应机理和有机

合成等内容，并锻炼学生结合具体条件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

实验，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高级物理化学

本课程是为化学化工类各专业本科学生准备《物理化学》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而开

设的一门辅导类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化学动力学、表面

现象和胶体化学等的基本知识、原理和方法。在学生已经修完《物理化学》的基础

上，该课程本着“少而精”、“精讲多练”的原则，通过课堂讲授、自学、课堂讨论、习

题课等教学环节，使学生牢固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概念和计算方法，体会和理解根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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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验现象作出假设、建立模型、通过归纳或演绎上升为理论的科学研究和思维方

法，并锻炼学生结合具体条件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化工单元操作原

理

本课程是化工、应化、制药及药剂专业的一门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机身学

生对化工单元操作的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基本计算的掌握，学生考研进行知识补

充及加深。

先修课程为化工原理，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7学期

聚合物进展

《聚合物进展》主要是在学生学习了有关高分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基本

知识的基础上，向其介绍当今在高分子科学领域内的最新发现与进展等相关成果。

本课程主要涉及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学、功能高分子及新技术研究、高分子工

程等四大领域的最新发展方向，着重介绍一些近年来在这些领域，特别是功能高分

子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研究等。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高分子化

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物理化学，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结构化学 II

结构化学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结构化学是物理化学的重要分支，它是研究原子、分

子、晶体等的结构和运动规律，以及物质微观结构和宏观性质间关系的科学，与高

等数学、量子力学、大学物理、物理化学、无机化学等的相关知识联系紧密；尤其

是数学方面的知识更为重要。它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微观世界物质的结构和基

本运动规律,理解结构与性能的相互关系。通过结构化学相关内容的讲解，让同学们

体会物质微观结构的相关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掌握用量子力学简单的解释相关的状

态；要求学生能够用量子力学解释简单的微观体系，如单电子体系，共轭体系等。

对于想继续深造的各化学类本科生，修结构化学对于自己理论知识的提升还是有必

要的。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高分子物理
《高分子物理》是以聚合物结构与性能关系为重点，讲述高分子的结构、固态、溶

液及熔融状态性质，以及聚合物电性能、热性能及光学性能的一门科学。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高分子化

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功能高分子

《功能高分子》课程是高分子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论述功能高分子的基本理

论和设计思想的基础上，主要论述了在工程上应用较广和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一些

功能高分子材料，如吸附分离功能高分子、反应型功能高分子、光功能高分子、电

功能高分子、医用功能高分子、液晶高分子、高分子功能膜材料等。在阐述这些功

能高分子材料时，对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作了介绍，阐明了功能高分子材料

的结构和组成与功能性之间的关系。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

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化工原理课程设

计

《化工原理》课程是化工、轻化工类，诸多专业的骨干课程，与后修专业课密切相

关，与工程实践密切相关。课程设计是《化工原理》教学过程中主要的综合性和实

践性教学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是使学生体察工程实际问题复杂性的初次

尝试。通过课程设计，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本课程和前修课程的基本知识，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指定的化工设计任务，从而得到化工工程设计的初步训练。学生应了解和

初步掌握相关的工业设备设计与选型的基本步骤，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与工程实际

相结合，提高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综合能力。

先修课程为化工原理，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学期

应化专业实验

本实验课是结合《洗涤剂工艺学》、《化妆品工艺学》、《表面活性剂化学》、《日

用化学品分析与评价》等专业课程而开设的实验课，通过实验加强巩固专业课所讲

的基本内容，使感性知识理性化。进一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实验操作技能。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应化综合实验
训练学生查阅文献资料、设计方案，对实验程序、过程和结果进行设计、分析、归

纳和讨论总结的能力。进一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实验操作技能。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应化认识实习 I

认识实习是应用化学专业的学生在已经学习了基础理论课后进行的实践性教学环

节。通过实习，使学生接触生产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增加对实际生产的感性

认识，加深对本专业生产过程、生产设备、科学研究、检验测试、三废治理、环境

保护等的了解，也加深对应用化学专业的理解，明确应用化学专业在国民经济发展

中的作用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应化毕业设计

（论文）（1）

毕业设计（论文）是应化专业本科生必修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工程

意识、科学研究技能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通过毕业设计（论文）的训练，使学

生进一步巩固加深所学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应化毕业设计

（论文）（2）

毕业设计（论文）是应化专业本科生必修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工程

意识、科学研究技能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通过毕业设计（论文）的训练，使学

生进一步巩固加深所学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8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1.对于由应用型转学术型的学生，可选择专业任选课模块中的高级无机化学、高级分析化学、高级有机化学、高级物理化学课程补足学

科（专业）基础必修课模块中的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的学分，满足学术型培养方案的要求方能毕业。

2.对于应用型和学术型互转的学生，不同模块中的相同学时、学分的课程可以学分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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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学（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 工学 专业代码：0703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健全人格和较高的人文修养；具有较强的化学理论基础；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受到严格科学思维

的训练、掌握应用化学与日用化学品（化妆品和洗涤用品）技术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受到扎实的日用化学品专业理论和

专业技能训练；并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从事日用化学品及其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教学、管理及营销等方面工作

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学生经过本专业学习获得以下知识和能力：

1、素质结构要求：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包括正确的政治方向，遵纪守法、诚信为人，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健全的人格。具备较

高的文化素质，掌握一定的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具有较好的人文修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健康的人际交往意识。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

受到严格的科学思维训练，掌握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有求实创新的意识和革新精神。在日用化学品研究与开发领域具有较好的综合分

析素养和价值效益观念。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包括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生活习惯。

2、能力结构要求：具有良好的自学习惯和能力、有较好的表达交流能力、有一定的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具有综合运用所掌握

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从事日用化学品及其相关领域产品研发的能力、具有日用化学品实践和技术革新的能力。

3、知识结构要求：（1）掌握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等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并通过化学基础实验课程、应用

化学专业实验和综合实验的实践和学习，掌握基本实验操作技能，具备较强的实践工作能力；（2）掌握系统、扎实的日用化学品专业

知识体系，了解化妆品、洗涤用品等产业的相关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掌握其制备工艺、安全性能检测及功效评价等知识，培养学生具

有一定的实验设计、实验创新以及归纳、整理、分析实验结果、撰写论文和参与学术交流的能力；（3）掌握中外文资料查询、文献检

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获取知识、运用知识和发展创新的能力；（4）掌握外语、计算机基本知识，具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

关信息的科研和工作能力；（5）富有创新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分析和解决日用化学品企（事）业单位相关专业问题的基本素

质。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社

科

2.思想道

德和职业

道德素养

3.人文素

养

4.基础科

学

5.专业基

础理论知

识

6.专业知

识体系

7.专业素

养

8.身心素

养

9.知识获

取

10.专业实

践

11.沟通表

达交流能

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 √

形势与政策 1 √ √ √

形势与政策 2 √ √ √
形势与政策 3 √ √ √

形势与政策 4 √ √ √

大学英语 I √
大学英语 Ⅱ √

大学英语 Ⅲ √

大学体育（1） √
大学体育（2） √

大学体育（3） √

大学体育（4）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信息检索 √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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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高等数学Ⅱ（上） √

高等数学Ⅱ（下） √

大学物理 II √
大学物理实验 II √

无机及分析化学 √ √

无机化学实验Ⅲ √ √
分析化学实验 √ √

有机化学Ⅱ √ √

有机化学实验Ⅲ √ √
物理化学Ⅱ √ √

物理化学实验Ⅲ √ √

化工原理Ⅲ √ √
线性代数 II √

工程制图 √

仪器分析Ⅱ √
皮肤生理学Ⅰ √ √

胶体与界面化学 √

普通生物学基础Ⅰ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I √

化妆品原料学 √ √

表面活性剂化学 √ √
化妆品工艺学 √ √

洗涤剂工艺学 √ √

日用化学品分析与评

价
√ √

企业精英大讲堂（1） √

企业精英大讲堂（2） √

企业精英大讲堂（3） √
企业精英大讲堂（4） √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 √

微生物学及生物化学 √ √ √
应化专业实验 √ √

化妆品生物技术 √ √ √

化妆品管理与法规Ⅰ √
电工学 II √

市场营销 √ √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

用
√

知识产权实务 √ √

应化专业英语 √ √

绿色化学 √ √
精细有机合成化学与

工艺
√ √

有机硅日用化学品 √ √

精细化工设备 √ √
化工厂设计概论 √ √

化妆品概论 √

化妆品包装材料与设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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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与化妆技巧 √ √ √

现代分离方法与技术 √ √
化工安全与环保 √

高分子物理 √

高分子化学 I √
功能高分子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

公益劳动 √ √ √
安全教育 √ √

社会实践 √ √

工程训练 √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

应化综合实验 √ √

应化认识实习 II √ √
应化顶岗实习及毕业

设计（论文）（1）
√ √

应化顶岗实习及毕业

设计（论文）（2）
√ √

四、专业特色

应用化学专业设立于 1998年，是我校建设较早的本科专业之一。2004年应用化学专业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
年应用化学专业被评为省级特色专业，2012年应用化学专业成为山东省首批应用型特色名校立项建设的专业，2016年被山东省评为应

用型立项建设专业。根据我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定位，坚持“夯实基础、拓宽口径、增强能力、提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思路，

注重全面素质教育，主要培养在日用化学品（化妆品、洗涤用品）的制备与应用具有较强创新与创业能力的高素质的人才。

五、主干学科

化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胶体与界面化学、表面活性剂化学、洗涤剂工艺学、化妆品工艺学、日

用化学品分析与评价、化妆品原料学、皮肤生理学。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无机化学实验 III、有机化学实验 III、物理化学实验 III、分析化学实验、工程训练、化工原理课程设计、应化专

业实验、应化综合实验、应化认识实习 II、应化顶岗实习及毕业设计（论文）（1）、应化顶岗实习及毕业设计（论文）（2）。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

必修课

通识教育

选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4.5 9.5 13 24 29 46

要求学时 2432+45周 840 128 632 160 208 464 45周 544+45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00% 5.0000% 21.5625% 5.9375% 8.1250% 15.0000% 18.1250% 28.750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应用化学与日用化学品（化妆品和洗涤用品）技术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

能发现、分析和解决日用化学品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从事日用化学品及其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教学等工作，且具备

人文修养、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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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 学分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Multi-media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6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803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ed Chemistry Major）

1 16 1 考查 B0410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0 632 0 48 160 13 10.5 11 4.5 2 0.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4.5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高等数学Ⅱ（上）Higher
MathematicsⅠ(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Higher
MathematicsⅠ(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大学物理 II(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 II(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Ⅱ)

1 32 1 考查 B117202

无机及分析化学(Inorganic
andAnalytical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Ⅲ(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Ⅲ)

0.7 24 0.7 考查 B043017

分析化学实验(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0.8 24 0.8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Ⅱ(Organic Chemistry
II)

4 64 4 考试 B043013

有机化学实验Ⅲ(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III)

1 32 1 考查 B043018

物理化学Ⅱ(Physical Chemistry
II)

4 64 4 考试 B043014

物理化学实验Ⅲ(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III)

1 32 1 考查 B043019

化工原理Ⅲ(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II)

4.5 64 16 4.5 考试 B043016

小计 34.5 472 160 0 0 9.7 4.8 9 11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9.5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

修

线性代数 II（Linear Algebra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工程制图（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仪器分析Ⅱ(Instrumental
Analysis II)

2 24 16 2 考试 B04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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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生理学Ⅰ（Skin Physiology
I）

2.5 40 2.5 考试 B048101

胶体与界面化学(Colloid and
Surface Chemistry)

3 48 3 考试 B048102

普通生物学基础Ⅰ（General
Biology I）

2 32 2 考试 B048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I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4

小计 17.5 264 16 16 0 0 0 5.5 9.5 2.5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3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化妆品原料学（Cosmetic
Materials）

2 32 2 考试 B044101

表面活性剂化学（Surfactant
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44102

化妆品工艺学（Cosmetic
Processing Technology）

3 48 3 考试 B044103

洗涤剂工艺学（Detergents
Technology）

3 48 3 考试 B044104

日用化学品分析与评价（Daily
Chemicals Analysis and Testing）

3 48 3 考试 B044105

小计 13 208 0 0 0 0 0 0 2 8 3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3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

向

一

企业精英大讲堂（1）(Corporate
Elite lecture (1))

0.5 4 8 0.5 考查 B045001

企业精英大讲堂（2）(Corporate
Elite lecture (2))

0.5 4 8 0.5 考查 B045002

企业精英大讲堂（3）(Corporate
Elite lecture (3))

0.5 4 8 0.5 考查 B045003

企业精英大讲堂（4）(Corporate
Elite lecture (4))

0.5 4 8 0.5 考查 B045004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Chemical Engineering
Cartography and Auto CADⅠ）

2.5 24 16 16 2.5 考查 B045201

微生物学及生物化学

(Micro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5 32 16 2.5 考试 B045105

应化专业实验(Lab for Applied
Chemistry)

2 64 2 考查 B045102

化妆品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
in Cosmetics）

2 32 2 考试 B045103

化妆品管理与法规Ⅰ

（Cosmetics Management and
RegulationsⅠ）

2 32 2 考试 B045104

小计 13 136 80 16 48 0 0 0.5 0.5 5 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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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

修

电工学 II(Electrical Engineering
II)

3 40 8 3 考试 B026431

市场营销(Marketing) 2 32 2 考试 B086231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Computers in
Chemistry）

2 24 16 2 考试 B046101

知识产权实务（Practi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16 32 2 考查 B046102

应化专业英语（Special English
of Applied Chemistry）

2 16 32 2 考试 B046104

绿色化学（Green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103

精细有机合成化学与工艺

（Synthetic Organic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of Fine
Chemicals）

2 32 2 考试 B046105

有机硅日用化学品(Typical
Applications of Organosilicone
Materials in Daily Chemical
Products)

2 32 2 考查 B046106

精细化工设备（Fine Chemical
Equipments）

2 32 2 考试 B046107

化工厂设计概论(Introduction to
Design of Chemical Plant)

2 32 2 考试 B046108

化妆品概论（Introduction of
Cosmetic Science）

2 32 2 考试 B046109

化妆品包装材料与设计

（Cosmetics Packaging
Materials and Design）

2 16 32 2 考试 B046110

美容与化妆技巧（Beauty and
Makeup Skills）

1 8 16 1 考查 B046111

现代分离方法与技术（Modern
Separation Methods and
Techniques）

2 32 2 考试 B046202

化工安全与环保（Chemical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 32 2 考试 B046210

高分子物理（Polymer Physics） 2 32 2 考查 B046116

高分子化学 I（Polymer
Chemsitry I）

2.5 32 16 2.5 考试 B046118

功能高分子（Functional
Polymers）

2 32 2 考查 B046117

小计 36.5 504 24 16 112 0 0 5 0 14.5 1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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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9

修

课

要

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

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Volunteer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Securi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工程训练(Engineering Practice) 2 2 2 考查 B017102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Design of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1 1 1 考查 B047001

应化综合实验(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

3 3 3 考查 B047101

应化认识实习 II(Applied Chemistry Cognition
Practice II)

1 1 1 考查 B047103

应化顶岗实习及毕业设计（论文）（1）
（Graduation Design or Dissertation (1) in
Applied Chemistry）

10 18 10 考查 B047106

应化顶岗实习及毕业设计（论文）（2）
（Graduation Design or Dissertation (2) in
Applied Chemistry）

10 18 10 考查 B047107

小计 29 45 2 0 1 2 1 3 10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无机及分析化学

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是我校化工类专业的主干基础课，是立足于新的一门课程体系

的基础之上，将原来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的基本内容进行优化组合而成的一门课程。

它涉及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轻工学部（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印刷与包装工程学院、皮革化学与工程学院、生物工程学院、造纸与植物资源

工程学院）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十几个本科专业。本课程主要讲授“基础理论（第

二、三章）、平衡（四、五、六、七章）、结构（第八、九章）、性质（第十、十

一章）、应用（第十二、十三章）”五个组成部分。内容前后衔接、层层推进、逐渐

深入，而应用贯穿始终。从而形成了较严密的逻辑结构，为课堂教学提供了更易把

握的逻辑脉络。通过学习无机及分析化学，使学生理解并掌握物质结构的基础理论、

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及其具体应用、元素化学的基本知识等，培养运用无机及分析

化学的理论去解决一般无机及分析化学问题的能力。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无机化学实验Ⅲ

《无机化学实验Ⅲ》是为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各专业应用型学生，以及轻工学部、

材料学院部分专业开设的必修的实验课。1.培养学生掌握无机化学小量-半微量化实

验方法和基本操作技能。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的科学态度，良好的科学素养以

及良好的实验习惯；2.使学生加深对无机化学中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理解，逐步学

会准确地观察和分析化学反应现象以及处理数据的方法，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3.培养学生具备独立进行实验工作的初步能力，为后续的课程、科学研

究和今后参加实际工作打下良好的化学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分析化学实验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从事分析化学实验研究的初步能力，培养

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

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课程的理解。通过分析化学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

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熟悉并掌握

化学化工生产研究中典型仪器设备的操作，实验数据的基本测试技术。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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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 II

《有机化学Ⅱ》课程是应用型化学、化工、制药、药剂和应化专业以及轻工学部和

材料学院部分专业的必修基础课程。主要研究有机化合物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

变化规律和合成方法的科学。它与化学的其它分支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促

进的。无论从事轻化工中的哪一个领域的工作，都必须具备有机化学基础知识。随

着时代的发展，有机化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该课程以官能团为教学主线，烃、

烃的衍生物为主要内容，授课突出知识性、连贯性和系统性。强化有代表性的典型

反应，增加反映有机化学发展的新内容，加强和相近学科的联系。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3学期

有机化学实验Ⅲ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从事有机化学实验研究的初步能力，培养

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

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课程的理解。通过有机化学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

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熟悉并掌握

化学化工生产研究中典型仪器设备的操作，实验数据的基本测试技术。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物理化学 II

物理化学是化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化学的基本理论。物理化学课是占我校半

数以上专业的主干基础课，它运用数学及物理的一些理论和实验方法，研究化学变

化及相变化过程的平衡规律及速率规律。它对学生后续课程的深入学习及生产过程

的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化学化工类、材料类及轻工类相关专业重要的核心基

础课，是连接各基础化学课程及专业课程的枢纽。对学生的素质培养、特别是思维

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有重大影响。本课程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知识、

原理和方法，使学生学会从宏观、微观多层次多角度看问题，抓住问题本质。为今

后的专业学习及与化学技术有关研究打下基础；掌握物理化学的科学思维方法，增

强学生在学习与科学研究中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概率与统

计、大学物理、无机化学、分析

化学、有机化学，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3学期

物理化学实验Ⅲ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从事物理化学实验研究的初步能力，培养

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

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课程的理解。通过物理化学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

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熟悉并掌握

化学化工生产研究中典型仪器设备的操作，实验数据的基本测试技术。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化工原理 III

本课程是化工、造纸、环境、应化、生工、材化、制药、酿酒等等各专业的一门必

修的骨干技术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以及相应的专业课程的训练，要求学生

能从事所学单元操作的设计、教学、科研等工作。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的

掌握化工单元操作的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基本计算，熟悉主要操作设备的特点，

并能进行设计与选型，了解主要设备的操作与调节，培养学生的工程观念，并使学

生具有一定的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毕业后从事化工类工程设计、操作

与技术管理奠定必要的基础。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工程制图、

大学物理、物理化学，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仪器分析Ⅱ

本课程是面向制药、药剂、应化、化工、高分子、材工、材化等专业本科生开设的

一门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仪器分析在这些专业及相关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和

工农业生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课程较全面地介绍了多种仪器分析的原理、

实验技术及应用示例。课程教学内容共分 10章，主要介绍了分子吸光和发光分析法、

原子发射和吸收分析法、电导分析法、电解分析法、库仑分析法、离子选择性电极

分析法、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核磁共振波谱法、质谱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基本概念、基本计算及其应用。同时注意发展趋势，适当介绍了仪器分析的前沿理

论和技术，如超临界流体色谱法等，以使学生能够较清晰地把握整个仪器分析的发

展现状和轮廓脉络。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
或 4学期

皮肤生理学Ⅰ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体表器官，覆盖整个机体。同时皮肤还是人体最大的感觉器官和

最引人注目的审美器官，具有感觉表情、传递人体美感信息等审美功能；因此，皮

肤是人体审美的第一观照对象。本课程将以皮肤的主要结构和功能为基础，讲述与

皮肤相关的各种科学，包括色素沉着、保湿、美白机理、皮肤衰老与延缓、毛发等

相关内容。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生物化学，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胶体与界面化学

胶体与界面化学是应用非常广泛的化学分支学科，涉及洗涤；化妆品；石油开发；

陶瓷；催化；涂料；建材；造纸；塑料；农药；环保；医药；食品等众多应用领域。

胶体与界面化学主要研究各种不同的界面性质；胶体化学的基本原理；胶体与界面

现象的关系；表面活性物质和乳状液与高分子溶液等。《胶体与界面化学》课程也

是我校应用化学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学习

物理化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和掌握胶体与界面化学的一些现象和一些基本理论

知识问题，为进一步学习日化用品的制备和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物理化学，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4学期

普通生物学基础

Ⅰ

《普通生物学基础Ⅰ》是研究生命现象和规律的一门基础科学，它包含生物学的多

个分支学科，是生物学的一个缩影和通论。《普通生物学基础Ⅰ》是应用化学专业

（应用型）的主要专业基础选修课程，其目的是让学生了解整个生命科学的概况，

拓宽知识面，打下扎实的生物学基础，提高整体素质，为今后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先修课程为物理化学、有机化学，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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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生物体的基本结构、生命活动基本规

律和微生物基本知识为重点，以期让学生掌握动物、植物、微生物的基本知识，了

解生命科学对应用化学专业的重要性，同时掌握在应用化学专业中涉及到的生物学

操作技能，并树立进化的、辨证的、发展的和联系的观点，有利于提高学生独立思

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化妆品原料学

化妆品原料学是应化专业学生要学习的基础专业教育课程，化妆品原料的质量、检

测、特点等对于化妆品质量、安全、功效至关重要。本课程主要介绍化妆品中使用

的原料，包括化妆品原料的历史和发展过程，着重从化妆品原料的基本类型、特点、

性质等基本特征来讲授化妆品原料学基本知识，主要内容包括：化妆品油脂与蜡质

原料、粉质胶质溶剂原料、香料与色素、防腐剂与抗氧化剂、保湿美白防晒抗皱、

天然原料等部分。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了解化妆品中常见的各种类型原料的

概况，为进一步学习了解化妆品知识打下扎实的基础，了解当今化妆品生产、使用

的新方向。同时建立或巩固对化妆品科学的研究兴趣与素养、提高其探究性地学习、

创新性地思维的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表面活性剂化学

介绍了表面活性剂的历史、国内外发展状况、分类、定义、结构特点、作用原理、

功能与应用、重要类型表面活性剂的典型品种和合成方法（包括阴离子型、阳离子

型、两性离子型和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表面活性剂的化学结构与其性质的关系。

对于含氟、含硅、高分子等特殊类型的表面活性剂作简要介绍，为将来能从事洗涤

剂、化妆品、表面活性剂等精细化学品的生产、技术管理、研发、应用、教学等打

下基础。

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物理化学，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4学期

化妆品工艺学

《化妆品工艺学》是应用化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涵

盖了皮肤、毛发与牙齿科学、乳化技术、胶体流变学性质及其在化妆品中的应用、

化妆品生产设备、化妆品微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涉及了产品标准、检验方法与功

效评价、化妆品政策、法规等方面内容。该课程的核心内容是各类化妆品的配方设

计原则、原料组成、制备工艺和典型配方实例等专业知识的传授。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培养学生设计化妆品配方、制备化妆品的技能，为学生将来从事化妆品研发、

生产、检验、功效评价等相关工作奠定基础。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胶体与界面化学、普通生物学基

础、表面活性剂化学、化妆品原

料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洗涤剂工艺学

介绍洗涤剂的洗涤原理、去污力的评定方法、原料的复配规律，以及洗涤剂的生产

工艺和质量控制方法；并介绍洗涤剂的配方设计策略及配方实例。还介绍洗涤剂的

部分标准。

先修课程为胶体与界面化学、表

面活性剂化学、化工制图，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日用化学品分析

与评价

《日用化学品分析与评价》是应用化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主要参考

我国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中的分析方法，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有关化妆品和洗涤剂

的检验，论述化妆品和洗涤剂的组成、分类、分样方法以及化妆品和洗涤剂理化性

能和产品的检验方法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分析、检测和评价日

化产品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技能，为日后从事日化产品的研发、生产、检测和

功效评价以及质量监督等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是培养日化行业化验人员的整体知

识结构及能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修课程为无机与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妆品生物

技术、胶体与界面化学、普通生

物学基础、表面活性剂化学、化

妆品工艺学、洗涤剂工艺学，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企业精英大讲堂

（1）（2）（3）
（4）

企业精英大讲堂是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应用型）学生选修的一门针对就

业指导、人生规划等内容的课程，邀请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知名企业的精英，通

过讲座的形式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

课程的基本任务是让企业精英介绍和分享企业发展历程及自身人生经历经验，以政

策解读、经济透析、社会热点、经营管理、创业创新、新兴技术等为主，扩展学生

眼界和视野，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新知识、吸纳新思想、开阔新视野、完善新自我，

提升自身综合素养的热情与动力。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4、5、6学
期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化工制图部分：系统地阐述“化工设备图”和“化工工艺图”这两类典型的化工工程图的

图示知识及相关标准。在“化工设备图”部分重点介绍化工设备的构成、结构特点及其

表达特点，绘制化工设备图的基本规定，化工设备图的绘制和阅读；在“化工工艺图”
部分重点介绍化工工艺图、设备布置图和管道布置图的特点、绘图和读图方法。

Auto CAD 部分：介绍 Auto CAD 基础知识、基本操作方法和应用（直线、多段线、

多边形、圆、椭圆、椭圆弧、选择图形、放弃和重做、删除和恢复、复制、镜像、

移动、旋转、比例缩放、拉伸、拉长、修剪和延伸、打断图形、倒角和圆角、线型

选择、线型宽度、线型颜色、分解对象、捕捉和格栅、对象捕捉、图案填充、尺寸

标注、文本标注、图形打印等）。

先修课程为工程制图，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学期

高分子化学 I
进入 21 世纪，高分子工业与高分子材料的应用在化学工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

位。高分子化学是研究聚合物的合成原理与化学反应的一门学科，是高分子科学的

三大领域之一，也是高分子物理、高分子工艺的基础。因此，高分子化学是应化、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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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化学等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本课程以高分子化合物的合成原理和化

学反应机理为基础，主要包括缩聚与逐步聚合、自由基聚合、自由基共聚合、聚合

方法、离子聚合、配位聚合、开环聚合以及高分子的化学反应等几部分，其中前三

部分内容为本课程的重点。本课程以《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为先修课程，并

为本专业学生学习《高分子物理》、《功能高分子》、《有机硅日用化学品》等课

程打下良好的基础。另外，高分子化学实验是本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

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以及验证、巩固所学的聚合反应的基本原理。

微生物学及生物

化学

本课程将较为系统的介绍生物化学和微生物学的核心内容，使学生具备关于糖类、

脂类、蛋白质、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结构、性质及功能的基本知识，理解酶催化、物

质代谢、呼吸作用产能、遗传信息的传递与表达等生物过程。而微生物学部分包括

微生物的分类、结构与功能、微生物的生长与控制、培养与鉴定等重点知识。该课

程实验部分将使学生进一步熟练所学知识，通过蛋白质提取、鉴定，微生物培养等

实验为后续化妆品洗涤剂的相关功效检测打下基础。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物理化学、

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学期

化妆品生物技术

现代生物技术不仅可以对化妆品原料、产品进行生物学功效和安全性检测，还能够

在化妆品研究开发、生产及加工多个环节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来

评价化妆品的综合功效是今后化妆品功效性评价的发展趋势之一。本课程重点介绍

了保湿、美白、延缓衰老的生物医学机理，生物技术在化妆品安全功效评价方法中

的应用，以及化妆品研制过程中的最新生物技术，如透皮吸收、细胞培养技术、重

组 DNA技术等。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皮肤生理

学、普通生物学基础、化妆品原

料学、化妆品工艺学、日用化学

品分析与评价，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化妆品管理与法

规Ⅰ

化妆品生产、质量控制、技术标准、安全有效性评价、市场流通、销售和监管的主

要环节，都需要保证化妆品质量安全，了解化妆品管理及相关法律法规、化妆品监

督管理的规律、化妆品管理的标准化、科学化、国际化发展趋势，对化妆品及相关

专业的学生具有重要意义。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化妆品工

艺学、化妆品概论、日用化学品

分析与评价、微生物学、文献检

索，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计算机在化学中

的应用

本课程上机编程部分主要学习排序、方程求根、线性方程组求解、插值、拟合、定

积分、微分方程数值解七部分内容。用 Basic 语言编程，然后上机操作调试。软件

应用部分讲授 GAUSSIAN 与 GAUSSVIEW 软件安装和简单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可以使学生掌握与化学有关的一些简单的数学问题在计算机上实现的方法与步

骤，能够根据实践的需要来编写出相应的计算机程序，从原理上掌握这些问题解决

方法；学会 GAUSSIAN 与 GAUSSVIEW 软件安装和简单应用，来计算各种分子性

质、反应性质等化学问题。锻炼学生用计算机语言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

习本课程需学生预先学习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可用本课程的知识处理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或物理化学中的某些问题。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知识产权实务

本课程是为理课、工科、文科、管理学科等专业开设的专业选修课。当今世界，经

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快速发展，企业竞争已逐渐由有

形资源竞争转向无形资源竞争，技术创新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体现。知识产权制

度在激励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知识产权法是由

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知识产权人在创造、使用或转让其作品、专利、商标等智

力成果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提出了建设知识产权

强国的宏伟目标。国家和企业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培训与制度建设，将有利于促进国

家科技进步和经济转型升级，对于增强国家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

家具有重要意义。知识产权作为个人、企业技术创新成果及其经济收益的法律保障，

是二十一世纪企业经营者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必须具备的知识体系和技能培训。知

识产权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有利于企业、个人科技成果产业化和知识产

权贸易，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竞争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让学生深

入了解知识产权法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熟悉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做法，掌握

各种类型知识产权的权利获得途径；掌握各种类型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以及攻击和

防御的技巧；掌握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知识、方法和技巧，提升知识产权的创新、

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先修课程为法律基础，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学期

应化专业英语

应化专业英语教学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教学，形式丰富多样。具体内容包

括无机化学（元素与周期表、无机化合物命名等）、分析化学（分析化学用到的实

验手段如紫外，核磁共振、质谱等）、精细化学品和化妆品等专业英语构词法、翻

译方法简介、长难句翻译等内容。

先修课程为大学英语、化学类基

础课、应用化学专业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绿色化学

《绿色化学》是一门专业选修课，是研究如何节约资源、开发新资源和从源头上消

除污染的化学，是实现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科学技术基础。本课程旨在以

通俗的语言对绿色化学的定义、特点、重要性、应用及产业化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作

深入浅出的阐明，在大学生中普及绿色化学基本知识，使学生了解如何利用科学技

术实现可持续发展，培养大学生的绿色化学意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社会

责任感，为学生将来从事工作和研究过程中时时刻刻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考虑问题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无机及分

析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化工原理，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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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一定的基础。

精细有机合成化

学与工艺

《精细有机合成化学与工艺》课程是对学生所学有机化学专业知识的巩固、应用与

拓展。该课程阐述了精细化学品的定义、分类以及精细化工行业的特点以及其在国

民经济中的作用。该课程重点介绍了各类有有机合成单元反应的反应机理、合成方

法、影响因素和典型配方实

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在精细化学品合成方面的专业技能，为学生将来

从事与有机合成有关的学习或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有机硅日用化学

品

本课程主要是向学生介绍有机硅化学的基本知识，介绍有机硅化合物在日用化学品

中发挥的重要应用。课程重点介绍有机硅化合物独特的结构性质与其实际应用的关

联性，启示学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有机硅化合物的结构进行设计并寻求合理的合

成方法。

先修课程：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物理化学、仪器分析、文献检索、

洗涤剂工艺学、化妆品工艺学、

化妆品原料学，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精细化工设备

精细化工设备是我校应用化学专业开设的专业选修课，课程基本任务是讨论在精细

化工中经常遇到且较为重要的化工过程及设备，着重分析生产过程中对设备型式提

出的要求，要求学生了解或掌握有关反应设备和各种过程（包括预处理过程和分离

过程）所用设备的类型、构造、特点及工艺计算，提高在精细化工产品生产、管理

等过程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技能，为后续课程学习及将来从事相应的专业工作

奠定必要的基础。

先修课程为化工原理、机械制图，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化工厂设计概论

《化工厂设计概论》是一门以车间(装置)工艺设计为重点，介绍化工设计的原则、方

法、设计程序和技巧、化工设备图和各种化工工艺图（工艺流程图、设备布置图、

管道布置图）的绘制及阅读方法等。主要包括：厂址选择与总平面设计；化工厂设

计的内容与程序；工艺流程设计；物料衡算和能量衡算；设备的工艺设计及化工设

备图；车间布置设计；管道布置设计；非工艺专业；工程设计概算及技术经济；设

计文件的编制与毕业设计；毕业设计实例。

先修课程为工程制图、化工制图、

化工原理、化工工艺、化工设备，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化妆品概论

化妆品概论是一门融基础知识与前沿进展相结合的综合性课程，主要介绍化妆品的

历史与发展过程、配方组成和原理、制造工艺、产品和原材料性能及其评价、安全

使用、产品质量管理和有关法律法规等内容。课程的基本任务是让学生了解化妆品

的相关知识，理解、应用化妆品的原料、配方、制作方法、法律法规等一些基本知

识，并对一些常用的化妆品剂型有基本认识。使学生对化妆品及化妆品方向有概括

性认识，从而使应用化学和其他专业学生在学习专业课之前，对自己要从事的专业、

常见的化妆品以及相关的知识有所了解，并奠定一定的专业知识基础。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及分析化

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化妆品包装材料

与设计

《化妆品包装材料与设计》属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应用技术学科，是化妆品相关专业

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本课程涉及化妆品科学、包装材料、包装技术方法、包装

标准法规、包装质量控制及包装设计等相关知识领域和技术问题。本课程主要讲授

化妆品包装材料、化妆品包装技术、化妆品包装设计、各类化妆品的具体包装方法、

包装标准和法规，并反映当代国际有关化妆品包装的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等最

新技术成果、发展方向和标准法规及技术规范体系。通过理论与实践教学，使学生

了解近年来化妆品包装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掌握化妆品包装基础知识，为

与化妆品包装相关的科研、设计、生产、商贸流通和管理等工作服务。

先修课程为化妆品工艺学、洗涤

剂工艺学、知识产权务实、日用

化学品分析与评价，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美容与化妆技巧

本课程系统讲授了有关化妆的基础知识和技巧，包括皮肤结构、化妆用品和用具的

选择、化妆步骤、眉型、眼型、唇型的化妆技巧等，还介绍了日妆、晚妆、新娘装

等各种类型的妆型技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一定化妆基础知识；具有化

妆美学的鉴赏能力；掌握脸部化妆的基本技能及矫正化妆的实践技能。本课程注重

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力求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

先修课程为化妆品工艺学、化妆

品概论，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现代分离方法与

技术

分离科学在化学相关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工农业生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

代分离方法与技术》较全面地介绍了分离科学原理和多种主要分离技术。在简要介

绍分离方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分离过程的热力学和动力学、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等)的基础上，对科学

研究和生产实际中应用广泛的主要分离技术(包括萃取、色谱、膜分离、电化学分离

等)进行了重点阐述。课程兼顾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两方面，在保证对几种常用分离

技术作比较充分完整论述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介绍了一些具有良好应用前景的新

型分离技术及其应用，如固相微萃取、液相微萃取、微波辅助溶剂萃取、加速溶剂

萃取等。

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物理化学、仪器分析、

高分子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化工安全与环保

《化工安全与环保》课程是根据现代化工生产的特点，结合典型实例，系统而又简

明地讲述化工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技术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在化工环

境保护部分，重点论述化工污染的产生与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环境保护和环境

标准、化工三废（废水、废气、废渣）的治理、清洁生产和化工可持续发展等。在

先修课程为无机及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生物化学，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学期

811



化工安全部分，重点论述化学物质的性质、化工工艺及装置的安全措施、化工防火

防爆、防职业中毒、压力容器和化工检修等安全技术。

高分子物理
《高分子物理》是以聚合物结构与性能关系为重点，讲述高分子的结构、固态、溶

液及熔融状态性质，以及聚合物电性能、热性能及光学性能的一门科学。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高分子化

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功能高分子

《功能高分子》课程是高分子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论述功能高分子的基本理

论和设计思想的基础上，主要论述了在工程上应用较广和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一些

功能高分子材料，如吸附分离功能高分子、反应型功能高分子、光功能高分子、电

功能高分子、医用功能高分子、液晶高分子、高分子功能膜材料等。在阐述这些功

能高分子材料时，对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作了介绍，阐明了功能高分子材料

的结构和组成与功能性之间的关系。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

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化工原理课程设

计

《化工原理》课程是化工、轻化工类，诸多专业的骨干课程，与后修专业课密切相

关，与工程实践密切相关。课程设计是《化工原理》教学过程中主要的综合性和实

践性教学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是使学生体察工程实际问题复杂性的初次

尝试。通过课程设计，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本课程和前修课程的基本知识，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指定的化工设计任务，从而得到化工工程设计的初步训练。学生应了解和

初步掌握相关的工业设备设计与选型的基本步骤，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与工程实际

相结合，提高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综合能力。

先修课程为化工原理，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学期

应化专业实验

本实验课是结合《洗涤剂工艺学》、《化妆品工艺学》、《表面活性剂化学》、《日

用化学品分析与评价》等专业课程而开设的实验课，通过实验加强巩固专业课所讲

的基本内容，使感性知识理性化。进一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实验操作技能。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应化综合实验
训练学生查阅文献资料、设计方案，对实验程序、过程和结果进行设计、分析、归

纳和讨论总结的能力。进一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实验操作技能。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应化认识实习 II

认识实习是应用化学专业的学生在已经学习了基础理论课后进行的实践性教学环

节。通过实习，使学生接触生产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增加对实际生产的感性

认识，加深对本专业生产过程、生产设备、科学研究、检验测试、三废治理、环境

保护等的了解，也加深对应用化学专业的理解，明确应用化学专业在国民经济发展

中的作用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应化顶岗实习及

毕业设计（论文）

（1）

毕业设计（论文）是应化专业本科生必修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工程

意识、科学研究技能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通过毕业设计（论文）的训练，使学

生进一步巩固加深所学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应化顶岗实习及

毕业设计（论文）

（2）

毕业设计（论文）是应化专业本科生必修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工程

意识、科学研究技能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通过毕业设计（论文）的训练，使学

生进一步巩固加深所学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8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1.对于由应用型转学术型的学生，可选择专业任选课模块中的高级无机化学、高级分析化学、高级有机化学、高级物理化学课程补足学

科（专业）基础必修课模块中的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的学分，满足学术型培养方案的要求方能毕业。

2.对于应用型和学术型互转的学生，不同模块中的相同学时、学分的课程可以学分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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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学（国际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理学 专业代码 070302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较强的实验技能；培养基础宽厚，适应能力强，具有一定科学、人文素养，在

工程及其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一定国际竞争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学生经过本专业学习获得以下知识和能力： 1．通过学习 English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英语阅读、英语写作、西方国家

社会与文化等课程，提高自身的外语水平和能力，为今后的出国学习或者国内深造奠定坚实的基础；2．学习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等专业基础理论课，并通过化学基础实验课程的实践，掌握化学基本实验操作技能； 3．学习应用化学

专业实验和应用化学专业综合实验课程，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实验设计、实验创新以及归纳、整理、分析实验结果、撰写论文和参与学

术交流的能力； 4．学习计算机基本知识，掌握相关中外文资料咨询、文献检索以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社科

2.思想道

德和职业

道德素养

3.人文素

养

4.基础科

学

5.专业基

础理论知

识

6.专业知

识体系

7.专业素

养

8.身心素

养

9.知识获

取

10.专业实

践

11.沟通表

达交流能

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形势与政策 1 √
形势与政策 2 √

形势与政策 3 √

形势与政策 4 √
英语沟通技巧 G √ √

英语阅读 G √ √

英语写作 G(上)（下） √ √
西方国家社会与文化

G
√ √

大学体育（1） √

大学体育（2） √
大学体育（3） √

大学体育（4）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高等数学ⅡG（上） √

高等数学ⅡG（下） √

大学物理Ⅱ √
大学物理实验Ⅱ √

无机化学ⅠG（1） √

无机化学ⅠG（2） √
无机化学实验ⅠG √

分析化学 G √

分析化学实验 G √
有机化学ⅠG（1） √

有机化学ⅠG（2） √

有机化学实验ⅠG √
物理化学ⅠG（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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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ⅠG（2） √

物理化学实验ⅠG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I √

线性代数Ⅱ √

工程制图 G √
无机化学实验ⅡG √

有机化学实验ⅡG √

物理化学实验ⅡG √
仪器分析ⅡG √

化工原理 G √

材料学 G √
高分子化学 G √

材料物理 G √

材料化学 G √
功能材料 G √

应化专业实验 √ √

能源技术 G √
电工学 II √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

市场营销 √
造纸植物资源化学 √

制浆造纸分析与检测 √

制浆原理与工程 √
造纸原理与技术 √

自动化技术基础 G √

加工工业自动化 G √
表面化学及纳米技术

G
√

结构化学 G √

高级合成技术 G √
微生物及生物化学

G
√

高等有机化学 G √

化妆品植物化学 G √
化妆品管理与法规

G
√

化妆品包装材料与设

计 G
√

皮肤生理学 G √
高等物理化学 G √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 √

功能高分子 G √
知识产权与专利实践

G
√

高分子物理 √

功能高分子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

应化综合实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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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化认识实习 I √

应化毕业设计（论文）

（1）
√ √ √

应化毕业设计（论文）

（2）
√ √ √

四、专业特色

应用化学专业设立于 1998年，是我校建设较早的本科专业之一。2004年应用化学专业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
年应用化学专业被评为省级特色专业，2012年应用化学专业成为山东省首批应用型特色名校立项建设的专业。根据我校的培养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办学定位和国际化办学的发展方向，坚持“夯实基础、拓宽口径、增强能力、提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思路，注重全面素质

教育，主要培养在精细化学品方面具有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较好国际竞争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应化“国际班”始建于 2013年，

是依托我校应化特色专业建设平台，独立发展的能与国际高校接轨的应用型学科，课程设置、教师筛选、授课模式最大程度的与国外名

校对接，目的是建设成为我院学生申请国外名校研究生的平台专业。

五、主干学科

化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无机化学、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有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物理化学实验、化工原理、高

分子化学、材料化学、材料物理、功能材料、新能源技术等。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50 8 42 10 7 16 27 40
要求学时 2429+27周 969 128 744 288 120 288 27周 416+27周
学分占比 100% 31.2500% 5.0000% 26.2500% 6.2500% 4.3750% 10.0000% 16.8750% 25%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50 学分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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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英语沟通技巧 G
English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G

12 192 12 考试 B101701

雅思培训 G
IELTS Training

6 96 6 考试 B101702

英语诵读 G
English Intensive Reading

3 48 3 考试 B101703

英语写作 G
English Writting

3 48 3 考试 B101704

西方国家社会与文化 G
Society and Culture of Western
Countries G

4 64 4 考试 B101705

大学体育（1）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I

1 32 1 考试 x150001

大学体育（2）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II

1 32 1 考试 x150002

大学体育（3）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III

1 32 1 考试 x150003

大学体育（4）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IV

1 32 1 考试 x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Fundametals of College Computer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小计 50.0 776 16 160 17 9.5 11 11.5 0.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一

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42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高等数学 II（上）

Advanced Mathematics II (A)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 II（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II (B) 4 64 4 考试 B113104

大学物理 II
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 II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s II 1 32 1 考查 B117202

无机化学 G（1）
Inorganic Chemistry G (1) 4 64 4 考试 B043601

无机化学 G（2）
Inorganic Chemistry G (2) 3 48 3 考试 B043613

无机化学实验 G（1）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G (1)

0.7 24 0.7 考查 B04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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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 G
Analytical Chemistry G

3 48 3 考试 B043604

分析化学实验 G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G

0.8 24 0.8 考查 B043605

有机化学 G（1）
Organic Chemistry G (1)

4 64 4 考试 B043606

有机化学 G（2）
Organic Chemistry G (2)

3 48 3 考试 B043607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G (1)
有机化学实验 G （1）

1 32 1 考查 B043608

Physical Chemistry G (1)
物理化学 G （1）

4 64 4 考试 B043609

Physical Chemistry G (2)
物理化学 G （2）

3 48 3 考试 B043610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G (1)
物理化学实验 G （1）

1 32 1 考查 B043611

小计 42 600 144 9.7 15.3 10 7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

修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II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4

线性代数 II
Linear Algebra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化工原理 G
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G

4.5 64 16 4.5 考试 B048601

无机化学实验 G（2）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G(2)

1 32 1 考查 B048602

有机化学实验 G （2）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G(2)

1 32 1 考查 B048603

物理化学实验 G （2）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G(2)

1 32 1 考查 B048604

材料学 G
Materials Science G

2 32 2 考试 B048605

小计 14.5 176 112 1 2.5 4.5 6.5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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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7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高分子化学 G
Polymer Chemistry G

3 40 16 3 考试 B044601

材料化学 G
Materials Chemistry G

2 32 2 考试 B044602

材料物理 G
Materials Physics G

2 32 2 考试 B044603

小计 7 104 16 5 2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6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

向

一

功能材料 G
Functional Materials G

2 32 2 考试 B045601

能源技术 G
Energy Technology G

2 32 2 考试 B045602

应化专业实验 G
Speciality Expetiments of Applied
Chemistry G

2 64 2 考试 B045603

小计 6 64 64 2 4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

修

电工学 II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I

3 40 8 3 考试 B026431

市场营销

Marketing
2 32 2 考查 B086231

造纸植物资源化学

Plant Resource&Chemistry for
Papermaking

4 64 4 考试 B916121

制浆造纸分析与检测 I
Analysis and Detection of Pulp and
Paper I

1 16 1 考试 B916125

制浆造纸分析与检测 II
Analysis and Detection of Pulp and
Paper II

1 16 1 考试 B916126

制浆原理与工程

Pulping Principles and Engineering
4 64 4 考试 B916122

造纸原理与技术

Principle and Technology of
Papermaking

4 64 4 考试 B916123

制浆造纸机械与设备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for
Pulping and Papermaking

4 64 4 考试 B91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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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技术基础 G
Basics in Automation Technology
G

2 32 2 考试 B046601

加工工业自动化 G
Automation in Process Industy G

2 32 2 考试 B046602

表面化学及纳米技术 G
Surface Chemistry and
Nanotechnology G

2 32 2 考试 B046603

结构化学 G
Structure Chemistry G

3 48 3 考试 B046604

高级合成技术 G
Advanced Synthetic Techniques
G

2 32 2 考试 B046605

微生物及生物化学 G
Micro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G

2 32 2 考试 B046606

胶体与表面化学 G
Colloid and Interface Chemistry
G

2 32 2 考试 B046607

环境化学 G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G

2 32 2 考试 B046608

工业管理技能与职业安全 G
Industrial Management Skills and
Occupational Safty G

2 32 2 考查 B046609

仪器分析 G
Instrumental Analysis G

2 24 16 2 考试 B046611

前沿讲座 G
Lectures on Frontiers of the
Discipline G

1 16 1 考查 B046612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G
Chemical Meters &Automation
G

2 32 2 考试 B046613

精细有机合成化学与工艺 G
Organic Synthesis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of Fine Chemicals
G

2 32 2 考试 B046614

高等有机化学 G
Advanced Organic Chemistry G

2 32 2 考试 B046615

化妆品植物化学 G
Cosmetics Herb Chemistry G

2 32 2 考试 B046616

化妆品管理与法规 G
Cosmetics Laws & Regulations
G

2 32 2 考试 B046617

化妆品包装材料与设计 G
Cosmetics Packaging Materials
and Design G

2 32 2 考试 B046618

皮肤生理学 G
Skin Physiology G

32 2 考试 B046619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G
Chemical Engineering
Cartography and AutoCAD G

2.5 32 16 2.5 考试 B046620

化工安全与环保 G
Chemical Plant Security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

2 32 2 考试 B046621

功能高分子 G
Functional Polymer G

2 32 2 考试 B04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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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与专利实践 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atent
Practice G

2 32 2 考查 B046623

化工计算机应用 G
Application of Computers in
Chemistry G

2 24 16 2 考试 B046624

绿色化学 G
Green Chemistry G

2 32 2 考查 B046625

化工厂设计概论 G
Chemical Plant Design G

2 32 2 考试 B046626

合物进展 G
Ploymer Progress G
聚

2 32 2 考查 B046627

多孔材料化学 G
Chemistry of Zeolite and Porous
Materials G

2 32 2 考试 B046628

高等无机及分析化学 G
Advanced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G

2 32 2 考查 B046629

高等有机化学 G
Advanced Organic Chemistry G

2 32 2 考查 B046630

高等物理化学 G
Advanced Physial Chemistry G

2 32 2 考查 B046631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 G
Unit Operation Principl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G

2 32 2 考查 B046632

高分子物理 G
Polymer Physics G

2 32 2 考试 B046633

工厂实习 G II
Plant Practice GⅡ

4 4周 4 考查 B046634

工厂实习 G III
Plant Practice GⅢ

4 4周 4 考查 B046635

小计 93.5 24 32 8 3 10 32 40.5 1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7

修

课

要

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eer Activities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应用化学综合实验 G
Applied Chemistry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G

3 3周 3 考查 B047601

工厂实习 G I
Plant Practice GⅠ

4 4周 4 考查 B047602

工业过程实习 G
Intership in Process Industry G

4 4周 4 考查 B04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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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化毕业实习 G
Applied Chemistry Graduation Practice G

4 4周 4 考查 B047604

应化毕业论文（设计） G
Applied Chemistry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Design） G

10 18周 10 考查 B047605

小计 27 2 4 4 3 4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英语沟通技巧 G

The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develop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English in a
well-rounded way, Including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o that in their
future studies and careers as well as social interactions they will be able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and at the same time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study
independently and improve their general cultural awareness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先修课程为高中英语等相关英语知

识，是提高英语沟通能力，为后续全

英语教学打下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1学期。

英语写作 G
This course is one of the compulsory basic courses which can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s and ability of English writing and independent-thinking.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he basic skills of organizing a composition logically. In addition, the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logical reasoning ability by this course.

先修课程为高中英语等相关英语知

识，是提高英语沟通能力，为后续全

英语教学打下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3，4学期。

英语阅读 G

This course is one of the compulsory basic courses which can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language knowledge. This course focuses on improv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reading ability, and instructing them various reading skills so that in
their future studies and careers they will be
able to read English articles of different styles. In addition, the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by this course.

先修课程为高中英语等相关英语知

识，是提高英语沟通能力，为后续全

英语教学打下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2学期。

大学计算机基础

Fundametals of College Computer is a non-computer professional computer basic
course. This course is to strengthen the basic theory educa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pplication skills,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enabl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social necessary information for better work,
study and life with the computer basic knowledge and basic skills. The course is also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computer culture consciousness, grasp typical software and
hardware system of basic principle and method to use, besides, to mak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procedure and algorithm, network and Internet resources, the concept
of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knowledge database and computer age, both the forefront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knowledge.

先修课程为高中计算机应用基础知

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无机化学 G

This course is one of the compulsory basic specialized courses of applied chemistry
majors. This course first provides essential information in the major areas of
inorganic chemistry (molecular structure, acid-base chemistry, coordination
chemistry, crystal field theory, etc.).For example, the emphasis is first on basic
principles of atomic and molecular electronic structure, bonding theory,
thermodynamics, acid-base and redox equilibria, chemical kinetics etc.. The second
objective has been to stres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in the discussion of chemistry and
applications of main group and transition metals and main group nonmetals.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student the capability of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with basic theories and methods.

先修课程为高中无机、有机化学的基

础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及 2学
期

分析化学 G

This course is one of the compulsory basic specialized courses of applied chemistry
majors. This course is focus on the “chemical analysis”, some methods based on
instruments (i.e. chromatographic) is not included in this course. The
chromatographic and spectrum methods are included in another course named
“Instrumental Analysis”. The aim of this course is to enable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theory of modern analytical chemistry, and grasp chemical
analytical methods. Some electrochemical methods are also mentioned in this course.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2学期。

分析化学实验 G

The course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timents” is an obligatory course course for
students in international class of applied chemistry. The course is 24-class period and
0.75 credits, and will be taught totally in English. This course is an experimental
course associated with the course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Through studying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further trained for their practicing ability and experimental

为分析化学后续补充课程，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2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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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skills, as well as combin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through classes with
practice.

无机化学实验 G

The course of “Inorganic Chemistry G ” is a compulsory experimental course for the
students in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The course is
32-class period and 0.7 credits, and will be taught totally in English. Eight
experiments selected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ontent of "Inorganic Chemistry
". Through the training of these experiments, students will not only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but also improve the experimental skills.
Furthermore, this course allows students to develop the abilities of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为无机化学后续补充课程，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1学期

有机化学 G
This course is a basic course in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in general. A
student will study the structures, characters, applications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general information of Organic compounds in organic chemistry.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3及 4学

有机化学实验 G

(1)Aims
This course could deep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theories in chemistry,
systematically help students master experiment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undertake
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and learn how to use equipments and instruments in the
chemistry laboratory, and preliminarily learn how to solve problems. The design of
the experiment content is aimed at the cultivation of basic experiment skills and
sample analysis ability of students. Students could develop good experiment habits,
observation ability, analysis ability, speculation ability, judgment ability, and data
handling ability and writing lab report ability.
(2) Requirements
Through som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student could use their knowledge
learned in class and develop innovative ability. This course could help students
develop materialism world view, strictly scientific attitudes，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bility, clean and well organized experiment habits.

为有机化学后续补充课程，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3，4学期

物理化学 G

Physical Chemistry is a branch and specific discipline of chemistry. The physical
chemistry course underlies all chemistry and increasingly biology,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The course gives you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ide range of topics that
constitute physical chemistry, includes thermodynamics, electrochemistry, chemical
kinetics, surface and colloids. The emphasis would be put on thermodynamics and
chemical kinetics.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无

机化学实验、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及 4学期。

物理化学实验 G

Through the course of learning and training, let students to improve the initial
capacity in the study on physical and chemical experiments；train students to analysis
problems from theory and to acquire actual problem ability, on the basis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consolidate and deepen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y of curriculum.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students will have the ability to use the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analyze and to solve practical engineering problems, as well as master
the operation of chemical production of typical equipment, experimental data of the
basic testing technology.

为物理化学理论课的后续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3、4学期

西方国家社会与文

化 G

This course is one of the compulsory basic courses which can enhance students'
cultural awareness and the ability of critical thinking. It focuses on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wo western countries, USA and UK. Through learning, students can
know the history, politics, education, religion, etc. of these two countries. This course
is also an imperative foundation of other subsequent courses. In addition, this course
aim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overseas.

先修课程为为英语阅读、英语写作等

相关英语知识，是提高英语沟通能

力，为后续全英语教学打下基础。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化妆品工艺学

《化妆品工艺学》是应用化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的教学内

容涵盖了皮肤、毛发与牙齿科学、乳化技术、胶体流变学性质及其在化妆品中

的应用、化妆品生产设备、化妆品微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涉及了产品标准、

检验方法与功效评价、化妆品政策、法规等方面内容。该课程的核心内容是各

类化妆品的配方设计原则、原料组成、制备工艺和典型配方实例等专业知识的

传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设计化妆品配方、制备化妆品的技能，为

学生将来从事化妆品研发、生产、检验、功效评价等相关工作奠定基础。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洗涤剂工艺学

介绍洗涤剂的洗涤原理、去污力的评定方法、原料的复配规律，以及洗涤剂的

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方法；并介绍洗涤剂的配方设计策略及配方实例。还介绍

洗涤剂的部分标准。

先修课程为胶体与界面化学、表面活

性剂化学、化工制图，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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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化学品分析与

评价

《日用化学品分析与评价》是应用化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主要

参考我国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中的分析方法，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有关化妆品

和洗涤剂的检验，论述化妆品和洗涤剂的组成、分类、分样方法以及化妆品和

洗涤剂理化性能和产品的检验方法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分

析、检测和评价日化产品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技能，为日后从事日化产品

的研发、生产、检测和功效评价以及质量监督等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是培养

日化行业化验人员的整体知识结构及能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修课程为无机与分析化学、有机化

学、物理化学、化妆品生物技术、胶

体与界面化学、普通生物学基础、表

面活性剂化学、化妆品工艺学、洗涤

剂工艺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I

化工制图部分：系统地阐述“化工设备图”和“化工工艺图”这两类典型的化工工程

图的图示知识及相关标准。在“化工设备图”部分重点介绍化工设备的构成、结

构特点及其表达特点，绘制化工设备图的基本规定，化工设备图的绘制和阅读；

在“化工工艺图”部分重点介绍化工工艺图、设备布置图和管道布置图的特点、

绘图和读图方法。

Auto CAD 部分：介绍 Auto CAD 基础知识、基本操作方法和应用（直线、多

段线、多边形、圆、椭圆、椭圆弧、选择图形、放弃和重做、删除和恢复、复

制、镜像、移动、旋转、比例缩放、拉伸、拉长、修剪和延伸、打断图形、倒

角和圆角、线型选择、线型宽度、线型颜色、分解对象、捕捉和格栅、对象捕

捉、图案填充、尺寸标注、文本标注、图形打印等）。

先修课程为工程制图，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化妆品生物技术

现代生物技术不仅可以对化妆品原料、产品进行生物学功效和安全性检测，还

能够在化妆品研究开发、生产及加工多个环节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利用现代生

物技术来评价化妆品的综合功效是今后化妆品功效性评价的发展趋势之一。本

课程重点介绍了保湿、美白、延缓衰老的生物医学机理，生物技术在化妆品安

全功效评价方法中的应用，以及化妆品研制过程中的最新生物技术，如透皮吸

收、细胞培养技术、重组 DNA技术等。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皮肤生理学、

普通生物学基础、化妆品原料学、化

妆品工艺学、日用化学品分析与评

价，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

应用

本课程上机编程部分主要学习排序、方程求根、线性方程组求解、插值、拟合、

定积分、微分方程数值解七部分内容。用 Basic 语言编程，然后上机操作调试。

软件应用部分讲授 GAUSSIAN 与 GAUSSVIEW 软件安装和简单应用。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与化学有关的一些简单的数学问题在计算机上实

现的方法与步骤，能够根据实践的需要来编写出相应的计算机程序，从原理上

掌握这些问题解决方法；学会 GAUSSIAN 与 GAUSSVIEW 软件安装和简单应

用，来计算各种分子性质、反应性质等化学问题。锻炼学生用计算机语言思考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本课程需学生预先学习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物

理化学。可用本课程的知识处理有机化学、无机化学或物理化学中的某些问题。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无机化学、有

机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知识产权实务

本课程是为理课、工科、文科、管理学科等专业开设的专业选修课。当今世界，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快速发展，企业竞争已逐

渐由有形资源竞争转向无形资源竞争，技术创新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体现。

知识产权制度在激励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知识产权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知识产权人在创造、使用或转让其作

品、专利、商标等智力成果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我国提出了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宏伟目标。国家和企业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培训

与制度建设，将有利于促进国家科技进步和经济转型升级，对于增强国家与企

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知识产权作为个人、企业

技术创新成果及其经济收益的法律保障，是二十一世纪企业经营者的本科生和

研究生所必须具备的知识体系和技能培训。知识产权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知识和

能力，有利于企业、个人科技成果产业化和知识产权贸易，有利于提高我国企

业的技术竞争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让学生深入了解知识产权法律的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熟悉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做法，掌握各种类型知识产权

的权利获得途径；掌握各种类型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以及攻击和防御的技巧；

掌握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知识、方法和技巧，提升知识产权的创新、运用、保

护和管理能力。

先修课程为法律基础，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5学期

仪器分析ⅡG

To gain a working knowledge of manyof the instrumental analysis methods used in a
modern chemistrylab.Course material will expose student both to the physical
explanation of the phenomenabeingobserved, and to the practical aspect of
thevarious kinds of instruments. Where possible, practical, hands-on lab experiences
will be provided to help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material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无

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

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高分子化学 G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provide chemistry and related majors with the basic
theory of polymer chemistry.It includes the basic reactions like step polymerization,
chain growth polymerization, ring-open polymerization and some other controlled
polymerization etc. It also included the common methods like self-polymerization,
solution polymerization, suspension polymerization and emulsion polymerization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

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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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 The reaction mechanics, dynamics as well as impact factors will also be
introduced. Finally, the undergraduates will be able to design target polymer, provide
designation of synthesis reaction and deduct the polymer properties in terms of
mechanical, thermal and optical phasis o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化工原理 G

Unit Operation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is a necessarycourse for the specialty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such as applied chemistry,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
Chemistry,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etc. The teaching of the Course must use the
newest achievement of modern chemical engineering to formulate basic knowledge,
theories and skill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on the base of actuality of China. And the
students must master the principles, engineering calculations and design of each unit
operations. The students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of finding,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工程制图、大

学物理、物理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4学期

材料学 G

This course will cover the structure of solid materials，structure of crystalline solids,
the structure, compositions,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commonly used
engineering materials such as macromolecular materials, metal materials, ceramic
materials, composite materials. Special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concepts,
developments and new applications of materials such as biological materials and
nanomaterials.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无机及分析化

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化工原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微生物及生物化学

G

The course of “Micro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is an elective course for students in
international class of applied chemistry. The course is 32-class period and 2 credits,
and will be taught totally in English. Through studying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chemical foundations of living organism, mechanism of heredity and
metabolism of micro-organisms and human, as well as the associated technologies,
and using the knowledge to solve the special/professional questions associated, such
as in dealing with cosmetics and medicines.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无机及分析化

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化工原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胶体与界面化学 G

Colloid and interfacial chemistry is one of the branched discipline of Chemistry, and
has been widely using in many fields, such as washing, cosmetics, petroleum
development, ceramics, catalysis, coating, building material, papermaking, plastic,
pesticid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dicine and food. This course mainly focus on
the various interface properti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olloid chemistry, the
preparation of the colloid system,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olloid and interface
phenomena, surface active substances, emulsions and membranes. Through studying
this course, students can further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henomena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chemistry and the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无机及分析化

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化工原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应化专业实验 G

The course of “Speciality Expetiments of Applied Chemistry” is an elective course
for students in international class of applied chemistry. The course is 64-class period
and 2 credits, and will be taught totally in English. This course is an experimental
course associated with the course of "Surfactant Chemistry", "Detergent technology"
and "Cosmetic technology". Through studying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further
trained for their practicing ability and experimental operation skills, as well as
combin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through classes with real industrial questions.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应化综合实验 G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 is a independent experiment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s of Applied Chemistry. It is guided by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making experiment teaching "a united and multilayer system" and changing the
specialized teaching into a combination of "general teaching" and moderate
specialized.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 students'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skills, this course emphasize the promotion of undergraduates' ability of
combining basic knowledge, thinking and hands-on practicing, as well as cultivation
of creative spirit, sense and ability. Students will be taught in accordance of their
aptitude, and learn to solve actual problem with comprehensively using various
knowledge and experimental methods. This course will serve as a linkage between
basic experimental courses (which emphasizes basic knowledge and training of
experimental skill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es (which use known information to reveal
the unknown).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造纸原理与技术 G

"Pulping principle and engineering"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major
pulp and paper engineering, Through learning of this course, make the students
master the basic concept of pulping process, basic principle, calculation, process flow
and equipment, System learning materials, preparation, cooking or pulping,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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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purification, bleaching and waste liquid treatment and modern technology,
the basic principle of each part，Master of pulp and paper professional latest news at
home and abroad, to work in the pulp and paper produc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高等无机化学

《高级无机化学》是为化学、化工类各专业本科学生准备《无机化学》全国研

究生入学考试而开设的一门针对性辅导的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无机化学基

本原理和元素周期表各族元素，在学生已经修完《无机化学 I》的基础上，该课

程本着“精讲多练，总结规律”的原则，通过课堂讲授、自学、课堂讨论、习题

课等教学环节，使学生牢固掌握无机化学基础知识以及各族元素性质和规律等

内容，并锻炼学生结合具体条件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

析化学、仪器分析，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7学期

高等分析化学

《高级分析化学》课程以化学专业培养面向合成化学的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方向

为依据，重点讲授现代高级分析化学的基本原理、技术在分析表征上的应用，

通过常见分析方法的原理、规律、特点、应用范围的讨论，以及对分析测试的

设计方法和选择原则的介绍，可使学生在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方面获

得提高。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

析化学、仪器分析，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7学期

高级有机化学

本课程是为化学化工类各专业本科学生准备《有机化学》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

而开设的一门具有辅导性质的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有机化学基本理论，烷

烃、环烷烃、卤代烃、芳香烃、醇、醚、酚、醛、酮、羧酸、羧酸衍生物、含

氮化合物、杂环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萜类和脂类化合物、蛋白质和核酸等各

类有机化合物的性质、反应和制备方法以及立体化学。在学生已经修完《有机

化学》的基础上，该课程本着“精讲多练”的原则，通过课堂讲授、自学、课堂

讨论、习题课等教学环节，使学生牢固掌握物各类有机化合物的结构、性质、

反应、制备方法、反应机理和有机合成等内容，并锻炼学生结合具体条件运用

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

析化学、仪器分析，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7学期

高等物理化学

本课程是为化学化工类各专业本科学生准备《物理化学》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

而开设的一门辅导类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化学动力

学、表面现象和胶体化学等的基本知识、原理和方法。在学生已经修完《物理

化学》的基础上，该课程本着“少而精”、“精讲多练”的原则，通过课堂讲授、自

学、课堂讨论、习题课等教学环节，使学生牢固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概念和计

算方法，体会和理解根据实验现象作出假设、建立模型、通过归纳或演绎上升

为理论的科学研究和思维方法，并锻炼学生结合具体条件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

析化学、仪器分析，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7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1.对于由应用型转学术型的学生，可选择专业任选课模块中的高级无机化学、高级分析化学、高级有机化学、高级物理化学课程补

足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模块中的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的学分，满足学术型培养方案的要求方能毕业。

2.对于应用型和学术型互转的学生，不同模块中的相同学时、学分的课程可以学分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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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理学 专业代码：0710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数理化基础，具有国际化视野，接受严格科学思维、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的训练，掌握

生物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能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在教学、科研、生

物技术产业及其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人才培养及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数理化基础、生物学及相关方向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接受生物技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科学思维培养

和基本技能训练，掌握扎实的科学理论，基础知识，具有生物技术研究、开发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丰富的人文科学素养；

2. 掌握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及基本知识，具有扎实的数学、物理、化学的学科基础、具有计算机及信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的

基本素质；

3. 掌握细胞工程、基因工程、发酵工程、蛋白质工程以及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等理论原理及实践技能；

4. 具有综合运用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技能，从事生物技术及其相关领域产品研发的能力，以及开展创新实验的初步能力；

5. 熟悉生物技术及其产业的相关方针、政策和法规；

6. 了解生物技术的发展历史、现状、国内外研究前沿和最新技术动态，以及行业发展趋势；

7. 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具有适应社会需求、继续深造的潜能；

8. 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初步的国际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

与沟通能

力

2.创新创

业精神

3.学科基

础知识

4.生物技

术专业基

础知识

5.生物技

术专业方

向基础知

识

6.生物技

术基本实

验技能

7.生物技

术相关领

域简介

8.生物技

术相关领

域扩展

9.生物技

术相关行

业认识

10.生物

技术相关

行业实践

技能

11.生物技

术专业综

合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高等数学Ⅱ √
无机及分析化学 √

有机化学Ⅱ √

工程制图 √
电工学 II √

物理化学Ⅱ √

化工原理Ⅳ √
生物化学 √

生物化学实验 √

遗传学及实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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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 √

微生物实验 √
细胞工程与细胞工程

实验
√ √

细胞生物学与细胞生

物学实验
√ √

免疫学概论 √
分子生物学 √

生物信息学 √

基因工程原理 √
高级生物化学 √

高级生物化学实验 √

微生物生物技术 √
微生物代谢控制发酵 √

发酵工艺原理 √

微生物遗传与育种 √
生物工艺学 √

分析生物化学技术 √

分析生物化学技术实

验
√

医学检验仪器学 √

免疫学技术及其应用 √

卫生检验学 √
生物技术制药 √

简明药理学 √

普通生物学 √
生物统计学 √

现代生物技术概论 √

生物专业英语 √
天然产物化学 √

现代仪器分析 √

有机酸工艺学 √
酶工程 √

蛋白质工程 √

食品检验与分析 √
现代生物技术进展 √

生物制品学 √

专业综合实验 √
认识实习 √

毕业论文 √

毕业实习 √

四、专业特色

生物技术专业旨在培养系统掌握生物技术基本理论和技术, 具有较强的生物技术实践操作技能和满足生物医药技术、工业微生物技术

等专业方向的人才需要,在生物制品、生物能源、生物农业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生产、检验(质控) 等一线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五、主干学科

生物学、基础医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生物化学与生物化学实验、遗传学与遗传学实验、微生物学与微生物学实验、细胞生物学与细胞工程及实验、分子生物学、

基因工程、免疫学概论、生物信息学、高级生物化学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认识实习、课程实验、专业综合实验、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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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17 15.5 29.5 19 29 42.75
要求学时 2448+40周 792 128 272 296 544 368 40周 536+40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 10.63% 9.68% 18.44% 11.88% 18.12% 26.72%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生物技术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具备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从事生物技术相关领

域的业务和研发能力，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九、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Thought morals
tutelage and legal
foundation）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outline）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socialist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
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
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
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
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The university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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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 Ⅱ（The
College EnglishⅡ）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The
College EnglishⅢ）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PEⅠ）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PE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PE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PE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basis)

2 24 16 3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应

用(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3 考试 B031007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planning)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1 16 1 考查 B9613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2 632 16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

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7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等数学Ⅱ(上)
（Advanced
mathematicsⅡ(part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无机及分析化学

（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43010

高等数学Ⅱ(下)
（Advanced
mathematics (on)
Ⅱ(part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有机化学Ⅱ（Organic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3013

小计 17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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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5.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无机化学实验Ⅲ

（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Ⅲ）

0.75 24 0.75 考查 B048017

分析化学实验

（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0.75 24 0.75 考查 B048015

工程制图（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电工学 II
（Electrotechnician II）

3 40 8 3 考试 B028405

有机化学实验

Ⅲ(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Ⅲ)

1 32 1 考查 B048018

物理化学Ⅱ(Physical
and chemicalⅡ)

4 64 4 考试 B048014

物理化学实验Ⅲ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Ⅲ）

1 32 1 考查 B048019

化工原理Ⅳ（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Ⅳ）

4.5 64 16 4.5 考试 B048008

小计 18 208 136 16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9.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生物化学

（Biochemistry）
4.5 72 4.5 考试 B954305

生物化学实验

(Biochemistry
experiment)

1 32 1 考试 B954306

遗传学及实验(Genetics
and Test)

3.5 48 16 3.5 考试 B964301

微生物学

(Microbiology)
3.5 56 3.5 考试 B964302

微生物学实验

(Microbiology
Experiment)

1.5 48 1.5 考试 B964303

细胞生物学与细胞生

物学实验(Cell biology
and Cell Biology
Experiment)

3.5 48 16 3.5 考试 B964304

细胞工程与细胞工程

实验(Cell Engineering
and Cell Engineering
Experiment)

2.5 32 16 2 考试 B964305

免疫学概论(Overview
of Immunology)

2 32 2 考试 B964306

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

3.5 48 16 3.5 考试 B964307

830



生物信息学

(Bioinformatics)
2 32 2 考查 B964308

基因工程原理(Genetic
Engineering Principles)

2 32 2 考试 B964309

小计 29.5 400 144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一

（医药

生物技

术））

分析生物化学技术

（Analytical
Biochemistry
Technology）

2 32 2 考查 B965301

分析生物化学技术实

验（Analysis of
Biochemistry
Technology
experiment）

1 32 1 考查 B965302

医学检验仪器学

（Instru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2 32 3 考试 B965303

免疫学技术及其应用

（Immunology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 32 2 考查 B965304

卫生检验学（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Technology）

2 32 2 考查 B965305

生物技术制药

(Biotechnology
Pharmacy)

2 32 2 考查 B965306

简明药理学(Concise
Pharmacology) 2 32 2 考查 B965307

小计 13 192 32

方向二

（轻工

生物技

术）

高级生物化学

(Advanced
Bio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965308

高级生物化学实验

(Advanced
Biochemistry
Experiment)

1 32 1 考查 B955304

微生物生物技术

(Microbial
Bio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965309

微生物代谢控制发酵

(Microbiological
Metabolic Control
Fermentation)

2 32 2 考查 B965310

发酵工艺原理

(Fermentation
Technology Principles)

2 32 2 考查 B965311

微生物遗传与育种

(Genetic Improvement
on Microorganisms)

2 32 2 考查 B965312

生物工艺学

(Biotechnology) 2 32 2 考查 B965313

小计 13 19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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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普通生物学(Essential
Biology)

2 32 2 考查 B966301

生物统计学

(Biostatistics)
2 32 2 考查 B966302

现代生物技术概论

(Introduction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2 32 2 考查 B966303

生物专业英语(Special
English for
Biotechnology)

2 32 2 考查 B966304

现代仪器分析(Modern
Instrumental Analysis)

2 32 2 考查 B966306

现代生物技术进展

(Progress of Modern
Microbiology)

2 32 2 考查 B966312

生物制品学

(Biopreparatics)
2 32 2 考查 B966313

小计 14 384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9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Public Welfare Labor) （1） 考查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认识实习(Cognition Practice) 1 1 1 考查 B967301

生产实习(The Production
Practice)

4 4 4 考查 B967302

专业综合实验(Professional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8 8 8 考查 B967303

毕业实习(Graduation Practice) 4 4 4 考查 B967304

毕业论文（设计）1(Graduation
Thesis1)

2 4 4 考查 B967306

毕业论文（设计）2(Graduation
Thesis2)

8 14 14 考查 B967307

小计 29 考查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遗传学

遗传学是研究生物在繁殖过程中，遗传和变异的内在和外在的表现及规

律的科学。主要介绍遗传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各主要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

包括遗传物质的传递：主要包括遗传的细胞学基础、孟德尔定律、连锁

与交换定律、性别决定与伴性遗传遗传学、分子遗传、细胞质遗传、数

量遗传；遗传物质的变异：包括染色体结构、数目的变异和 DNA 水平

的变异；遗传与发育；群体遗传与进化等内容。

遗传学与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普通生物学等有较密切的关系。这些学科是学

习遗传学的基础，只有学好这些学科才能学好

遗传学；同时遗传学又是专业课的基础，只有

学好遗传学才能有利于专业课的学习。

微生物学
本课程系统阐述了微生物的形态构造、生理代谢、遗传变异、生态分布、

分类鉴定等五大规律，是一门研究微生物基本生物学规律的综合学科。

与其相联系的课程：生物化学、普通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是细胞学的基础，而基因工程、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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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学习将为学生掌握现代生物技术的理论与实践打下坚实的基

础。

传学、微生物学等是以细胞学为基础。

细胞工程

细胞工程学是应用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原理与方法，在细胞水平上

研究改造生物遗传特性，以获得具有目标性状的细胞系或生物体的有关

理论和技术的学科。它是一门现代生物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的综

合性学科。细胞组织离体培养技术是细胞工程的基础技术和基本技能，

也是基因工程、遗传工程等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它是通过无菌操

作，把不同的操作对象，如细胞、组织、器官等外植体接种于人工配制

的培养基，给予人工控制的环境条件，使培育对象表现生命特征。

细胞工程是现代生物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时也是现代生物学研究的重要技术工具。细胞

工程学科和普通生物学、发育生物学、遗传学、

生理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都有紧密地联

系和较明显的分工。它是一门现代生物科学理

论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但细胞工

程学科的建立是依赖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的

发展，同时，细胞工程的发展为生物学研究提

供新的实验体系。另外，

细胞工程必须与其它生物技术相结合才能更

好地发挥作用。

免疫学概论

免疫学概论是生物技术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主要以理

论教学为主，内容以免疫应答原理为主线，从免疫组织与器官、免疫细

胞、免疫分子三个层次讲解免疫的物质基础，从固有免疫应答和特异性

免疫应答两大类型讲解免疫应答机理，从免疫检测技术、免疫制备技术、

免疫防治技术三部分讲解免疫技术应用。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

备比较全面的免疫学基础，为以后从事生命科学相关的教学、研究等工

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免疫学是由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细胞学、分

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多学科相互渗透、交

叉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并形成独特的理论体

系和研究手段的一门独立的学科。

分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是生命科学类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主要以

理论教学为主，实验教学为辅。内容以核酸的相关内容为主线，包括核

酸的结构、复制、转录以及蛋白质翻译的详细机制，以及真核、原核基

因表达调控的机制和研究进展。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有比较

全面的分子生物学基础，为以后生命科学类专业课的学习和未来从事生

命科学相关的教学、研究等工作打下

坚实的基础。

分子生物学是由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遗传

学、微生物学、细胞学、乃至信息科学等多学

科相互渗透、综合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凝聚

了不同学科专长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它虽产生

与上述各学科。但已经形成它独特的理论体系

和研究手段，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生物信息学

本课程从生物学意义、模型建立、算法原理、统计检验等方面介绍生物

信息学的基本原理与常用工具。希望学生能够了解针对不同生物学问题

的能够明白生物信息学方法背后的基本假设、能回答的问题及其局限性，

能够运用这些知识解决生物实验和理论的问题。主要内容包括：序列的

采集和存储；序列比对；生物序列数据库信息检索；序列模式识别；分

子进化与系统发育分析；基因组分析及基因预测；RNA生物信息学；蛋

白质结构分析及预测；生物分子网络等方方面面。

本课程的学习，需要对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

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有深入的理解。对以后分

子、生化实验的设计和预测有重要帮助和指导

意义。

基因工程原理

基因工程原理全面、系统地阐述基因工程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并力

求反映该学科的最新进展。课程体系包括绪论、基因工程工具酶、基因

工程载体、核酸操作的基本技术、聚合酶链式反应、基因文库的构建与

目的基因的获得、DNA体外重组与基因转移、重组子的筛选与鉴定、外

源基因的表达、微生物基因工程、植物基因工程、动物基因工程、分子

标记及基因芯片技术与应用、差异显示技术及其应用、生物信息学，以

及基因工程规则、专利及安全性。授课内容依据专业及课时安排可相应

选择。课程内容适用于高等院校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农学、园艺、畜

牧、兽医、植保等生命学科各有关专业本科生。

本课程是建立在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

学、细胞生物学、细胞信息与调控、微生物学

等学科基础之上的应用理论学科。为在各相关

学科领域进行研究提供理论和技术方法支持。

分析生物化学

技术

分析生物化学技术主要包括生命科学中常用的四大光谱学、色谱技术、

电泳学基础与技术、重要生物物质的分析以及 ELISA技术五方面内容。

绪论主要介绍了分析生物化学的重要性、实验数据的统计处理与分析、

检测质量的控制、样品保存和实验报告等基础问题。生命领域的四大光

谱学，包括紫外光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谱和生物质谱。色谱技术，

包括基础理论、简便易行的薄层色谱和常用的高效液相色谱。在电泳学

基础与技术中，介绍了电泳学基础、凝胶电泳技术和毛细管电泳。重要

生物物质的分析主要包括了 PCR 技术、核酸序列分析和蛋白质分析等。

对于应用广泛的 ELISA技术本书也作了介绍，详见酶联免疫吸附分析内

容。这五方面的内容各部分有相对的独立性，在生命科学的研究中有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分析生物化学技术的学习首先应该学习生物

化学，同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等

课程密切相关。分析生物化学技术将各门基础

课程知识中的技术内容提取和浓缩，给学生一

个更加突出的知识体系。

医学检验仪器

学

一门由多学科组成的知识面和技术面密集程度较高的新学科，介绍各种

常用检验仪器的工作原理、分类结构、技术指标、使用方法、常见故障

及排除，医学检验仪器中的计算机技术、实验室自动化系统等。关注现

代检验仪器的发展趋势及特点，以使有限的仪器得到最大程度的综合应

用。

本课程以现代仪器分析等课程为先导基础课

程。本课程的讲授为后续的分析生物化学、卫

生检验学课程的学习积累必备的理论知识和

实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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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学技术及

其应用

免疫学技术及应用是生命科学类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是生物技术

专业的重要学科之一。本课程是免疫学概论的延伸，主要以理论教学为

主，内容包括免疫检测技术、免疫制备技术、免疫防治技术的原理、步

骤及其应用。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了解的免疫学技术的原理、

应用及最新研究进展，为未来从事生命科学相关的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

免疫学技术及应用与免疫学概论密不可分，但

有很大不同。免疫学概论侧重免疫学的基本概

念、原理，而免疫学技术主要围绕免疫制备技

术、免疫检测技术和免疫防治技术展开，侧重

技术应用。

卫生检测学

卫生检测学是一门方法学，是利用现代实验技术手段对各种公共卫生样

品进行检测分析，为环境质量评价和疾病预防控制提供客观依据的学科。

主要包括空气理化检验、水质理化检验、食品理化检验、卫生微生物检

验和生物材料检验等方面内容。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生物化学、微生物学，是

在学生系统学习了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的基础

上设立的一门专业方向课。主要介绍空气、水

质及食品等方面理化检验技术方法。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建立较深刻的卫生检测学知

识，并初步具有分析和解决有关实际问题的能

力。

生物技术制药

生物技术制药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细胞工程技术、微生物工程技术、

酶工程技术、蛋白质工程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等来研究和开发药物，

用来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发生。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可以使学生掌

握现代生物制药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生物技术制药

制备和生产的一般规律、基本方法、制造工艺及其控制原理，掌握生物

技术药物研发和规模化生产过程，了解 21 世纪生物制药工艺的发展及

药物生物技术的新发展，为学生应用现代生物技术研究新药和从事生物

药物的研究开发及生产奠定基础。

生物技术制药是一门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

细胞学、微生物学等基础生物学及药学、药物

生产、筛选等制药应用学科相结合的综合性学

科。带有很强的综合性、学科交叉性和创新性。

简明药理学

药理学是研究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及其规律的学科，简明药理学是提取

药理学中重要的知识内容，为生物技术学生简明扼要的介绍药理学的主

要内容。药理学研究主要涉及药物的生物活性，药理效应和作用机制；

同时研究药物在机体内的变化过程，药物的理化特性等，有时也是药理

学研究的范畴。研究药物的药理效应和作用机制称为药物效应动力学，

研究药物在机体内的变化过程称为药物代谢动力学。具体到不同的药物

靶点和机理，我们将不同药物的药理分成：传出神经药理学，中枢神经

药理学，心血管系统药理学，内脏内分泌系统药理学，化疗药物这么几

个方面进行介绍。使得学生对不同药物种类的药理有个初步的了解。对

该课程的授课区别于药理学，体现简明扼要的

特点，又要突出重点难点，使得学生学有所获。

简明药理学与医学检验仪器学、免疫学技术及

其应用、卫生检验学、生物技术制药、分析生

物化学技术、分析生物化学技术实验均是生物

技术系的生物医药技术方向的必须课程，构成

了一个体系，给学生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生物医

药方面的知识。简明药理学的学习需要先进行

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

遗传学等学科的学习。

高级生物化学

本课程是对生物技术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选修课，发挥基础课程与专业

课程的桥梁作用，目的是将本学科最新的发展技术介绍给学生。本课程

通过十二个单独的章节介绍生物大分子的纯化及其定性到定量的方法，

引导学生学习基本方法与技术原理并能基于实例分析初步掌握相关应

用，以完成课程任务。

本课程以生物学、生物化学、分析化学、免疫

学等课程为先导基础课程。本课程的讲授

为后续的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课程的学习积

累必备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手段。

微生物生物技

术

微生物生物技术是生物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要求初步掌握现代生物技术中与微生物应用有关的技术、方法及其原理，

其中包括生物技术的定义和范围，微生物分子遗传学的主要概念和研究

成果，基因工程中常用的微生物载体和宿主系统，微生物人工诱变及分

子育种新技术，现代微生物培养和发酵控制技术，微生物药物筛选及制

药技术，微生物应用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微生物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技

术，微生物应用于可再生

能源生产的技术，生物催化的相关技术，微生物检测新技术，以及宏基

因组及未培养微生物研究技术，为全面学习生命科学理论和生物技术奠

定基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应

安排在微生物学之后学习。本课程是一门

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求在教学中密切联系生

产实际，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创新精神

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微生物代谢控

制发酵

微生物代谢控制发酵是生物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是以微生物细

胞代谢调节机制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微生物代谢控制发酵育种的基本思

路，为微生物代谢控制发酵提供理论基础。其任务是使学生在已学过上

述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提高所学的基本知识，深入理解微生物

细胞代谢调节机制，懂得如何应用上述基本理论去选育能够实现代谢控

制发酵的微生物突变株，以及采用相应的代谢控制发酵措施分析和解决

生产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设

计新的生产过程，生产新的产品，提高生产过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

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通过学习无机

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课程，

使学生具备化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基本理

论知识；获得微生物细胞内的生化反应、微生

物种类鉴别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微生物菌种

选育的基本方法，为学习本课程提供必要的知

识储备。本课程重点讲授微生物细胞代谢调节

机制、微生物代谢控制发酵育种的基本思路和

代谢控制发酵措施，为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打

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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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工艺原理

发酵工艺原理是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等专业的重要专业课,课程内容丰

富、涉及面宽.对于以生物制药为培养方向的生物技术专业学生,通过对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以及实验教学等方面的改革和探索,取得了良好

的教学效果；发酵工艺原理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的知识面广，同时

又是一门基础理论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课程；本课程以讲授发酵工艺的

基本原理和生产技术为主；该课程突出有关发酵过程的化学、生物学、

生物化学和微生物学的原理，

全面系统的阐述从发酵原辅料处理、培养基用水的处理和无菌空气的制

备，到工业微生物菌种的扩大培养、各种发酵操作方式的工艺规律；下

游工程的分离方法等发酵工程基础，简要介绍一些非常规发酵过程，如

固态发酵、基因工程菌发酵和动植物细胞培养等。同时还涉及发酵经济

学的一些基本原理。

本课程是在《化工原理》《物理化学》、《微

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等课程基础上开设

的；对于同时开设的《生物技术原理》、《发

酵工程与设备》、《生物物质分离工程》等课

程与本课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适当的

分工，本课程以讲授发酵工艺的基本原理和生

产技术为主；在本课程基础上使学生更好地理

解和掌握《微生物制药工艺学》、《发酵工厂

设计概论》《生物反应工程原理》等后续课程。

微生物遗传与

育种

微生物遗传与育种是研究微生物遗传和变异的一门学科，它是遗传学的

一个分支学科，也是微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分支学科。本课程的授课

对象为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是一门重要的专业选修课。其目的是使生

物技术专业本科学生对微生物发酵工业所涉及的微生物育种技术的遗传

学原理与相关方法有深刻的认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微

生物育种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包括诱变育种、基因重组育种和基因

工程育种。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在牢固掌握工业微生物遗传育种最新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

基础上，构建工业生物技术人才全面的微生物知识体系，同时为工业生

物技术领域更高层次人才培养打好基础。

本课程主要介绍微生物学基础知识，是在学生

学完生物化学、普通生物学和微生物学等

相关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本课程必须有生物

化学和微生物学的先导课做基础，同时为后继

专业课学习打好基础。

普通生物学

《普通生物学》为生物技术专业学生的选修课，主要是讲授植物生物学

和动物生物学有关的知识内容，其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动植物的形态解剖

结构、生活习性、系统分类、生理生态及其物种多样性等基础知识和基

本内容，为今后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在整个教

学过程中，按照细胞→组织→器官→系统分类→生理生态为主线，将生

命体的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生命的结构功能与其生活环境相适应的普遍

规律贯穿始终，以期让学生

系统而又全面了解整个生物界的发生、发展及演化规律，了解生命科学

对人类的重要贡献以及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树立环境意识和生

态观念以及自然界可持续发展思想。

本课程包含必要的生物基础知识内容，为今后

学生学习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

等学科的打下理论基础，通过这些课程学习，

便于学生利用这些基本规律和基础知识理解

生命科学的最新进展，以便在专业学习中能发

现生物学知识与所学专业知识的结合点，启发

思维，开拓创新，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生物统计学

生物统计学是统计学在生物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它是运用数理统计的原

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解释生物学中各种现象和试验调查资料的一门学科，

属于应用统计学的范畴。生物统计学主要目的是通过科学的设计、资料

搜集、整理和分析对生物科学领域中的现象进行概括和分析，进而揭示

现象背后隐藏的客观规律，指导生物科学技术实践。通过生物统计学可

以科学地得出各种因素的内在关系和联系等等。生物统计学课程主要侧

重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主要介绍统计学基础理论与基本方法，从基础

开始能更好的便于以后的学习和掌握知识；第二，通过对统计学的理论

和生物学的应用结合起来，说明如何解决生物学上的具体问题，验证和

分析结论和规律；第三，将生物统计学的理论更好的指导实验设计和抽

样调查的科学性。

本课程主要应用数理统计原理，对遗传学和生

物学的试验资料统计后获得生物生长和发

育的相关规律，及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获得生

物的基本信息后，运用生物统计学分析后获得

生物的遗传与变异的一些规律。在学习本课程

的基础上，同时复习和加深对相关课程的应

用。为生物信息学的学习打下一个更好的基

础。

天然产物化学

本课程概述天然产物化学的研究内容及其研究开发意义，介绍天然产物

的提取分离与结构鉴定的一般方法，对各类天然产物的结构特征、理化

性质、提取分离、结构鉴定以及生理活性进行系统讨论。随后介绍生物

转化在天然产物研究中的应用，并通过实例简述天然产物的全合成。适

合生物技术、生物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和药学、化学、应用化学、化

学工程与工艺、环境工程、制药工程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学习。

天然产物化学是以各类生物为研究对象，以有

机化学为基础，以化学和物理方法为手段，研

究生物二次代谢产物的提取、分离、结构、功

能、生物合成、化学合成与修饰及其用途的一

门科学，是药物制剂、生物技术制药、食品检

验等应用课程的先导课程。

现代仪器分析

现代仪器分析课程适合于我校生物工程学院生物技术专业的学生学习，

是在学生具备了一定的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理

论知识基础上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该课程主要讲授光学分析法、色

谱分析法、电化学分析法并采用精密仪器设备得到分析数据，鉴定物质

体系的化学组成、测定其中有关成分的含量和确定体系中物质的结构和

形态，解决物质组成及结构问题。

《现代仪器分析》的先修课程是大学物理、基

础化学以及电子技术等。本课程虽然对其

他课程的依赖性较小，但其涉及的知识面却很

宽，是在学生系统学习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以及高数、物理和计算机的基础上进

行的一门专业课程。旨在使学生对所学专业课

在科研、工业等实际应用中如何应用仪器这种

较简单的方法进行研究与生产有所了解，为学

生以后进入工作岗位提供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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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酸工艺学

有机酸工艺学是生物工程学院生物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本课程

系统地介绍柠檬酸、乳酸、醋酸、衣康酸、葡萄糖酸、苹果酸等的发酵

工艺理论和生产技术，内容包括这些有机酸的发酵简史、主要理化性质、

生物合成机理、发酵微生物、发酵工艺、提取工艺、主要设备、杂菌污

染的防治、产品质量规格与检验方法，以及副产物的利用等。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微生物学、生物化学。本

课程汇总了生物技术、生物下游技术等学

科的大量信息，以国内外最新理论研究成果、

先进工艺和实用技术相结合的课程。

酶工程

酶工程是生物技术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是生物工程的主要内容之一，是

随着酶学研究迅速发展，特别是酶的应用推广使酶学和工程学相互渗透

结合、发展结合成的一门新的技术学科，是酶学、微生物的基本原理与

化学工程有机结合而产生的科学技术，在生物技术人才培养中处于至关

重要的地位。它涉及细胞工程、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生物分离工程等

诸多学科，主要内容包括酶的发酵生产、酶的分离纯化、酶和细胞固定

化以及酶的分子工程。学生

通过酶工程的学习，能够掌握酶的生产与分离纯化的基本理论、基本技

术以及自然酶、化学修饰酶、固定化酶的研究和应用，了解酶在各行各

业中的最新发展及研究趋势。努力培养学生具有科学思维方式、启发学

生科学思维能力和勇于探索，善于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酶工程是生物工程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随着酶

学研究迅速发展，特别是酶的应用推广使

酶学和工程学相互渗透结合、发展结合成的一

门新的技术学科，是酶学、微生物的基本原理

与化学工程有机结合而产生的边缘科学技术。

它是从应用目的研究酶，是在一定生物反应装

置中利用酶的催化性质，将相应的原料转化成

有用物质的技术，是生物工程的主要组成部

分。因此，酶工程课程的学习在专业中的地位

与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蛋白质工程

蛋白质工程是随着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晶体学和计算

机技术等的迅猛发展而诞生的，也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生物信息

学等的发展密切相关，是融合了蛋白质晶体学、蛋白质动力学、蛋白质

化学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多学科而发展起来的新兴研究领域。由于蛋白

质工程学科的边缘性，所以本课程在介绍蛋白质基本内容的同时，兼顾

学科发展动向，旨在使学生了解现代蛋白质工程理论的新进展并为相关

学科提供知识和技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蛋白质工程的基

本理论、基础知识、主要研究方法和技术以及生物信息学和现代生物技

术在蛋白质工程上的应用及典型研究实例，熟悉从事蛋白质

工程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努力培养学生具有科学思维方式、启发学生科

学思维能力和勇于探索，善于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蛋白质工程是随着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结

构生物学、晶体学和计算机技术等的迅猛

发展而诞生的，也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

生物信息学等的发展密切相关，是融合了蛋白

质晶体学、蛋白质动力学、蛋白质化学和计算

机辅助设计等多学科而发展起来的新兴研究

领域。因此，酶工程课程的学习在专业中的地

位与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食品检验与分

析

《食品检验与分析》为生物技术专业学生的选修课，主要是介绍食品中

基本成分的分析方法，通过学习，让学生们了解食品分析和检验的基本

理论知识，掌握相关的实验方法，以及实验数据处理的基本要领，为今

后从事相关的分析和检验工作奠定基础。

本课程以《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生物化学》等课程为先导基础课程，

只有在了解了食品成分组成、基本化学性质和

常用化学检测方法，才能深入学习食品分析与

监测技术。

生技专业英语

专业英语是学生完成基础英语学习后的一门继续课程，通过指导学生阅

读有关专业英语文献，使他们进一步提高阅读和翻译科技资料的能力，

并能以英语为工具获取专业所需的信息。本课程尽可能反映生物技术领

域的基础知识，如无机(有机、分析)化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分子

遗传学，代谢，酒，生物能源，动植物细胞培养，干细胞培养，抗生素，

环境生物技术，发酵动力学，生化反应器等内容，同时也突出生物技术

领域最新成果和发展方向。

学生通过该课程可学习专业词汇、构词法、翻译理论与技巧、基本英语

写作。

中文专业基础课是专业英语开设的基础，先修

的中文专业基础课能够使学生对所修专业

知识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专业英语的学习将

有助于学生习惯英语国家本领域专业人员理

解、阅读、撰写和交流的思维风格和方式，为

今后独立从事外文资料阅读和撰写奠定基础。

现代生物技术

进展

“现代生物技术进展”不以任何现有或自编教材为蓝本，没有固定的教材。

以专题综述的形式，由每位授课老师就其研究内容相关领域，根据当年

（甚至当月）国内外期刊中的最新研究成果，或者学者间非正式的交流

或设想等，综合整理后，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或提出讨论。因此，本课

程主要参考文献来自一些高水平的科学期刊。通过讲述生物技术在“农
业、食品、环境、健康和能源”方面的应用及最新进展，拓展学生视野，

提高其学习兴趣。

本课程需要学生基本掌握发酵工程、细胞工

程、酶工程、基因工程和生物学的基本理论

知识，所以应安排在这几门课程之后学习。现

代生物技术概论的学习为学生掌握生物技术

及理论奠定了基础。在课程内容的分工中，要

求淡化对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发酵工程及酶

工程等技术基础理论的讲解，突出讲述相关技

术在各领域实际应用的最新内容。

生物制品学

生物制品是现代医学中发展比较早的一类药品，随着相关学科和技术的

发展，其种类和品种不断增加，在疾病预防、治疗和诊断中起重要作用。

随着克隆选择学说、免疫球蛋白的结构、巨噬细胞及 T细胞和 B细胞的

功能、主要组织相容复合物（MHC）的参与、抗体形成的遗传基础、细

胞因子的作用等逐步得到阐明，以及分子生物学的兴起，提供了基因工

程和杂交瘤两种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技术，发酵工程和蛋白质化学的发展

提供了现代生物反应器和蛋白质的分离纯化、检测技术。这些科学技术

的发展，扩大了生物制品的范畴，同时给生物制品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和

生物制品是一门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

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等基础生物学及生

物制品生产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带有很强的

综合性、学科交叉性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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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基础。目前，生物制品已经发展成为以微生物学、免疫学、生物化

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为理论基础，以现代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工程、发

酵工程、蛋白质工程等为技术基础的一门新的独立学科——生物制品学。

现代生物技术

概论

“生物技术概论”是农科类的专业选修课，先修课程主要有“英语、专业英

语、植物学、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普通遗传学、分子遗传

学”等。本学科综合上述学科的理论基础、方法和技术，通过讲述“现代

事物技术的概念和发展简史”、“生物工程各项技术”、“基因

克隆、转化、调空及其表达”、以及在“农业、环境、健康和能源”方面的

应用，旨在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现代事物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国

内外生物技术各领域发展的来龙去脉、研究现状、发展方向和在国民经

济中的应用，为今后开展生物技术相关研究和学习提供基础。

本课程需要学生基本掌握发酵工程、细胞工

程、酶工程和基因工程的基本理论知识，所

以应安排在这几门课程之后学习。现代生物技

术导论的学习为学生掌握生物技术及理论奠

定了基础。在课程内容的分工中，要求突出讲

述发酵工程和酶工程两方面的内容。

生物工艺学

《生物工艺学》课程重点介绍了生产中共性工艺技术的理论、工程知识，

同时精选若干典型生产过程进行具体介绍。在微生物发酵、生物反应器、

生物分离等内容的优化与整合上，突出课程内容的基础应用性与创新性，

使学生比较全面的掌握生物技术相关问题的基本原理、

基本方法和创新能力。

本课程主要介绍生物技术的共性理论与工程

原理、不同产品工艺以及前沿发展，是在学

生学完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化工原理学等相

关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本课程必须有微生物

学的先导课做基础，与微生物遗传与育种、发

酵工艺原理及代谢控制发酵等知识紧密联系

共同构成了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等专业的工业

微生物及生物制药等专业方向主干课程。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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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理学 专业代码：0701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数学基础和数学思维能力，掌握信息科学、计算科学、金融分析和大数据处理的基础理论、方法和技能，受到科

学研究的基本训练，能解决信息技术、科学与工程计算、金融分析和数据处理和分析中的实际数学问题以及软件开发与维护的应用型专

门人才。毕业生能在科技、教育、信息产业、经济、金融等部门从事研究、教学、管理、应用开发、软件维护、科学计算等工作，也可

出国深造或者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信息科学、计算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打下坚实的数学基础，受到较好的计算机训练，具备在数

学、计算科学、信息科学、大数据和金融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及设计开发有关软件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掌握信息科学/或计算科学/或金融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能熟练使用计算机(包括常用语言、工具及一些专用软件)，具有基本的算法设计、分析能力和较强的数据处理及编程能力；

3、了解某个应用领域，能运用所学的理论、方法和技能解决某些科研或生产中的实际课题；

4、对数学、信息科学、计算科学、金融相关理论、技术及应用的新发展有所了解；

5、掌握一门外语，能顺利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软件开发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具有良好的政

治思想、道德修

养和社会责任

感，具备较强的

组织管理和团

队合作的能力。

2.具有扎实的数

学基础，掌握信

息科学/或计算

科学/或金融分

析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知识

3.能熟练使用计

算机(包括常用

语言、工具及一

些专用软件)，具
有基本的算法

设计、分析能力

和较强的数据

处理及编程能

力

4. 了解某个应

用领域，能运用

所学的理论、方

法和技能解决

某些科研或生

产中的实际课

题

5.对数学、信息

科学、计算科

学、金融相关理

论、技术及应用

的新发展有所

了解

6.掌握一门外

语，能顺利阅读

本专业的外文

资料；掌握文献

检索、资料查询

的基本方法，具

有一定的科学

研究和软件开

发能力

7.具有一定的创

新能力和创新

意识，能独立撰

写论文，具备进

一步学习的能

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程序设计基础（C++）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数学分析 √

高等代数 √
空间解析几何 √

概率论 √

数理统计 √
复变函数 √

数学规划 √

普通物理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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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

数学建模 √
实变函数 √

计算机网络技术 √

离散数学 √
数据结构 √

常微分方程 √

数值分析 √
专业英语 √

偏微分方程 √

Fortran程序设计 √
并行计算 √

微分方程数值解 √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
面向对象的 Java程序

设计
√

计算机组成原理 √

基于 java的 web开发

（JSP/Sevlet）
√

软件工程 √

西方经济学 √

货币银行学 √
金融数学 √

计量经济学 √

证券投资学 √
Python程序基础 √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

数据挖掘与分析 √
hadoop云计算系统 √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

图论和组合优化

博弈论 √

模糊数学 √

计算机图形学 √
应用密码学 √

微分几何 √

神经网络 √
组合数学 √

Web前端技术 √

应用随机过程 √
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

符号计算 √

泛函分析 √
流体力学 √

Oracle数据库应用 √

Android手机程序设计 √
自动控制原理 √

科技论文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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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特色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是以信息处理、科学与工程计算为背景的，由信息科学、计算科学、金融分析和数据处理等学科交叉渗透而形成的

一个新的理科专业。通过学习数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金融分析及数据处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数学基

础和数学思维能力，具有基本的算法分析、设计能力和较强的编程能力，能解决信息科学技术、金融、工程计算和大数据处理和分析中

的实际问题，并具有出国或考研等继续深造的坚实专业基础。目前本专业由博士、硕士作为骨干教师组成了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科研

力量雄厚，教学条件完善，具有培养本专业本科学生并在相关领域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能力。

五、主干学科

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经济学和大数据科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空间解析几何、常微分方程、概率论、数理统计、离散数学、数值分析、复变函数、数学规划、数学建模、数据

结构、操作系统、程序设计基础（C++）、面向对象的 Java程序设计、、金融数学、数据挖掘与分析等。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1 15 14 26 24 32
要求学时 2148+25周 636 128 496 248 216 424 24周 224+25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 19.37% 9.40% 8.80% 16.25% 15% 25.6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160学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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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2 8 1 考查 B111301
与云计算、

统计打通

程序设计基础（C++）
（Programming Fundamentals
（C++））

4 56 16 4 考试 B111302
与统计打

通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理工医类

专业至少

选择一门

小计 42.0 636 40 16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1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数学分析(1)
（Mathematical Analysis（1））

5 80 5 考试 B113301
与统计打

通

数学分析(2)
（Mathematical Analysis（2））

5 80 5 考试 B113302
与统计打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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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分析(3)
（Mathematical Analysis（3））

5 80 5 考试 B113303
与统计打

通

高等代数(1)
(Higher Algebra(1))

5 80 5 考试 B113304
与统计打

通

高等代数(2)
(Higher Algebra(2))

4 64 4 考试 B113305
与统计打

通

空间解析几何

(Space Analytic Geometry)
2 32 2 考试 B113306

与统计打

通

概率论

(Probability Theory)
3 48 3 考试 B113407

数理统计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2 32 2 考试 B113408

小计 31 496 12 9 8 2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5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

修

复变函数

(Complex Variable Function)
3 48 3 考试 B118401

数学规划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3 48 3 考试 B118402

普通物理 C
(General Physics C )

3 40 16 3 考试 B118303
与云计算

打通

操作系统

(Operation System)
3 40 16 3 考试 B118301

与电子打

通

数学建模

(Mathematical Modeling)
3 48 3 考试 B118302

与云计算

打通

实变函数

(Real Variable Function)
3 48 3 考试 B118405

计算机网络技术

(Computer Networks)
3 40 16 3 考试 B118406

与电子同

学期上课

小计 21 312 16 32 0 7 4 4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离散数学

(Discrete mathematics)
3 48 3 考试 B114401

数据结构(Data Structure) 4 56 16 4 考试 B114402

常微分方程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3 48 3 考试 B114403

数值分析

(Numerical Analysis)
3 48 3 考试 B114404

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1 16 3 1 考试 B114405

小计 14 216 16 0 0 7 3 6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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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工程

计算

偏微分方程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3 48 3 考试 B115401

最优化计算方法

(Optimization calculation
method)

4 56 16 3.5 考试 B115402

并行计算

(Parallel computing) 4 56 16 4 考试 B115403

微分方程数值解

(numerical method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4 56 16 4 考试 B115404

小计 15 216 48 6.5 8

软件

工程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Databse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3 40 16 3 考试 B115301
与电子同学

期上课，与统

计打通

面向对象的 Java程序设计

(Object—oriented Java
programming)

3.5 48 16 3.5 考试 B115405

计算机组成原理

(Structured Computer
Organization)

3 40 16 3 考试 B115406
与电子同学

期上课

基于 java的 web开发

（JSP/Sevlet）(Development
Research of Web Based on
Java(JSP/Sevlet))

3.5 48 16 3.5 考试 B115407

软件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2 16 一周 2 考试 B115408
由企业兼职

教师承担

小计 15 192 64 一周 6.5 8.5

金融

数学

西方经济学

(Western Economics) 3 48 3 考试 B115302 与统计打通

货币银行学

(Money and Banking) 3 48 3 考试 B115303 与统计打通

金融数学

(Financial Mathematics) 3 48 3 考试 B115304 与统计打通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3 40 16 3 考试 B115305 与统计打通

证券投资学

（security analysis and
investment）

3 48 3 考试 B115306 与统计打通

小计 15 232 16 6 9

大数

据工

程

Python程序基础

(Python Program Foundation ) 3 40 16 3 考试 B115409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database)

3 40 16 3 考试 B115301 与统计打通

数据挖掘与分析

(Data mining and analysis) 3 40 16 3 考试 B115308 与统计打通

hadoop云计算系统

(Hadoop cloud computing
system)

3 40 16 3 考试 B115309 与统计打通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3 40 16 3 考试 B115310 与统计打通

小计 15 200 80 一周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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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图论和组合优化

(Graph theory and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2 32 2 考试 B116401

博弈论

(Game theory)
2 32 2 考试 B116402

模糊数学

(Fuzzy mathematics)
2 32 2 考试 B116303 与统计打通

计算机图形学

(Computer graphics)
2 32 2 考试 B116404

应用密码学

(Applied cryptography)
3 40 16 3 考试 B116305

与云计算打

通

微分几何

(Differential geometry)
2.5 24 32 2.5 考试 B116406

神经网络

(Neural network)
2 32 2 考试 B116307 与统计打通

组合数学

(Combinatorial mathematics)
2 32 2 考试 B116308 与统计打通

Web前端技术

(Wed front-end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116409

应用随机过程

( Applied stochastic processes)
2.5 40 2.5 考试 B116410

用多元统计分析

(Applie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3 48 3 考试 B116311 与统计打通

符号计算

(Symbolic computation)
2.5 32 16 2.5 考试 B116412

泛函分析

(Functional analysis)
2 32 2 考试 B116413

流体力学

(Fluid mechanics)
2 32 2 考试 B116414

Oracle数据库应用

(Oracle database application)
3 40 16 3 B116415

Android手机程序设计

(Android mobile application
design)

2 32 2 考试 B116416

自动控制原理

(Automatic control theory)
2 32 2 考试 B116312 与电子打通

科技论文写作

(Scientific paper writing)
1 16 1 考查 B116418

小计 12 592 80 3 3 3 2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4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Charitable Labor） （1） 考查

安全教育(Safety Instruc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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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分析课程设计 1 1周 1 实验报告 B117401

数学建模课程设计 1 1周 1 实验报告 B117402

程序设计基础（C++）课程设计 1 1周 1 实验报告 B117403
由企业兼职

教师承担

数学规划(Lingo)课程设计 1 1周 1 实验报告 B117404

MATLAB 高级编程实验 1 1周 1 实验报告 B117405

软件开发项目实训 1 1周 1 实验报告 B117406
由企业兼职

教师承担

数据结构课程设计 1 1周 1 实验报告 B117407

毕业设计（论文） 10 14周 10 论文 B117408
毕业实习 5 5周 5 实习报告 B117409

小计 24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科

专业概论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大一上学期开设的基础必修课程,该课程旨在引导大

一新生了解专业知识，帮助他们适应大学生活，掌握学习方法，培养

专业感情，有助于学生认识自我、认识教育、探寻成长之路。

该课程为学习本专业的其他课程奠定 “以全局

指导局部”的基础。使学生掌握相应的学习方法、

了解本学科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和教学计划、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进入大学生活学习

的“大门”。

程序设计基础

（C++）

本课程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础课，主要讲授 C++程序设计语言的

基本语法规则、C++程序的结构和过程化程序设计基础，以及面向对象

程序设计方法在 C++中的体现。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大学计算机基础，程序设

计基础（C语言）等。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

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

学以致用目的。

数学分析

本课程是数学各专业的一门基础必修课，一般指以微积分学和无穷级

数一般理论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它们的理论基础（实数、函数和极限

的基本理论）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数学学科。它以极限为工具研究函数

的连续性、可微分及可积分等各种特性。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初等数学，后续可通过复

变函数，泛函分析等课程进一步巩固和提高。

高等代数(1)

《高等代数（1）》是信息与计算科学本科专业最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
是数学各专业报考研究生的必考课程之一。讲授本课程的目的主要在

于培养学生的代数基础理论和思想素质，基本掌握代数中的论证方法,
获得较熟练的演算技能和初步应用的技巧,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讲授的主要内容有：多项式的相关知识、行列式的定义及计算、

线性方程组的定义及解的结构、以及矩阵的定义及矩阵的运算。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初等代数、高等数学中的

微积分理论，学习过程中如果能和解析几何的学

习结合起来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好此课程

课上认真听讲、课下努力复习缺一不可。

高等代数(2)

《高等代数（2）》是信息与计算科学本科专业最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
是数学各专业报考研究生的必考课程之一。讲授本课程的目的主要在

于培养学生的代数基础理论和思想素质，基本掌握代数中的论证方法,
获得较熟练的演算技能和初步应用的技巧,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讲授的主要内容有：二次型的定义及分类、线性空间的定义及

判定、线性空间的基与维数、线性变换的定义与性质及其与矩阵的联

系、欧式空间的定义性质。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高等代数（1）、空间解

析几何，高等代数（2）比高等代数（1）在广度

和深度上都很大增加，要学好高等代数（2）必

须要和高等代数（1）（结合起来），线性方程

组的相关理论是学好线性空间的基础，矩阵的相

关理论是线性变换的基础，第九章欧式空间要和

第五章二次型结合起来学习。要好此课程课上认

真听讲、课下努力复习缺一不可。

空间解析几何

《空间解析几何》是信息与计算科学本科专业最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

是数形结合的典型学科，它把几何问题的讨论，从定性的研究推进到

可以计算的定量的层面。在第一章“矢量与坐标”中，建立了空间的点

与径矢的对应和空间的点与有序实数组的对应，进而深入研究了向量

代数。在第二章“轨迹与方程”中，建立了轨迹与其方程的对应。在第

三章“平面与空间直线”中，建立了它们的各种形式的方程，导出了它

们之间的位置关系的解析式、距离、交角等计算公式。在第四章“柱面、

锥面、旋转曲面与二次曲面”中，建立了一些曲面的方程，并说明这些

曲面可以由一条曲线按某种规律所生成。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平面解析几何、立体几

何。本课程的定义公式较多，所以学好此课程的

关键是理解、记忆、多做练习。

概率论

本课程是研究和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随机现象规律的一门学科，是

统计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与数学的其他分支有着密切联系，并在各个

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本课程主要阐述概率论的基本思想，介绍研究

随机现象的基本方法以及基本结果。

本课程需要数学分析课程的相关只是，后续课程

有数理统计、多元统计分等，之后还可通过集中

实践如课程设计、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

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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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统计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主要讲授数理统计的基础知

识，包括常用的统计量及三大抽样分布、点估计与区间估计、假设检

验、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内容。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概率论，后续可通过计量

经济学、应用多元统计分析等课程进一步巩固和

提高，通过统计软件上机实验熟悉数理统计中的

基本知识和方法的应用，通过毕业设计环节达到

学以致用目的。

数学建模

本课程是联系数学与实际的桥梁，是数学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的媒介。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利用数学理论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全过程，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学习

数学的兴趣和应用数学的意识与能力。

其先修课程为运筹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分

方程等其它课程

普通物理 C

是理工科个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通识性的必修基础课。大学物理课程

既为学生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又在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增强学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等方

面，具有其他课程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

复变函数

课程主要讲授单复变函数的一些基本知识，分别从导数、积分、级数、

留数、映射五个方面来刻画解析函数的性质及其应用。首先从复数域

开始，引入复变函数，再给出解析函数的概念，再以它为研究对象，

介绍解析函数的导数、积分、解析函数的幂级数表示法，解析函数的

罗朗展式与孤立奇点，留数理论及其应用。

建议先学数学分析，它在力学、电学及理论物理

等学科中有着重要的应用。本课程旨在使学生初

步掌握复变函数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学习有关

后继课程和进一步扩大数学知识面而奠定必要

的基础。

普通物理 B

该门课程是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通识性必修基础

课。该课程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构成学生科学

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所必备的。

为学生系统地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增强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等方面，具有其他课

程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课程的教学内容力学和电磁学等内容，大学

物理实验 16学时。通过学习，应使学生对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和基本方法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为进一步学习打下坚

实的基础。

建议先学数学分析，为学习有关后继课程和进一

步扩大知识面而奠定必要的基础。

操作系统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主要讲授操作系统的基础知

识，包括操作系统的定义、作用、主要功能，然后针对主要功能展开

讲解各个功能，分别是进程管理、作业管理、内存管理、虚拟存储、

设备管理、文件管理以及外村管理等内容。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或者 C语言，该课

程是“编译原理”、“信息安全”等课程的前置课

程，“计算机网络”也需要用到本课程知识点。同

时是计算机专业考研科目中必考的科目---计算

机专业综合基础中的一门课程。

计算机网络技术

本课程是计算机及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培养学生掌

握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工作原理、理解计算机网络的概念、掌握计算机

网络的体系结构、掌握计算机网络的应用、牢固掌握 TCP/IP协议及其

应用层协议、了解网络安全的相关知识、了解网络最新技术及其发展

趋势。

学习本课程需要先修 C语言程序设计、数字电路

及通信原理等课程，是进行网络程序设计和网络

应用的基础。

数学规划

本课程是组合最优化问题的核心课程，涵盖了数学规划问题的多种形

式和求解算法原理。通过课程的学习可以掌握数学规划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计算方法；结合统计学专业特点，把数学规划方法用于实际，提

高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水平。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计算机应用基础》

实变函数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程，主要讲授实变函数的基

础知识，包括集合与子集合，集合的运算，映射和基数，n维欧式空间，

闭集、开集、Borel集，点集间的距离，点集的 Lebesgue外测度，可测

集、测度，可测集与 Borel集，不可集，连续变换与可测集，可测函数

的定义及其性质，可测函数列的收敛，可测函数与连续函数，

非负可测函数的积分，一般可测函数的积分，可积函数与连续函数，

Lebesgue积分与 Riemann积分，重积分与累次积分，单调函数的可微

性，有界变差函数，不定积分的微分，绝对连续函数与微积分基本定

理， L^p空间的定义与不等式， L^2空间的结构等内容和知识。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学分析，尤其是熟练掌

握定积分的定义、构造、计算等知识，后续可通

过泛函分析等课程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以达到学

以致用目的。还可以考取数学专业的研究生进行

进一步的深造。

离散数学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云计算）专业的重要专业课程，主要讲授

数理逻辑学、集合论、关系论、函数论、图论等重要知识，是后继各

科计算机课程以及算法课程的数学理论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

作用。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线性代数（或高等代数）、

高等数学（或工科数学分析）等，后续可通过其

它计算机与算法方面的课程学习进行理论应用

和理解，进一步加强提高后即课程的理解能力，

提高学习效率。

846



数据结构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计算机学科各个专业必修的

专业基础课，该课程主要研究数据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数据

对象的结构形式、各种数据结构的性质及其在计算机内的表示，各种

结构上定义的基本操作和算法，以及数据结构的应用等内容。本课程

也为学生学习操作系统、编译原理和数据库等后续课程奠定基础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后续可

通过课程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

以致用目的。

常微分方程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主要讲授常微分方程的基础

知识，包括常微分方程的定义、性质、分类，一阶常微分方程（变量

分离方程、齐次方程、隐式方程）的各类初等解法，线性微分方程解

的性质与结构，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组）的解法，以及常微

分方程解的存在、唯一性等一般性理论。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理论联

系实际的意识和能力，为后续课程准备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工具。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后

续可通过数值分析、数学物理方程、数学建模、

微分方程数值解、集中实践如毕业设计等环节进

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数值分析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主要讲授数值分析的基础知

识，包括数值分析的概念、原理，以及各种数值计算方法，如插值法、

函数逼近、曲线拟合、数值积分、数值微分、解线性方程组的直接法、

迭代法、非线性方程求根的二分法、牛顿迭代法、常微分方程数值解

的欧拉法等各种算法的特点、适用范围和数值计算结果的分析等内容。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掌握相关的算法原理，为其以后进一步

学习有关科学计算理论的课程打下重要基础。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常

微分方程、C语言等，后续可通过数值分析实验

熟悉数值分析中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数学建

模、毕业设计环节进一步巩固和提高，达到学以

致用目的。

专业英语

本课程将英汉互译与信计专业翻译教学融合在一起，注重从目前统计

学英文期刊、教材与专著中提炼出专业术语、常用句型、翻译技巧等；

提供一些选自于最新统计学英文文献中的部分内容，让学生真正在学

习中体会到原汁原味的专业特色。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专业英语，培养学生阅读

英文文献、利用英文进行专业写作以及用英语进

行专业交流的能力，并为进一步学习后续课程及

相关课程打好基础

偏微分方程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主要讲授波动方程，内容包

括方程的导出与定解条件、达朗贝尔公式与波的传播、初边值问题的

分离变量法、高维波动方程的柯西问题、波的传播与衰减等；热传导

方程，内容包括热传导方程及其定解问题的导出、初边值问题的分离

变量法、柯西问题等；调和方程，内容包括方程与定解条件、格林公

式及其应用、格林函数等；二阶线性偏微分方程的分类与总结等。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常

微分方程、复变函数等课程，后续可通过微分方

程数值解课程以及毕业论文等环节进一步加强

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最优化计算方法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主要讲授最优化的相关算法。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学分析，概率论和梳理

统计，高度代数和计算机编程相关知识。

并行计算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主要讲授并行计算的基础知

识，内容包括并行计算的预备知识、Linux操作系统与程序开发环境、

消息传递编程接口MPI等、程序性能评价与优化；并行算法设计与实

现实例，内容包括自适应数值积分、矩阵并行计算、FFT算法与应用、

二维 Poisson方程、二维热传导方程等。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或 Fortran并行程序设

计、数值分析、偏微分方程等课程，后续可通过

微分方程数值解课程以及集中实习、毕业论文等

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微分方程数值解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主要讲授常微分方程的数值

解法，内容包括一阶常微分方程初值问题的 Euler折线法、线性多步法、

Runge-Kutta法；椭圆型方程的差分方法；发展型（包括抛物型与双曲

性）方程的差分方法；有限元方法简介以及有限元方法的误差分析。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常微分方程、数学物理方

程、数值分析等课程，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毕

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

目的。

数据库原理及应

用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选修课，主要讲授数据库技术的

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基本的操作技能和简单数据库的设计技术。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

结构等课程，在学习过程中以及后续实习、实践

环节中加强练习实践。

面向对象的 Java
程序设计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专业方向课，旨在介绍 Java语言的基本知识，训

练 Java标准版本（J2SE）的编程基本功，建立面向对象的编程思维框

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同学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与

方法，掌握以 Java 语言为基础的面向对象编程技术,初步掌握以 Java
为核心的应用软件开发。教学内容包括：Java语言绪论、Java语言的

基本要素、Java语言结构化程序设计、Java 面向对象技术、Java输入

输出、Java常用基础类、Java界面设计与多媒体技术、Java多线程、

Java数据库编程和 Java网络编程等。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C++程
序设计、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后续

课程有软件工程，基于 java的 web开发，基于

Android系统的手机开发等。

计算机组成原理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了解计算机的基本结构；掌握计算机的基本组

成与结构原理，各功能部件在整机中的作用以及所要完成的任务；掌

握程序和数据在计算机中是如何存储的，以及指令在计算机中的编译

和执行过程。掌握计算机与外部设备之间的接口技术与原理；了解计

算机外部设备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

本课程在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

中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先修课程为数字电路，后

续课程可能还有：计算机系统结构，嵌入式技术

等。

基于 java的 web
开发（JSP/Sevlet）

本课程是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专业方向课，主要讲授 servlet，jsp动态

网站开发技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 Servlet和 JSP的基

本语法及Web服务器、Web开发工具的配置和使用，培养学生的Web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C++程
序设计、java程序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

库原理等，后续课程有 J2EE框架技术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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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能力 企业级项目 II（基于 J2EE）等。

软件工程

本课程以 IEEE 最新发布的软件工程知识体系为基础构建内容框架，

注重贯穿软件开发整个过程的系统性认识和实践性应用，以当前流行

的统一开发过程、面向对象技术和 UML 语言作为核心，密切结合软

件开发的先进技术，从“可实践” 软件工程的角度描述需求分析、软件

设计、软件测试以及软件开发管理，使学生在理解和实践的基础上掌

握当前软件工程的方法、技术和工具。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据库系统原理、程序设

计基础（C++)等，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实

习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

致用目的。

西方经济学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主要讲授计量经济学的基础

知识，包括计量经济学概念， 建立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步骤

和要点，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应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回归分析、基

本假设、参数估计、统计检验、预测和实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函

数形式、基本假定、参数估计、统计检验、预测、受约束回归等。单

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异方差性、序列相关性、多重共线性、随机解

释变量问题，虚拟变量模型，滞后变量模型，模型设定偏误问题，联

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理论与方法、基本概念、识别、估计等知识

和内容。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西方

经济学等知识，后续可通过课内上机熟悉基本的

EViews操作和计量经济学问题的分析思路，通

过毕业设计环节进一步巩固提高，达到学以致用

目的。

货币银行学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主要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基础

知识，包括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由来和演变，需求、

供给和均衡价格，效用论、无差异曲线、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生产

论和生产函数，短期成本曲线和长期成本曲线，完全竞争市场，完全

竞争市场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的垄断、垄断竞

争、寡头， 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一般均衡论和福利经济学，效率与

公平等知识和内容。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后

续可通过计量经济学、金融数学等课程进一步巩

固和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还可以考取经

济类的研究生，进一步研究深造。

金融数学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主要讲授货币银行学的基础

知识，包括货币的起源与职能、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货币的计量，

货币制度及其构成要素、货币制度稳定的条件，信用的形式与信用工

具、信用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银行的起源与演进、非银行金融机构，

金融市场及其功能、金融市场理论，利息与利率理论，资本市场，货

币市场，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商业银行概述，商业银行业务，商业

银行经营管理理论，中央银行的地位与职能，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与

金融监管，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理论等知识和内容。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后续

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

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计量经济学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主要讲授金融数学的基础知

识，包括简单市场模型的基本概念和假设、无套利原则、单期二叉树

模型、风险和收益、远期合约、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外汇、利用期

权管理风险，货币的时间价值和货币市场，资产组合管理，资本资产

定价模型，远期合约和期货合约，期权的定义、期权价格，二叉树模

型和期权定价、套期保值，一般的离散时间模型和连续时间模型。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西方

经济学等知识，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设计

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还可以考取经济类、金融类研究生进一步深造研

究。

证券投资学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主要讲授证券投资学的基础

知识，包括证券投资工具的定义与分类，证券市场的概述、运行机制

与监管，资产定价理论及其发展，证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分析，证券投

资的产业分析，公司财务分析，公司价值分析，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的

理论基础和市场行为的四要素，技术分析的主要理论和方法等内容和

知识。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后续

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

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Python程序基础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选修课，主要讲授 Python编程的基本

原理、基础知识、基本的操作技能，为后续大数据分析和处理的学习

打下较好的编程基础。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

结构等课程，在学习过程中以及后续实习、实践

环节中加强练习实践。

数据库原理及应

用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选修课，主要讲授数据库技术的基本

原理、基础知识、基本的操作技能和简单数据库的设计技术。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

结构等课程，在学习过程中以及后续实习、实践

环节中加强练习实践。

数据挖掘与分析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选修课程，主要讲授数据预处理的步

骤、数据仓库的功能、数据挖掘的的一些基本方法，包括相关性与关

联规则、分类和预测、聚类分析等。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据库、概率论等，后续

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进

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hadoop云计算系

统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Hadoop系统的概念、特征、HDFS 的体系结构和

主要操作命令、MapReduce计算框架、Hbase大数据库、Hadoop伪分

布式和完全分布式的安装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Hadoop 的发展历史及应用特点，掌握 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的特

征和应用方法，熟练使用 HDFS 的操作命令和 API 进行大数据文件

操作。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Java程序设计、操作系

统等课程。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实习毕业

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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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机器

学习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选修课，主要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

机器学习领域的经典算法，为学生进行数据分析提供较好的基本理论

基础。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

结构等课程和大数据工程的前期专业课程。

图论和组合优化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重要专业选修课程，主要讲授图论的

基本概念与术语、树、欧拉图与哈密尔顿图、匹配、平面图等理论知

识，以及在此理论基础上进行经典的图论算法学习。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离散数学、线性代数等前

期课程，后续课程为算法导论等算法类计算机课

程，并在后继课程中加深理论上的理解，提高算

法学习的效率。

博弈论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重要专业选修课程，博弈论又被称为

对策论(Game Theory)既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主要讲授完全信息

静态博弈，比如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 Nash均衡及其应用等、完全信息

动态博弈的扩展式描述、子博弈精炼 Nash均衡及其应用、重复博弈、

贝叶斯博弈及贝叶斯 Nash均衡、精炼贝叶斯 Nash均衡及其应用等。

是一门实际应用性很强的数学策略课程。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线性代数（或高等代数）、

高等数学（或数学分析）、运筹学等前期课程，

后续可通过其它经济管理、社会策略类课程学习

进行进一步的应用和理解。

模糊数学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程，主要讲授模糊数学基本概念

及原理，包括模糊预测、模糊模式识别、模糊决策、模糊概率、模糊

控制、模糊语义等内容，通过实际例子，展示模糊数学在建模、决策，

特别是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应用。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学分析（高等数学）、

高等代数（线性代数）、概率论等课程，后续可

通过运筹与优化、控制理论等课程进一步巩固和

提高，通过 matlab软件上机实验熟悉模糊数学

中的基本知识和方法的应用，通过毕业设计环节

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计算机图形学

计算机图形学是研究计算机生成、处理和显示图形的学科，它的重要

性体现在人们越来越强烈地需要和谐的人机交互环境：图形用户界面

已经成为一个软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图形的方式来表示抽象的概念

或数据已经成为信息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掌握计算机图形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理解图形绘制的基

本算法，学会初步图形程序设计，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图形学中的

基本概念基本算法，例如裁减算法、扫描线种子填充算法等。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数据结构，具有

基本的编程能力。本课程主要学习计算机图形学

中最基本的算法，要掌握并理解这些算法最好的

方式就是能够编程实现算法。

应用密码学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主要讲授密码学的基础知识，

包括古典密码、对称密钥密码如 DES、AES、IDEA 等加密解密方法，

公钥密码如背包公钥密码、RSA公钥密码、ELGamal公钥密码、

MCEliece公钥密码，数字签名等内容。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高等代数，后续可通过课

内上机熟悉密码学中的加密解密方法，通过毕业

设计环节进一步提高，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微分几何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一门选修课，是以向量分析为主要工

具来研究三维欧氏空间中的曲线，曲面的局部理论。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学分析，解析几何。

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是目前国际上一门发展迅速的前沿

交叉学科。它是模拟生物神经结构的新型计算机系统，目前已有广泛

的应用。本课程的学习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神经网络的基本概念、基

本原理、知识的表示、推理机制和求解技术，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技

术方法。

本课程使学生对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展有较全面

的了解，对其基本方法有基本掌握，能设计出适

当的计算机模拟程序，能应用这些模型解决一些

实际问题，并为他们今后从事人工神经网络的研

究和应用打下一定的基础。

组合数学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主要讲授组合数学的基本理

论和计数方法，包括鸽巢原理、排斥原理、递推关系、生成函数、Polya
定理等，同时还讨论了动态规划、回溯和启发式算法等重要的组合算

法。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排列组合，离散数学等知

识，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

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Web前端技术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选修课，涉及网页基础、HTML标记、CSS
样式、网页布局、JavaScript编程基础与事件处理等内容。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 HTML、CSS及 JavaScript语言的发展历史及未

来方向，熟悉网页制作流程、掌握常见的网页布局效果、学会制作各

种企业、门户、电商类网站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

网络技术等，后续可通过课程设计等环节进一步

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应用随机过程

本课程是随机过程是现代概率论的一个重要课题，它主要研究和探讨

客观世界中随机演变过程的规律性，主要内容有随机过程的基本概念、

平稳过程、马尔可夫过程的理论及其应用。

其先修课程为概率统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掌握对客观现象的随机现象有定性的了解，为

进一步研究随机现象打下坚实的基础。

应用多元统计分

析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专业核心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

握多元正态分布、聚类分析、判别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对

应分析、典型相关分析、定性数据的建模分析、路径分析、结构方程

建模、联合分析、多维标度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及统计

软件 SPSS操作，

其先修课程概率论、数理统计、数学分析、高等

代数等课程.本课程讲授注重统计思想、知识的

实用性及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应用，通过大量的

国内外经典案例介绍各种数据分析方法，使学生

在掌握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也能较快地进入

实际应用的领域。

符号计算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程，主要讲授符号计算的基本概

念，内容包括符号计算的 6个主要分支：计算代数，几何定理机器证

明的代数方法，计算实代数几何，代数计算在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中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微

分方程等课程，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设计

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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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符号微分、符号积分和微分方程的符号解，以及符号与数值

混合计算。

泛函分析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主要讲授泛函分析的基础知

识，包括压缩映像原理，空间的完备化，列紧集，线性赋范空间的定

义、距离、范数与 Banach空间、线性赋范空间上的模等价、凸集与不

动点定理、内积空间的定义与基本性质、正交与正交基、正交化与

Hilbert空间的同构，线性算子和线性泛函的定义，线性算子的连续性

和有界性，Riesz定理及其应用，纲与开映像定理，闭图像定理，共鸣

定理，Hahn-Banach定理，共轭空间，弱收敛和自反空间，线性算子的

谱等知识和内容。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实变函数，后续可通过集

中实践如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

到学以致用目的。还可以考取数学专业的研究生

进一步研究深造。

流体力学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主要讲授流体力学的基本概

念、流体力学基本方程组、流体的涡旋运动、理想不可压缩流体无旋

运动、粘性不可压缩流体运动、气体动力学基础等课程。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学分析、偏微分方程等

知识，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毕业设计等环节进

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Oracle数据库应

用

本课程通过介绍 Oracle数据库系统基本原理、体系结构与操作方法使

学生熟练掌握基于 Oracle 11g数据库系统的常规管理和对象管理；掌

握 Oracle 11g下的用户管理和权限控制；数据库的备份与恢复；具备

一定的 PL/SQL程序设计能力。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据库系统原理等。后续

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进

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本课程为

后续课程提供了数据库的管理与应用基础。

Android手机程序

设计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选修课，主要讲解 Android软件编程技术，

使学生增加最流行实用的系统的开发经验，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提升编

程能力，从而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就业岗位。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java
语言程序设计等，后续可通过课程设计等环节进

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自动控制原理

本课程是自动控制领域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内容主要涉及古

典控制理论的基本知识，包括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控制系统的

数学建模、线性系统的基本分析方法、线性系统的设计校正方法、线

性离散系统的分析与校正以及非线性控制系统分析等。

学习本课程之前，应先选修下列课程：复变函数

及积分变换、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信号与

系统、数字信号处理、高等数学等课程。

科技论文写作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主要讲授数学及相关学科的

专业术语，数学及相关学科论文的阅读，数学与相关论文的写作等内

容。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大学英语等，后续可通过

阅读数学以及相关学科的论文，撰写，修改，润

色，提高等环节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以达到学以

致用目的。

毕业设计（论文）

毕业设计是大学四年的最后一门课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是

对学生四年来的基础课、专业课、实验课实践课等所有所学学的专业

知识的一次全面考核和提升，并锻炼了学生的独立的学习、调研、查

阅资料、软件开发、硬件设计、资料归档等全方位的锻炼。

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一个最为感兴趣的课题，并

和指导教师讨论沟通。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图

书馆、网络、论坛等各种资源，认真独立，安计

划保质保量地完成毕业设计(论文）。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生经过三年多的基础课、专业

课及大量的实验课程学习和锻炼，已具备了进行简单统计分析基本理

论知识以及一定的动手实践能力。使学生在思想上、业务上得到全面

的锻炼。

在学校指导老师和单位指导老师的双重指导下，

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纪律和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

准时到达实习地点；实习期间按时上岗，不得迟

到、早退、缺勤；以达到培养自己的独立工作能

力和专业技能。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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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计算科学（云计算）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理学 专业代码：0701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良好的数学基础和数学思维能力，培养掌握计算机、网络及数据库相关的

基础理论知识，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基础理论和知识，掌握软件系统的分析、建模和设计方法，

掌握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技术、软件工程师的核心知识与基本技能，具备大数据存储设计、数据挖掘分析与处理、云计算平台的部

署与搭建、云计算相关软件开发等方面的能力，能够在政府、银行、医院、金融、互联网等部门胜任云平台搭建与运维、大数据挖掘与

分析、大数据技术应用和高级应用型软件工程人才等岗位的高素质、应用型技术人才。

二、培养要求

（一）素质结构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立场正确，思想稳定。

2．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具备社会责任感，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

3．理论联系实际，勤奋好学，掌握基础科学知识和基本专业技能，得到创新意识、适应能力的初步培养和训练，具有到一线工作的吃苦

精神。

4．具有健康的身体、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具有合作精神。

（二）知识结构

1．掌握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所必需的较为系统的基础科学理论，扎实的学科基础理论和必要的专业知识，了解相关的科技发展

动向。

2．掌握信息科学领域的实践知识和技能，具有较高的软件应用、开发和管理观念。

3. 掌握云计算平台部署与运维相关知识，掌握大数据平台数据挖掘相关知识，掌握大数据应用开发相关知识。

3．熟悉国家关于数学、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4．了解基本的军事和国防知识。

（三）能力结构

1．具有较强的软件开发、数据库管理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强的云计算系统分析能力、设计能力及系统集成能力，较强的云计

算工程应用能力。

2. 掌握大数据平台下数据挖掘与分析能力，掌握大数据应用开发能力。

3．具有正确运用本国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基本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强的外语与计算机应用能力。

4．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一定的独立工作能力。

5．了解体育运动的基本知识，掌握科学锻炼和养护身体的知识与方法，身心健康，达到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具有良好的政

治思想、道德修

养和社会责任

感，具备较强的

组织管理和团

队合作的能力。

2.掌握数学和计

算机科学与技

术领域所必需

的较为系统的

基础科学理论，

扎实的学科基

础理论和必要

的专业知识，了

解相关的科技

发展动向。

3.掌握信息科学

领域的实践知

识和技能，具有

较高的软件应

用、开发和管理

观念。

4.掌握云计算平

台部署与运维

相关知识，掌握

大数据平台数

据挖掘相关知

识，掌握大数据

应用开发相关

知识。

5.了解体育运动

的基本知识，掌

握科学锻炼和

养护身体的知

识与方法，身心

健康，达到大学

生体育合格标

准。

6.掌握一门外

语，能顺利阅读

本专业的外文

资料；掌握文献

检索、资料查询

的基本方法，具

有一定的科学

研究和软件开

发能力

7.具有一定的创

新能力和创新

意识，能独立撰

写论文，具备进

一步学习的能

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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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工科数学分析(1) √

工科数学分析(2) √

工科高等代数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

离散数学 √

操作系统应用 √
数据结构与算法 √

数学建模 √

计算机组成原理 √
普通物理 C √

计算机网络技术 √

WEB前端技术（HTML，
JavaScript，CSS）

√

面向对象的 Java程序设

计
√

Oracle数据库原理及应

用
√

分布式文件系统 √
基于 Linux操作系统 C
语言开发

√

Linux服务器高级管理 √

基于 java的 web开发

（JSP/Sevlet）
√

J2EE框架技术及应用 √

基于 Android系统的手

机开发技术
√

数据挖掘与经典算法 √
开源云计算平台

OpenStack
√

虚拟化及私有云技术 √

Python程序基础 √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

数据挖掘与分析 √

hadoop云计算系统 √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

软件工程 √

系统分析与 UML √
信息安全技术 √

使用

HTML5+Ajax+Jquery构
建Web应用

√

软件实践与 junit测试 √
应用密码学 √

云计算及核心技术概论 √

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
实验

√

数据结构实验 √

基于 J2EE的项目综合

实战
√

基于虚拟化技术的企业

信息系统综合实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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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 √

毕业设计（论文） √

四、专业特色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云计算方向）是为了适应云计算不断发展需要，与浪潮集团合作形成的一个的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新的专业方

向，通过学习数学、计算机科学、云计算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数学基础和数学思维能力，具有基本的算法分析、

设计能力和较强的编程能力，能解决云计算相关领域中的实际问题，并具有出国或考研等继续深造的坚实专业基础。目前本专业由博士、

硕士作为骨干教师组成了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科研力量雄厚，教学条件完善，具有培养本专业本科学生并在相关领域进行科学研究和

技术开发的能力。

五、主干学科

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工科数学分析、工科高等代数、离散数学、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的 Java程序设计、Oracle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操作系统、虚拟化技术、分布式文件系统、公有云开发、私有云部署、软件工程、基于 Android智能手机开发等。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20 18 18 28 26 43
要求学时 2136+26周 640 128 320 184 344 520 26周 544+26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 13% 11.25% 11.25% 17.50% 16.25% 28%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1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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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111301
与信计打

通

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4 56 16 4 考试 B111501
由信计系

负责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理工医类

专业至少

选择一门

小计 42.0 640 16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工科数学分析(1)
(Mathematical analysis for
engineering (1))

5 80 5 考试 B113501

工科数学分析(2)
(Mathematical analysis for
engineering (2))

6 96 6 考试 B11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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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高等代数

(Higher Algebra for
engineering)

3 48 3 考试 B1135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3 48 3 考试 B113504

离散数学

(Discrete mathematics)
3 48 3 考试 B113505

小计 20 32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操作系统应用

(Operating system application )
4 48 32 4 考试 B118501

48（校方

负责）

+32（浪

潮负责）

数据结构与算法

(Data Structure and Algorithm)
4.5 64 16 4.5 考试 B118502

普通物理 C
(General Physics C )

3 40 16 3 考试 B118303
与信计打

通

数学建模

(Mathematical Modeling)
3 48 3 考试 B118302

与信计打

通

计算机网络技术

(Computer Networks)
3.5 40 32 3.5 考试 B118505

40（校方

负责）

+32（浪

潮负责）

软件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2 24 16 2 考试 B118506 浪潮

小计 20 264 16 96 11.5 6.5 2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WEB前端技术（HTML，
JavaScript，CSS）
((Wed front-end technology
（HTML,JavaScript,CSS）)

3 40 16 3 考试 B114501

面向对象的 Java程序设计

(Object—oriented Java
programming)

4 48 32 4 考试 B114502
和信计同

学期上课

Oracle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Oracl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database)

4 48 32 4 考试 B114503
和信计同

学期上课

分布式文件系统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2 24 16 2 考试 B114504 浪潮负责

基于 Linux操作系统C语言开发

(C language development based
on Linux operating system)

3 32 32 3 B114505

Linux服务器高级管理

(Linux senior management
server)

2 24 16 2 考试 B114506 浪潮负责

小计 18 216 128 7 9 2

855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移动

互联

网开

发方

向

基 于 java 的 web 开 发

（JSP/Sevlet））

(Development Research of Web
Based on Java(JSP/Sevlet))

4 48 32 4 考试 B115501

J2EE框架技术及应用

(J2EE framework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5 64 32 5 考试 B115502 浪潮负责

基于Android系统的手机开发技

术

(Mobile phone development
technology based on Android
system )

3 32 32 3 考试 B115503 浪潮负责

小计 12 144 96

云计

算大

数据

方向

数据挖掘与经典算法

(Data mining with the classical
algorithm)

2 24 16 2 考试 B115504 浪潮负责

开源云计算平台 OpenStack
(Open source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OpenStack)

2 24 16 2 考试 B115505 浪潮负责

虚拟化及私有云技术

(Virtualization and private cloud
technology)

3 32 32 3 考试 B115506 浪潮负责

小计 7 80 64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

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Python程序基础

(Python programming
fundamentals)

3 40 16 3 考试 B116501
信计系或

浪潮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database)

3 40 16 3 考试 B116502

计算机组成原理

(Structured Computer
Organization)

3 40 16 3 考试 B116326
与电子打

通

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3 40 16 3 考试 B116503

系统分析与 UML
(System analysis and UML) 3 40 16 3 考试 B116504

信息安全技术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116505

使用 HTML5+Ajax+Jquery构建

Web应用

(Using HTML5+Ajax+Jquery to
construct Web applications)

3 40 16 3 考试 B116506

软件实践与 junit测试

(Software practice and junit
testing)

3 32 16 3 考试 B116507

应用密码学

(Applied cryptography) 3 40 16 3 考试 B116305
与云计算

打通

小计 26 344 128 1 0 3 3 3 0 0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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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Charitable Labor） （1） 考查

安全教育(Safety Instruction) （2） 考查

云计算及核心技术概论

每学期 2次
讲座，第 1
至第四学年

社会实践 （2） 考查

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实验 1 1周 1 实验报告 B117501

数据结构实验 1 1周 1 实验报告 B117502

基于 J2EE的项目综合实战 4 4周 4 实验报告 B117503
基于虚拟化技术的企业信息系统综合实

战
4 4周 4 实验报告 B117504

毕业实习 4 （4） 4 考查 B117505

毕业设计（论文） 10 （15） 10 考查 B117506
小计 26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本课程是该专业大一上学期开设的基础必修课程,该课程旨在引导大

一新生了解专业知识，帮助他们适应大学生活，掌握学习方法，培

养专业感情，有助于学生认识自我、认识教育、探寻成长之路。

该课程为学习本专业的其他课程奠定 “以全局

指导局部”的基础。使学生掌握相应的学习方

法、了解本学科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和教学

计划、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进入大学

生活学习的“大门”。

程序设计基础(C语

言)

本课程是该专业的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一

门通用高级程序设计语言。培养学生程序设计的基本知识和能力，

培养良好的程序设计方法和设计习惯。主要讲授内容为三大程序设

计基本结构、数组、函数、指针、结构体及文件。

本课程不需要先修课程，后续课程有数据结构、

面向对象技术、单片机和嵌入式技术等，之后

还可通过集中实践如课程设计、毕业实习毕业

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

目的。为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工科数学分析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云计算）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主

要讲授函数极限、函数连续性、函数的微分与积分、空间解析几何、

多元函数的微积分、微分方程、级数等重要知识，是云计算专业后

继多门课程的数学理论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此课程是大一新生的第一门数学课程，在中学

数学的基础上对数学知识的进一步扩展，所学

知识在多门后续课程中（比如概率论、离散数

学、算法导论等）经常使用，可通过其后各门

课程学习进行理论应用和理解，进一步加强提

高后即课程的理解计算能力，提高学习效率。

工科高等代数

本课程是云计算专业的必修课程，主要讲授行列式的性质及其计算、

矩阵及其运算、矩阵的初等变换与线性方程组、向量的线性相关性

与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相似矩阵及二次型等。

刚迈入大学的大学生，已经具有向量、方程组

等的基础知识，对于该课程比较容易的接受，

后续可通过数学建模、数据结构、图论等课程

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本课程是信计（云计算）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主要讲授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的基础知识，包括概率的定义、性质、古典概型、条

件概率，常见一维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率、常见连续型随机变量

的密度函数、函数的分布，多维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联合分布、

边缘分布、条件分布、独立性，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大数定律及

中心极限定理，常用的统计量及三大抽样分布，点估计和区间估计，

假设检验等内容。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高等数学中的导数、定

积分以及二重积分等，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

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

致用目的。

离散数学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云计算）专业的重要专业课程，主要讲

授数理逻辑学、集合论、关系论、函数论、图论等重要知识，是后

继各科计算机课程以及算法课程的数学理论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

基础性作用。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线性代数（或高等代

数）、高等数学（或工科数学分析）等，后续

可通过其它计算机与算法方面的课程学习进行

理论应用和理解，进一步加强提高后即课程的

理解能力，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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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应用

本课程是信计（云计算）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程，主要讲授

操作系统的基础知识，包括操作系统的定义、作用和主要功能，然

后针对主要功能展开讲解各个功能，分别是进程管理、作业管理、

内存管理、虚拟存储、设备管理、文件管理以及外存管理等内容。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或者 C语言，该课

程是“编译原理”、“信息安全”等课程的前置课

程，“计算机网络”也需要用到本课程知识点。

同时是计算机专业考研科目中必考的科目---计
算机专业综合基础中的一门课程。

数据结构与算法

本课程是信计、云计算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计算机学科各个

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该课程主要研究数据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包括，数据对象的结构形式、各种数据结构的性质及其在计算机内

的表示，各种结构上定义的基本操作和算法，以及数据结构的应用

等内容。本课程也为学生学习操作系统、编译原理和数据库等后续

课程奠定基础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后续

可通过课程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

到学以致用目的。

大学物理

是理工科个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通识性的必修基础课。大学物理课

程既为学生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又在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增

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意

识等方面，具有其他课程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

数学建模

数学建模课程是研究如何将数学方法和计算机知识结合起来用于解

决实际问题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是集经典数学、现代数学和实际

问题为一体的一门新型课程，是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手段

和途径。

本课程在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起总结性的作

用,需要学生在学习高等数学、C语言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MATLAB 语言及应用等课程的基础

学习。

普通物理 C

该门课程是高等学校理工科各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通识性必修基础

课。该课程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构成学生科

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所必备

的。为学生系统地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增强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等方面，具

有其他课程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课程的教学内容力学和电磁学等

内容，大学物理实验 16学时。通过学习，应使学生对物理学的基本

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为进

一步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建议先学数学分析，为学习有关后继课程和进

一步扩大知识面而奠定必要的基础。

计算机组成原理

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了解计算机的基本结构；掌握计算机的基本

组成与结构原理，各功能部件在整机中的作用以及所要完成的任务；

掌握程序和数据在计算机中是如何存储的，以及指令在计算机中的

编译和执行过程。掌握计算机与外部设备之间的接口技术与原理；

了解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

本课程在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

中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先修课程为数字电路，

后续课程可能还有：计算机系统结构，嵌入式

技术等。

计算机网络技术

本课程是计算机及电子信息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培养学生

掌握计算机网络的基本工作原理、理解计算机网络的概念、掌握计

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掌握计算机网络的应用、牢固掌握 TCP/IP协

议及其应用层协议、了解网络安全的相关知识、了解网络最新技术

及其发展趋势。

学习本课程需要先修 C语言程序设计、数字电

路及通信原理等课程，是进行网络程序设计和

网络应用的基础。

WEB前端技术

（HTML，JavaScript，
CSS）

本课程是信计（云计算）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涉及网页基础、

HTML标记、CSS样式、网页布局、JavaScript编程基础与事件处理

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了解 HTML、CSS及 JavaScript
语言的发展历史及未来方向，熟悉网页制作流程、掌握常见的网页

布局效果、学会制作各种企业、门户、电商类网站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计算

机网络技术等，后续可通过课程设计等环节进

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面向对象的 Java程序

设计

本课程是信计（云计算）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信计专业的专业

方向课，旨在介绍 Java语言的基本知识，训练 Java标准版本（J2SE）
的编程基本功，建立面向对象的编程思维框架。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同学掌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与方法，掌握以 Java 语言

为基础的面向对象编程技术,初步掌握以 Java 为核心的应用软件开

发。教学内容包括：Java 语言绪论、Java语言的基本要素、Java语
言结构化程序设计、Java 面向对象技术、Java输入输出、Java常用

基础类、Java界面设计与多媒体技术、Java 多线程、Java 数据库编

程和 Java网络编程等。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C++
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网络技术等，

后续课程有软件工程，基于 java的 web开发，

基于 Android系统的手机开发等。

Oracle数据库原理及

应用

本课程通过介绍 Oracle数据库系统基本原理、体系结构与操作方法

使学生熟练掌握基于Oracle 11g数据库系统的常规管理和对象管理；

掌握 Oracle 11g 下的用户管理和权限控制；数据库的备份与恢复；

具备一定的 PL/SQL程序设计能力。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据库系统原理等。后

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

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本课

程为后续课程提供了数据库的管理与应用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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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文件系统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云计算与大数据方向）的一门专业核心

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Hadoop 的介绍、Hadoop 伪分布式和完全分布

式的安装、分布式文件系统的概念、特征、HDFS的体系结构和主要

操作命令、HDFS的编程接口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

解大数据的概念和 4V特点，了解 Hadoop的发展历史及应用特点，

掌握 Hadoop分布式文件系统的特征和应用方法，熟练使用 HDFS的

操作命令和 API进行大数据文件操作。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云计算导论、计算机网

络原理、Linux操作系统及 Shell编程、Java程
序设计语言基础等课程，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

如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

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基于 Linux操作系统

C语言开发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的任务

和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 Linux 环境下 C 语言的编程；熟悉 Linux
操作系统中 C语言常用的开发环境，了解 C语言开发中解决典型问

题常用 API的使用方法，掌握 API的概念、基本工作原理、API应
用的基本方法和注意事项；对 C语言常见 API的函数原型、参数、

返回值有所了解，同时使学生把前修课的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通

过实践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Linux
操作系统及 Shell编程、数据结构等课程，后续

可通过集中实践如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环节

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Linux服务器高级管

理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采用基

于 PC平台环境的 Linux操作系统，以常见企业版 Linux为例进行讲

解，让学生了解和掌握 Linux 服务器系统的安装过程，以及构建各

种高级服务系统的方法，本课程还特别针对服务器搭建和管理中最

常见的疑点、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重点分析和演示。此外，还

包括 Linux 服务器性能监控与故障诊断方面的内容，引导学生掌握

查找和排除故障的有效方法，为学生从事 Linux 服务器运维工作奠

定基础。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计算机网络原理、Linux
操作系统及 Shell编程、Python程序设计等，后

续可进一步学习自动化运维等课程，通过集中

实践如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

实践应用能力。

基于 java的web开发

（JSP/Sevlet）

本课程是本课程是信计（云计算）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信计专

业的专业方向课，主要讲授 servlet，jsp动态网站开发技术，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掌握 Servlet 和 JSP 的基本语法及 Web 服务

器、Web开发工具的配置和使用，培养学生的Web开发能力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C++
程序设计、java 程序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

数据库原理等，后续课程有 J2EE框架技术及应

用，企业级项目 II（基于 J2EE）等。

J2EE框架技术及应

用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移动互联网方向）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

本课程包括 J2EE的各个主要方面，以及开发环境，设计模式等内容；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如何在 IDE中开发 Java EE应用;
熟悉 Struts Web 框架，能开发 Struts 应用系统;熟悉 Hibernate ORM
框架，能通过整合 Struts开发应用系统;熟悉 Spring框架，能掌握如

何分别与 Struts和 Hibernate两个框架进行整合，并能够开发企业级

的应用系统。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基本的数据库技术、前

端开发必备的 html 和 css代码知识以及服务器

端编程语言 java等。

基于 Android系统的

手机开发技术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移动互联网方向）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

从基础开始学习，循环渐进，以培养移动手机开发工程师为目标，

深入讲解 Android 开发知识，通过项目实践，提升动手能力，将所

学知识整合运用到项目中。主要内容包括：Android-事件响应、消息

提示、资源管理、数据存储之文件存储、据存储之 SQLite 以及-UI
组件、布局等等。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至少学习一门服务器端编程

语言，比如 java，前端开发必备的 html 或 jsp
代码知识，此外最好学习下 xml技术。

数据挖掘与经典算法

本课程是信计（云计算与大数据方向）专业的专业方向课。主要讲

授MapReduce框架结构与源码分析、经典算法事例，MapReduce配
置与测试，MapReduce运行流程详解、MapReduce任务异常处理详

解，MapReduce高级程序设计。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Java程序设计、分布式

文件系统，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设计等

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开源云计算平台

OpenStack

本课程是信计（云计算与大数据方向）专业的专业方向课。主要讲

授 OpenStack 历史、OpenStack 生态圈、OpenStack 管理的资源和

OpenStack基本组件，OpenStack各个组件及各组件的关系，各个组

件的安装配置，使用 OpenStack 构建中小企业内部私有云平台，

OpenStack构建云平台的运营方法。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操作系统应用、云计算

及核心技术概论，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

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

目的。

虚拟化及私有云技术

本课程是信计（云计算与大数据方向）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

主要讲授虚拟化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概念，并基于 vSphere架构，讲授

ESXi 主机、vCenter 服务的安装、虚拟网络的创建及管理、虚拟机

的创建和管理、存储设备的创建和管理、安全访问控制等。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操作系统应用、云计算

及核心技术概论，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

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

目的。

Python程序基础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选修课，主要讲授 Python编程的基

本原理、基础知识、基本的操作技能，为后续大数据分析和处理的

学习打下较好的编程基础。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数

据结构等课程，在学习过程中以及后续实习、

实践环节中加强练习实践。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本课程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选修课，主要讲授数据库技术

的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基本的操作技能和简单数据库的设计技术。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

结构等课程，在学习过程中以及后续实习、实

践环节中加强练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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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与分析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使学生初步掌握数据挖掘的基本概念，了解数

据挖掘的定义和功能以及实现数据挖掘的主要步骤和具体实现方

法，初步掌握数据挖掘的算法，能够应用数据挖掘原理和算法解决

不同专业领域的实际数据挖掘问题。

本课程需要高等代数、微分方程、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库理论与应用

等课程的专业基础

hadoop云计算系统

本课程以 IEEE 最新发布的软件工程知识体系为基础构建内容框

架，注重贯穿软件开发整个过程的系统性认识和实践性应用，以当

前流行的统一开发过程、面向对象技术和 UML 语言作为核心，密

切结合软件开发的先进技术，从“可实践” 软件工程的角度描述需求

分析、软件设计、软件测试以及软件开发管理，使学生在理解和实

践的基础上掌握当前软件工程的方法、技术和工具。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据库系统原理、程序

设计基础（C++)等，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

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

到学以致用目的。

机器学习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选修课，主要讲授机器学习领域的

经典算法，为学生进行数据分析提供较好的基本理论基础。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

结构等课程和大数据工程的前期专业课程。

软件工程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Hadoop系统的概念、特征、HDFS 的体系结构

和主要操作命令、MapReduce计算框架、Hbase大数据库、Hadoop
伪分布式和完全分布式的安装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了解 Hadoop 的发展历史及应用特点，掌握 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

统的特征和应用方法，熟练使用 HDFS 的操作命令和 API 进行大

数据文件操作。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Java程序设计、操作系

统等课程。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实习毕

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

用目的。

系统分析与 UML

本课程是云计算专业的一门选修课，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面向对

象的软件分析与设计过程，掌握 UML的语言、表示法及其应用。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是学生熟练掌握支持 UML 的 CASE 软件开发工具

Rational Rose并且能够应用UML和Rational Rose对面向对象的软件

系统进行分析和设计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 语言程序设计、java
程序设计，数据结构，web 开发相关课程以及

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后续可通过课程设计等环

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信息安全技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对信息安全领域有较全面的了解，同时

掌握信息安全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掌握信息保密技术、信

息认证技术、密钥管理技术、访问控制技术、数据库安全、网络安

全技术等理论知识。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

密码学等，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设计等

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使用

HTML5+Ajax+Jquery
构建Web应用

本课程讲授Web 开发的基本概念及 Web 开发工具，主要介绍 Web
前端开发的核心技术 HTML5、CSS3、JavaScript、JavaScript 框架

jQuery及 Ajax技术的原理、开发、调试等。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WEB 前端技术、基于

java 的 web 开发等，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

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

用目的。

软件实践与 junit测
试

本课程是云计算专业的一门选修课，本课程是针对软件测试员或程

序员岗位的任职要求所设置的具有综合性质的课程，主要任务是通

过对软件测试基础理论、技术方法、流程管理掌握 junit测试的意义、

定义以及应用的方法以及具体的测试内容，通过大量案例，应用白

盒测试用例设计方法；熟悉代码审查的流程以及技巧；掌握面向对

象的类测试技术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java
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基于 java的 web开发相

关课程等，后续课程企业级项目 II（基于 J2EE）,
毕业设计等。

应用密码学

本课程是信计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主要讲授密码学的基础知

识，包括古典密码、对称密钥密码如 DES、AES、IDEA 等加密解密

方法，公钥密码如背包公钥密码、RSA公钥密码、ELGamal公钥密

码、MCEliece公钥密码，数字签名等内容。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高等代数，后续可通过

课内上机熟悉密码学中的加密解密方法，通过

毕业设计环节进一步提高，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生经过三年多的基础课、专

业课及大量的实验课程学习和锻炼，已具备了进行简单软件设计、

电子线路设计基本理论知识以及一定的动手实践能力。使学生在思

想上、业务上得到全面的锻炼。

在学校指导老师和单位指导老师的双重指导

下，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纪律和实习单位的规章

制度，准时到达实习地点；实习期间按时上岗，

不得迟到、早退、缺勤；以达到培养自己的独

立工作能力和专业技能。

毕业设计（论文）

毕业设计是大学四年的最后一门课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

是对学生四年来的基础课、专业课、实验课实践课等所有所学学的

专业知识的一次全面考核和提升，并锻炼了学生的独立的学习、调

研、查阅资料、软件开发、硬件设计、资料归档等全方位的锻炼。

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一个最为感兴趣的课题，

并和指导教师讨论沟通。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

图书馆、网络、论坛等各种资源，认真独立，

安计划保质保量地完成毕业设计(论文）。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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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理学 专业代码：0712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数学基础，掌握统计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熟练运用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具有较好的金融数量分析或工业

统计分析的能力、大数据挖掘能力和计算机运用能力。毕业生能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金融保险、资讯行业从事统计调查、统计核

算、质量管理、数据分析、风险决策等工作，或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应用统计学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对学生进行统计思维的训练，使学生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和创

新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与能力：

1、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和团队合作的能力。

2、掌握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和计算机编程及应用能力。

3、掌握扎实的统计学基本理论、统计思想和各种统计方法，并熟练应用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4、熟悉金融的基础知识，能够运用统计方法进行金融数量分析。

5、熟悉工业管理及大数据的基础知识，具备一定的大数据挖掘能力。

6、了解本专业的前沿知识以及相近专业的一般原理和知识。

7、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掌握中外文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

8、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能独立撰写论文，具备进一步学习的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具有良好

的政治思想、

道德修养和

社会责任感，

具备较强的

组织管理和

团队合作的

能力。

2、掌握扎实

的数学理论

基础和计算

机编程及应

用能力。

3、掌握扎实

的统计学基

本理论、统计

思想和各种

统计方法，并

熟练应用统

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

4、熟悉金融

的基础知识，

能够运用统

计方法进行

金融数量分

析。

5、熟悉工业

管理及大数

据的基础知

识，具备一定

的大数据挖

掘能力。

6、了解本专

业的前沿知

识以及相近

专业的一般

原理和知识。

7、具有较高

的外语水平，

掌握中外文

资料查询、文

献检索及运

用现代信息

技术获取相

关信息的基

本方法。

8、具有一定

的创新能力

和创新意识，

能独立撰写

论文，具备进

一步学习的

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

体育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信息检索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 √
程序设计基础（C++）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数学分析 √
高等代数 √

空间解析几何 √

概率论 √
数理统计 √

数学规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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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建模 √ √ √

常微分方程 √
数值分析 √ √

应用随机过程 √

复变函数 √
数据结构 √ √

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

应用回归分析 √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

抽样调查 √

西方经济学 √
货币银行学 √

金融统计分析 √

计量经济学 √
证券投资学 √

实验设计及其优化 √

统计预测与决策 √
统计质量管理 √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 √

数据挖掘与分析 √ √
Python程序基础 √ √

hadoop云计算系统 √ √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 √
可靠性统计 √

贝叶斯统计 √ √

学科前沿讲座 √
神经网络 √

模糊数学 √

金融数学 √
数据分析与 R语言 √ √

专业英语 √

组合数学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设计 √ √

数学规划实验（Lingo） √
数学建模实验 √ √

应用多元统计分析实验 √ √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实验 √ √
抽样调查实践 √ √ √

数值分析实验 √

毕业实习 √ √ √ √ √
毕业设计（论文） √ √ √ √ √

四、专业特色

统计学是关于数据资料的采集、分析和推断的科学，为人们制定决策提供依据。统计学在各行各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科学研究、经济、

生物、医药、环境、管理、社会、工农业生产是统计学应用的主要领域。

理学院应用统计学专业设置金融统计、工业统计和大数据工程三个专业方向。金融统计是以数学、统计学、金融学和保险学为基础的交

叉学科，该学科主要应用统计学和数学的方法对金融保险数据进行分析，从而达到风险管理之目的；工业统计是关于数据的方法论学科，

提供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分析的各种方法；大数据挖掘就是运用各种方法，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数

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有用信息和知识的技术。本专业采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人才培养模式，配置了一系列专业上机实验、专业综合实

验等实践环节强化数据分析操作能力，使学生具备进行研究或研发工作的理论基础、专业技能、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本专业由博士、

硕士作为学科带头人组成了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科研力量雄厚，实验条件完善，具有培养本专业本科学生并在相关领域进行科学研究

和技术开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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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干学科

统计学、数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空间解析几何、常微分方程、概率论、数理统计、应用多元统计分析、应用回归分析、应用时间序列分析、抽样

调查、应用随机过程、贝叶斯统计、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计量经济学、金融统计分析、证券投资学、数据挖掘与分析、数据库原

理及应用、程序设计基础（C++）课程设计、应用多元统计分析实验、应用时间序列分析实验、毕业实习 、毕业设计（论文）。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3.5 14.5 12 15+11 24 31.75
要求学时 2364+24周 836 128 544 232 200 424 24周 248+24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 20.94% 9.06% 7.50% 16.25% 15% 2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理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学分 4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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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2 8 1 考查 B111301
与信计

打通

程序设计基础（C++）
（Programming
Fundamentals（C++))

4 56 16 4 考试 B111302
与信计

打通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理工医

类

专业至

少选择

一门

小计 42.0 636 40 160 10 13.5 11 4.5 0 2.5 0.5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3.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数学分析（1）
（Mathematical Analysis
（1））

5 80 5 考试 B113301 与信计

打通

数学分析（2）
（Mathematical Analysis
（2））

5 80 5 考试 B113302 与信计

打通

数学分析（3）
（Mathematical Analysis
（3））

5 80 5 考试 B113303 与信计

打通

高等代数（1）
(Higher Algebra(1)) 5 80 5 考试 B113304 与信计

打通

高等代数（2）
(Higher Algebra(2))

4 64 4 考试 B113305
与信计

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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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解析几何

(Space Analytic Geometry)
2 32 2 考试 B113306

与信计

打通

概率论

(Probability Theory)
3.5 56 3.5 考试 B113807

数理统计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4 56 16 4 考试 B113808

小计 33.5 528 16 12 9 8.5 4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4.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数学规划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3 48 3 考试 B118402
与信计

打通

数学建模

(Mathematical Modeling)
3 48 3 考试 B118302

与信计

打通

常微分方程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3 48 3 考试 B118803

应用随机过程

(Applied Stochastic
Processes)

2.5 40 2.5 考试 B118804

数值分析

（Numerical Analysis）
3 48 3 考试 B118805

复变函数

(Complex Function)
3 48 3 考试 B118401

与信计

打通

数据结构

(Data Structure)
3.5 56 16 3 考试 B118806

小计 14.5 3 9 2.5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应用多元统计分析

(Applie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3 48 3 考试 B114801

应用回归分析

(Applied Regression
Analysis)

3 40 16 3 考试 B114802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

(Applied Time Series
Analysis)

3 48 3 考试 B114803

抽样调查

(Sampling Survey)
3 48 3 考试 B114804

小计 12 184 16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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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金

融统

计）

西方经济学

(Western Economics)
3 48 3 考试 B115302

与信计

打通

货币银行学

(Money and Banking)
3 48 3 考试 B115303

与信计

打通

金融统计分析

（Financial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3 48 3 考试 B115804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3 40 16 3 考试 B115305

与信计

打通

证券投资学

（Security Analysis and
Investment）

3 48 3 考试 B115306
与信计

打通

小计 15 232 16 6 9

方向

二（工

业统

计）

实验设计及其优化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3 48 3 考试 B115801

统计预测与决策

（Statistical Forecasting
and Decision Making）

3 48 3 考试 B115802

统计质量管理

（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

3 48 3 考试 B115803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database)

3 40 16 3 考试 B115301
与信计

打通

数据挖掘与分析

(Data mining and analysis)
3 40 16 3 考试 B115308

与信计

打通

小计 15 224 32 6 9

方向

三（大

数据

工程）

数据分析与 R语言

(Data Analysis and R
Language)

3 40 16 3 考试 B115805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database)

3 40 16 3 考试 B115301
与信计

打通

数据挖掘与分析

(Data mining and analysis)
3 40 16 3 考试 B115308

与信计

打通

hadoop云计算系统

(Hadoop cloud computing
system)

3 40 16 3 考试 B115309
与信计

打通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3 40 16 3 考试 B115310
与信计

打通

小计 15 200 80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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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可靠性统计

（Reliability Statistics）
3 48 3 考试 B116801

贝叶斯统计

(Bayesian Statistics)
2 32 2 B116803

学科前沿讲座

( Lectures on Frontiers of
the Discipline)

1 16 1 考试 B116802

神经网络

(Neural network)
2 32 2 考试 B116307

与信计

打通

模糊数学

(Fuzzy Mathematics)
2 32 2 考试 B116303

与信计

打通

金融数学

(Financial Mathematics)
3 48 3 考试 B116805

Python程序基础

(Python Program
Foundation )

2.5 32 16 2.5 考试 B116807

专业英语

(Specialized English)
1 16 1 考试 B116808

组合数学

(Combinatorial
Mathematics)

2 32 2 考试 B116308
与信计

打通

小计 2 5 3 1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程序设计基础（C++）课程设计

（Programming Foundation (C++)
Course Design）

1 1周 1 实验报告 B117801

数学规划实验（Lingo）（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Experiment（Lingo））

1 1周 1 实验报告 B117802

数学建模实验

（Mathematics Modeling
Experiment）

1 1周 1 实验报告 B117803

应用多元统计分析实验

（Applie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Experiment）

1 1周 1 实验报告 B117804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实验

（Applied Time Series Analysis
Experiment）

1 1周 1 实验报告 B117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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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调查实践

(Sampling Survey Practice)
1 1周 1 调查报告 B117806

数值分析实验

(Numerical Analysis Experiment)
1 1周 1 实验报告 B117807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5 5周 5 实习报告 B117809

毕业设计（论文） (Graduation
Project(Thesis))

10 14周 10 论文 B117810

小计 24 2 1 1 2 1 2 15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科

专业概论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大一上学期开设的基础必修课程,该课程旨

在引导大一新生了解专业知识，帮助他们适应大学生活，掌握学习方

法，培养专业感情，有助于学生认识自我、认识教育、探寻成长之路。

该课程为学习本专业的其他课程奠定 “以全局

指导局部”的基础。使学生掌握相应的学习方法、

了解本学科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和教学计划、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进入大学生活学习

的“大门”。

程序设计基础

（C++)

本课程是使学生掌握有关面向对象的思想和基本概念，树立面向对象

的编程思想，学会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具有用程序设计语言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编写出符合规范和性能良好的程序，

为后续课学习及今后的应用开发打好基础。

本课程在大学计算机基础的之上，着重培养同学

的编程思维，为以后数据结构、数值计算、R语

言编程等学习打下良好的编程基础。

数学分析

本课程是数学各专业的一门基础必修课，一般指以微积分学和无穷级

数一般理论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它们的理论基础（实数、函数和极限

的基本理论）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数学学科。它以极限为工具研究函数

的连续性、可微分及可积分等各种特性。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初等数学，后续可通过复

变函数，泛函分析等课程进一步巩固和提高。

高等代数（1）

《高等代数（1）》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是数学各专业

报考研究生的必考课程之一。讲授本课程的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

代数基础理论和思想素质，基本掌握代数中的论证方法, 获得较熟练

的演算技能和初步应用的技巧,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讲

授的主要内容有：多项式的相关知识、行列式的定义及计算、线性方

程组的定义及解的结构、以及矩阵的定义及矩阵的运算。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初等代数、高等数学中的

微积分理论，学习过程中如果能和解析几何的学

习结合起来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好此课程

课上认真听讲、课下努力复习缺一不可。

高等代数（2）

《高等代数（2）》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是数学各专业

报考研究生的必考课程之一。讲授本课程的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

代数基础理论和思想素质，基本掌握代数中的论证方法, 获得较熟练

的演算技能和初步应用的技巧,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讲

授的主要内容有：二次型的定义及分类、线性空间的定义及判定、线

性空间的基与维数、线性变换的定义与性质及其与矩阵的联系、欧式

空间的定义性质。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高等代数（1）、空间解

析几何，高等代数（2）比高等代数（1）在广度

和深度上都很大增加，要学好高等代数（2）必

须要和高等代数（1）（结合起来），线性方程

组的相关理论是学好线性空间的基础，矩阵的相

关理论是线性变换的基础。

空间解析几何

《空间解析几何》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是数形结合的

典型学科，它把几何问题的讨论，从定性的研究推进到可以计算的定

量的层面。在第一章“矢量与坐标”中，建立了空间的点与径矢的对应

和空间的点与有序实数组的对应，进而深入研究了向量代数。在第二

章“轨迹与方程”中，建立了轨迹与其方程的对应。在第三章“平面与空

间直线”中，建立了它们的各种形式的方程，导出了它们之间的位置关

系的解析式、距离、交角等计算公式。在第四章“柱面、锥面、旋转曲

面与二次曲面”中，建立了一些曲面的方程，并说明这些曲面可以由一

条曲线按某种规律所生成。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平面解析几何、立体几

何。本课程的定义公式较多，所以学好此课程的

关键是理解、记忆、多做练习。

概率论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是研究和揭示自然界和人

类社会随机现象规律的一门学科，是统计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与数学

的其他分支有着密切联系，并在各个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本课程主

要阐述概率论的基本思想，介绍研究随机现象的基本方法以及基本结

果。

本课程需要数学分析课程的相关只是，后续课程

有数理统计、多元统计分等，之后还可通过集中

实践如课程设计、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

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数理统计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以概率论为基础，根

据试验或观察得到的数据来研究随机现象统计规律性的学科，是统计

学专业核心基础课程。 本课程详尽的阐述了统计的基本思想、基本

概念、统计方法，

本课程需要数学分析、概率论课程的相关基础知

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在掌握统计分

析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的基础

上学会学以致用，为学习后续专业课程打下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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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规划

本课程是专业基础选修课程之一，是组合最优化问题的核心课程，涵

盖了数学规划问题的多种形式和求解算法原理。通过课程的学习可以

掌握数学规划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计算方法；结合统计学专业特点，把

数学规划方法用于实际，提高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水平。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计算机应用基础》

数学建模

本课程是专业基础选修课程之一，是联系数学与实际的桥梁，是数学

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的媒介。通过本课程使学生了解利用数学理论和

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全过程，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提高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和应用数学的意识与能力。

其先修课程为运筹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分

方程等其它课程

常微分方程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程，主要讲授常微分

方程的基础知识，包括常微分方程分类，一阶常微分方程的各类初等

解法，线性微分方程解的性质与结构，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组）的解法理论。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和能力，

为后续课程准备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工具。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后

续可通过数值分析、数学物理方程、数学建模、

微分方程数值解、集中实践如毕业设计等环节进

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数值分析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程，主要讲授数值分

析的基础知识，包括数值分析的概念、原理，以及各种数值计算方法，

如插值法、函数逼近、曲线拟合、数值积分、解线性方程组的直接法、

迭代法、非线性方程求根的二分法、牛顿迭代法、常微分方程数值解

的欧拉法等各种算法的特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掌握相关

的算法原理，为其以后进一步学习有关科学计算理论的课程打下重要

基础。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常

微分方程、C语言等，后续可通过数值分析实验

熟悉数值分析中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数学建

模、毕业设计环节进一步巩固和提高，达到学以

致用目的。

应用随机过程

本课程是现代概率论的一个重要课题，它主要研究和探讨客观世界中

随机演变过程的规律性，主要内容有随机过程的基本概念、平稳过程、

马尔可夫过程的理论及其应用。

其先修课程为概率统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掌握对客观现象的随机现象有定性的了解，为

进一步研究随机现象打下坚实的基础。

数据结构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主要研究数据对象

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数据对象的结构形式、各种数据结构的性质

及其在计算机内的表示，各种结构上定义的基本操作和算法，以及数

据结构的应用等内容。本课程也为学生学习操作系统、编译原理和数

据库等后续课程奠定基础。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后续可

通过课程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

以致用目的。

复变函数

本课程应用统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程，主要讨论单复变函

数的一些基本知识，分别从导数、积分、级数、留数、映射五个方面

来刻画解析函数的性质及其应用。介绍解析函数的导数、积分、解析

函数的幂级数表示法，解析函数的罗朗展式与孤立奇点，留数理论及

其应用。

建议先学数学分析，它在力学、电学及理论物理

等学科中有着重要的应用。本课程旨在使学生初

步掌握复变函数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学习有关

后继课程和进一步扩大数学知识面而奠定必要

的基础。

应用多元统计分

析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专业核心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

握多元正态分布、聚类分析、判别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对

应分析、典型相关分析、定性数据的建模分析、路径分析、结构方程

建模、联合分析、多维标度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及统计

软件 SPSS操作，

其先修课程概率论、数理统计、数学分析、高等

代数等课程.本课程讲授注重统计思想、知识的

实用性及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应用，通过大量的

国内外经典案例介绍各种数据分析方法，使学生

在掌握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也能较快地进入

实际应用的领域。

应用回归分析

本课程是一门重要的专业核心课程，重点是掌握一元及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的经典模型以及模型的一系列诊断，包括异方差、自相关、多重

共线性等的诊断和处理。侧重在讲回归分析的方法应用在实际生活

中，利用统计软件实现。

建议先修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数理统计、

概率论。该课程在自然科学、管理科学和社会、

经济等领域应用十分广泛。通过本课程学习，能

使学生掌握应用统计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方法，初

步掌握利用回归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应用时间序列分

析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处理动态数据的各种统计方

法，动态数据就是研究对象按时间的顺序记录得到的一组数据所构成

的时间序列。本课程是使学生掌握时间序列分析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包括以下主要内容：时间序列的预处理，平稳时间序列分析，非平稳

时间序列的确定性分析，非平稳时间序列的随机分析，多元时间序列

分析。

《概率论》、《数理统计》是这门课程的理论基

础。《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是处理静态数据的统

计方法，《应用时间序列分析》是处理动态数据

的统计方法，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当

然也是后续进一步学习统计方法的基础。

抽样调查

本课程是统计学的专业核心课程，在统计学专业的知识结构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同时对于非统计学专业的本科生也是一门很实用的选修

课。本课程将系统地讲授抽样调查的基本方法和理论。主要内容有抽

样基本概念，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不等概率抽样，比率估计与

回归估计。

先修课程：概率论、数理统计，多元统计分析，

是统计分析的基础，为统计分析的数据获取提供

理论支撑，后期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设计等环节

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是进一

步考取统计类研究生的必修课程。

计量经济学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主要讲授计量经济学

的基础知识，包括计量经济学概念， 建立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

型的步骤和要点，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应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回归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西方

经济学等知识，后续可通过课内上机熟悉基本的

EViews操作和计量经济学问题的分析思路，通

869



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虚拟变量模型，滞后变量模型，模型设定

偏误问题，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理论与方法、基本概念、识别、

估计等知识和内容。

过毕业设计环节进一步巩固提高，达到学以致用

目的。

西方经济学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主要讲授西方经济学

的基础知识，包括西方经济学的定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由来和演变，

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效用论、无差异曲线、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生产论和生产函数，短期成本曲线和长期成本曲线，完全竞争市场，

完全竞争市场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的垄断、垄

断竞争、寡头， 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一般均衡论和福利经济学，

效率与公平等知识和内容。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后

续可通过计量经济学、金融数学等课程进一步巩

固和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还可以考取经

济类的研究生，进一步研究深造。

货币银行学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主要讲授货币银行学

的基础知识，包括货币的起源与职能、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信用在

现代经济中的作用，银行的起源与演进，资本市场，货币市场，金融

衍生品交易市场，商业银行概述，商业银行业务，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理论，中央银行的地位与职能，货币政策理论等知识和内容。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学分析，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西方经济学等课程，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

如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

致用目的。

金融统计分析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介绍了货币统计分

析、金融市场统计分析、金融企业运营统计分析、金融统计分析的综

合技术分析，以及金融统计分析的新领域即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的各

个组成部分。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学分析，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西方经济学等课程，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

如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

致用目的。

证券投资学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主要讲授证券投资学

的基础知识，包括证券投资工具的定义与分类，证券市场的概述、运

行机制与监管，资产定价理论及其发展，证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分析，

证券投资的产业分析，公司财务分析，公司价值分析，证券投资技术

分析的理论基础和市场行为的四要素，技术分析的主要理论和方法等

内容和知识。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后续

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

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实验设计及其优

化

《实验设计及其优化》是应用统计学专业方向课程，本课程主要介绍

常用的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方法，内容包括误差理论及数理统计基

础，试验设计方法，正交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回归分析。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概率论、统计学、统计学

导论、数理统计等课程的延续。是进一步考取统

计类研究生的必修课程。

统计预测与决策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方向课程，在于向学生系统阐述有关统计预

测与决策方面的基本知识和一般原理，使学生对统计预测和决策的基

本概念、基本方法及其应用有系统地理解和掌握。同时，更为重要的

是，通过阐述国内外统计预测和决策方法在经济、金融和管理等领域

的综合应用，加深学生对本课程内容的理解和认识，提高学生综合运

用统计预测和决策方法以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包括数理统计、概率论、多元

统计分析、回归分析等，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

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

用目的。

统计质量管理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方向课程，是利用应用数理统计学的工具处

理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在大批量、快速生产的现代工业

中，如再采用这种检查，可能不合格品已大量形成，及至发现已为时

太晚。于是迫切需要一种监测、预报的手段，使不合格品在即将形成

或刚开始形成时能及时发现，予以阻止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包括数理统计、概率论、多元

统计分析、回归分析等，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

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

用目的。

Python程序基础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选修课，主要讲授 Python编程的基本

原理、基础知识、基本的操作技能，为后续大数据分析和处理的学习

打下较好的编程基础。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

结构等课程，在学习过程中以及后续实习、实践

环节中加强练习实践。

数据库原理及应

用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选修课，主要讲授数据库技术的基本

原理、基础知识、基本的操作技能和简单数据库的设计技术。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

结构等课程，在学习过程中以及后续实习、实践

环节中加强练习实践。

数据挖掘与分析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选修课程，主要讲授数据预处理的步

骤、数据仓库的功能、数据挖掘的的一些基本方法，包括相关性与关

联规则、分类和预测、聚类分析等。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据库、概率论等，后续

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进

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hadoop云计算系

统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Hadoop系统的概念、特征、HDFS 的体系结构

和主要操作命令、MapReduce计算框架、Hbase大数据库、Hadoop伪
分布式和完全分布式的安装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Hadoop 的发展历史及应用特点，掌握 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的特

征和应用方法，熟练使用 HDFS 的操作命令和 API 进行大数据文件

操作。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Java程序设计、操作系

统等课程。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实习毕业

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

的。

人工智能与机器

学习

本课程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选修课，主要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

机器学习领域的经典算法，为学生进行数据分析提供较好的基本理论

基础。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 C++语言程序设计、数据

结构等课程和大数据工程的前期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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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统计

本课程是专业任选课之一，讲述可靠性的基本概念，并对常用的寿命

分布下的各种可靠性特征的点估计、区间估计、假设检验和加速寿命

试验，使学生掌握可靠性统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培养学生正确运用

数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其先修课程为数学分析、高等代数，数理统计、

概率论，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设计等环节

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贝叶斯统计

本课程是专业的任选课之一，本课程力图通过与经典统计学的比较以

展示贝叶斯统计的基本面貌，使学生了解贝叶斯统计的基本思想和方

法，了解这些方法在生产管理、风险决策中的应用。课程的主要内容

有：先验分布与后验分布，贝叶斯推断，先验分布的确定，贝叶斯统

计在决策问题中的应用。

建议先修概率论、数理统计课程，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了解经典统计学与贝叶斯统计的异

同点，同时使学生掌握贝叶斯统计的基本思想和

方法，了解贝叶斯统计方法在决策问题中的应

用，开拓了学生的视野。

模糊数学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程，主要讲授模糊数学基

本概念及原理，包括模糊预测、模糊模式识别、模糊决策、模糊概率、

模糊控制、模糊语义等内容，通过实际例子，展示模糊数学在建模、

决策，特别是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应用。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学分析（高等数学）、

高等代数（线性代数）、概率论等课程，后续可

通过运筹与优化、控制理论等课程进一步巩固和

提高，通过 matlab软件上机实验熟悉模糊数学

中的基本知识和方法的应用，通过毕业设计环节

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神经网络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程，它是模拟生物神经结

构的新型计算机系统，目前已有广泛的应用。本课程的学习目的在于

使学生掌握神经网络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知识的表示、推理机制

和求解技术，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技术方法。

本课程使学生对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展有较全面

的了解，对其基本方法有基本掌握，能设计出适

当的计算机模拟程序，能应用这些模型解决一些

实际问题，并为他们今后从事人工神经网络的研

究和应用打下一定的基础。

学科前沿讲座

本课程主要让学生了解统计学科的发展前沿，了解研究热点及动向，

为学生的就业提供指导，为学生的进一步深造指明方向。另外，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是学生加深前期所学知识的理解与运用，对学生业务

素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课程能使学生了解本专业业务范围内的现代

统计理论与方法，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

力，从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数据分析与 R语

言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程，主要介绍 R的基本功

能、常用的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以及它们在 R中的实现。本课程涉及

了 R语言实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大部分的内容，包括参数估计、检

验假设、方差分析、回归分析。

本课程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配套课程，可以和

概率论数理统计同时进行，也可以学完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之后进行；本课程着重软件操作，能够

处理大规模的数据，可以加深对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的理解；并且对后续的质量统计管理、抽样调

查起到支撑作用。

专业英语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程，将英汉互译与统计学

专业翻译教学融合在一起，注重从目前统计学英文期刊、教材与专著

中提炼出专业术语、常用句型、翻译技巧等；提供一些选自于最新统

计学英文文献中的部分内容，让学生真正在学习中体会到原汁原味的

专业特色；。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专业英语，培养学生阅读

英文文献、利用英文进行专业写作以及用英语进

行专业交流的能力，并为进一步学习后续课程及

相关课程打好基础。

组合数学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程，主要讲授组合数学的

基本理论和计数方法，包括鸽巢原理、排斥原理、递推关系、生成函

数、Polya定理等，同时还讨论了动态规划、回溯和启发式算法等重

要的组合算法。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排列组合，离散数学等知

识，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

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金融数学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程，主要讲授金融数学的

基础知识，包括简单市场模型的基本概念和假设、货币的时间价值和

货币市场，资产组合管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远期合约和期货合约，

期权的定义、期权价格，二叉树模型和期权定价、套期保值，一般的

离散时间模型和连续时间模型。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西方

经济学等知识，后续可通过集中实践如毕业设计

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还可以考取经济类、金融类研究生进一步深造研

究。

程序设计基础

（C++）课程设计

C++语言是在 C语言基础上扩充了面向对象机制而形成的一种面向对

象的程序设计语言，它对降低软件的复杂性，改善其重用性和可维护

性，提高大型软件的开发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C++程序设计

主要讲授 C++语言的基本语法、数据类型、程序的结构与语句、数组、

函数、指针、构造数据类型、类和对象、继承与派生、多态性和虚函

数、模板、I/O流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有关面向对象的

思想和基本概念，树立面向对象的编程思想，学

会程序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具有用程序设计

语言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编写出符合

规范和性能良好的程序，为后续课学习及今后的

应用开发打好基础。

数学规划实验

（Lingo）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实践环节的必修课，要求学生熟练掌握

lingo编程语言的基本使用方法；掌握 lingo软件编程技巧；能够应用

lingo软件求解实际大规模数学规划问题；能够运用 lingo做出数学规

划问题的灵敏度分析。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学规划等知识，通过集

中实践、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

到学以致用目的。

数学建模实验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实践环节的必修课，让学生掌握数学模

型的计算机软件求解方法。要求学生熟练掌握 matlab和 lingo编程语

言的基本使用方法；能够应用 lingo软件求解数学规划问题；能够运

用 matlab相关工具箱求解微分方程、插值拟合以及 ARMA模型等问

题。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学规划，数学建模，数

理统计等知识，通过集中实践、毕业设计等环节

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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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多元统计分

析实验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实践环节的必修课，理解和掌握各种多元

统计方法原理，熟练掌握 SPSS统计分析软件的实际操作，准确解释

SPSS软件输出的结果。主要内容包括聚类分析、判别分析、主成分分

析与因子分析、对应分析、典型相关分析、路径分析、联合分析、多

维标度法等。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应用回归分析，多元统计

分析，数理统计等知识，通过集中实践、毕业设

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

的。

应用时间序列分

析实验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实践环节的必修课，在已掌握《应用时间

序列分析》的基本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上，学会利用统计软件 SAS进行

时间序列数据的处理，掌握 SAS软件建立模型的具体步骤和程序设

计。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应用时间序列分析，数理

统计等知识，通过集中实践、毕业设计等环节进

一步加强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抽样调查实践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实践环节的必修课，本课程就是依据调查

目的，在给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的条件下.首先,在从一定总体中

抽取样本资料以前，预先确定抽样程序和方案，在保证所抽取的样本

有充分代表性的前提下，力求取得最经济、最有效的结果;然后去具体

实现,最终形成完整的实习报告。对课本的理论内容加深理解，实现理

论运用于实践。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抽样调查，数理统计等知

识，通过集中实践、毕业设计等环节进一步加强

提高，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数值分析实验

本课程是应用统计学专业的实践环节的必修课，要使学生获得函数的

数值逼近、数值微分与数值积分、线性方程组的数值解法、矩阵的特

征值与特征向量的计算、非线性方程及非线性方程组的求解、常微分

方程数值解法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计算方法，

建议修读此课程前学习数值分析，常微分方程等

知识，通过集中实践环节进一步加强提高，以达

到学以致用目的，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兴趣

和动手能力，并加深对理论的理解，要求编写简

单数值程序。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生经过三年多的基础课、专业

课及大量的实验课程学习和锻炼，已具备了进行简单统计分析基本理

论知识以及一定的动手实践能力。使学生在思想上、业务上得到全面

的锻炼。

在学校指导老师和单位指导老师的双重指导下，

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纪律和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

准时到达实习地点；实习期间按时上岗，不得迟

到、早退、缺勤；以达到培养自己的独立工作能

力和专业技能。

毕业设计（论文）

毕业设计是大学四年的最后一门课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是

对学生四年来的基础课、专业课、实验课实践课等所有所学学的专业

知识的一次全面考核和提升，并锻炼了学生的独立的学习、调研、查

阅资料、软件开发、硬件设计、资料归档等全方位的锻炼。

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一个最为感兴趣的课题，并

和指导教师讨论沟通。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图

书馆、网络、论坛等各种资源，认真独立，安计

划保质保量地完成毕业设计(论文）。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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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外国语言学 专业代码：050261

一、培养目标

翻译专业以培养应用型、外向型高素质翻译人才、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专业教育坚持以语言为基础、以文化为氛围、以中

英百科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为补充，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和语言能力，较宽的知识面和较高的人文素养，能够熟练地运用中

英双语进行中等难度的口、笔译和跨文化交际工作。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英语语言、文学、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并适当强化中文学习、适当掌握一些工业科技相关领域的

专业知识，接受中英双语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能的训练，了解翻译所必需的政策法规、时事、商务外交等基本知识，掌握基

本的翻译理论和基础的翻译科研方法。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科技与人

文社科基础

知识

2.专业基本

理论知识

3.专业发展

现状和前沿

知识

4.专业基本

技能和应用

能力

5.自主学习

能力和实践

能力

6.跨文化交

际能力
7.创新意识 8.职业道德 9.人文素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第二外语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 √

文学修养 √

英语口语实训 √
英语听力 √

英语阅读与翻译 √

英语写作 √
综合英语 √

现代汉语写作 √

英语语法 √
英语语音与话语实践 √

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 √

英语词汇学 √
新闻英语 √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 √

高级英语 √ √
笔译理论与实践 √

英国文学史 √ √

美国文学史 √ √
英语语言学导论 √ √

英语听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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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译基础 √

翻译概论 √
文化与翻译 √

实用文体翻译 √

计算机辅助科技翻译 √
工业知识概论(双语) √

交替传译 √

学科前沿与应用 √
文学翻译 √

跨文化交际 √

译作赏析 √
国际贸易实务 √

英语应用写作 √

翻译理论流派 √
西方思想经典 √

广告英语 √

法律英语翻译 √
英语名作赏析 √

影视翻译 √

英语文体学 √
圣经与基督教文化 √

口译实务 √

英语教学法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专业认知实践 √

专业技能认知实践（分方

向）
√

就业认知实践 √

毕业实习 √

毕业论文 √

四、专业特色

1.依托学校的轻工学科专业优势、适度进行专业交叉渗透，以使学生提前了解熟悉相关行业工作，突出工业科技类翻译特色。2.专业下

设应用英语翻译和语言文化翻译两个方向，以适应学生考研和就业等不同需求。规范技能培养与素质拓展活动和各类赛事，将英语学

习、英语应用和实践锻炼有机结合。3.以就业出口为导向，发展学习兴趣，积极引导学生参加雅思、托业、翻译、BEC、导游证、教师

资格证等国际国内水平与职业证书测试。4.联合国内外、省内外重点高校、企事业单位，合作开展师生交流学习、学分互认、读研深造

等。5.开拓海外实习就业基地，开展英语国家暑期带薪实习、读研、就业等。

五、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 综合英语、英语听力、英语口语实训、英语写作、笔译理论与实践、高级英语、翻译概论、视译基础、英语听译、实用文

体翻译、文学翻译、译作赏析、现代汉语写作、跨文化交际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说明：含主要专业实验）专业认知实践（1学分/1周）、专业技能认知实践（分方向）（1学分/1周）、就业

认知实践（1学分/1周）、毕业实习（5学分/6周）、毕业论文（10学分/1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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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修

课

通识教育选修

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环

节

要求学分 160 41 8 42 6 22 21 20

要求学时 2432 736 128 768 96 368 336
学分占比 100% 25.60% 5% 26.20% 3.80% 13.80% 13.10% 12.5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 完成规定的课程、实践以及毕业论文学分要求，成绩合格，准予毕业。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1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第二外语 FⅠ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FⅠ)
4 64 4 考试 B101201

二外法语、

德语、日语

选一门

第二外语 GⅠ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GⅠ)
4 64 4 考试 B101202

第二外语 JⅠ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JⅠ)

4 64 4 考试 B101203

第二外语 FⅡ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FⅡ)
4 64 4 考试 B101205

第二外语 GⅡ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GⅡ)
4 64 4 考试 B101206

第二外语 JⅡ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JⅡ)

4 64 4 考试 B1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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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语 FⅢ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FⅢ)
4 64 4 考试 B101208

第二外语 GⅢ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GⅢ)
4 64 4 考试 B101209

第二外语 JⅢ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JⅢ)

4 64 4 考试 B101210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3 考试 B031001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
Major)

1 16 1 考查 B101304

文学修养

(Literary Accomplishment)
2 32 2 考试 B121609

小计 41.0 1008.0 0.0 32.0 160.0 11.0 4.5 7 16.5 14 12.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一年级

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4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英语口语实训(1)
(English Speaking1)

2 64 4 考试 B103321

英语口语实训(2)
(English Speaking2)

2 64 4 考试 B103322

英语口语实训(3)
(English Speaking3)

2 16 32 2 考试 B103323

英语口语实训(4)
(English Speaking4)

2 16 32 2 考试 B103324

英语听力(1)
(Listening Course1)

2 32 2 考试 B103305

英语听力(2)
(Listening Course2)

2 32 2 考试 B103306

英语听力(3)
(Listening Course3)

2 32 2 考试 B10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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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听力(4)
(Listening Course4)

2 32 2 考试 B103308

英语写作(1)
(English Writing1)

2 32 2 考试 B103309

英语写作(2)
(English Writing2)

2 32 2 考试 B103310

英语阅读与翻译(1)
(Reading and Rendering1)

2 32 2 考试 B103311

英语阅读与翻译(2)
(Reading and Rendering2)

2 32 2 考试 B103312

综合英语(1)
(Integrated English1)

4 64 4 考试 B103313

综合英语(2)
(Integrated English2)

4 64 4 考试 B103314

综合英语(3)
(Integrated English3)

4 64 4 考试 B103315

综合英语(4)
(Integrated English4)

4 64 4 考试 B103316

现代汉语写作

(Modern Chinese Writing)
2 32 2 考试 B103319

小计 42 576 0 0 192 10 12 12 12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英语语法

(English Grammar)
2 32 2 考查 B108301

英语语音与话语实践 (English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for
Communication)

1 16 2 考查 B108302

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

( Contrast and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2 32 2 考试 B108303

英语词汇学 (English
Lexicology)

1 16 1 考试 B108304

新闻英语

(News English)
2 32 2 考查 B108305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1)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Society and Culture)

2 32 2 考查 B108306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2)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A
Survey)

2 32 2 考查 B108307

小计 12 192 0 0 0 4 1 4 4 0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级英语(1)
(Advanced English1)

4 64 4 考试 B104301

高级英语(2)
(Advanced English2)

4 64 4 考试 B10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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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译理论与实践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2 16 32 2 考试 B104303

英国文学史

(English Literature)
2 32 2 考试 B104304

美国文学史

(American Literature)
2 32 2 考试 B104305

英语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inguistics)
2 32 2 考试 B104306

英语听译

(Listening and Interpreting)
2 32 2 考试 B104307

视译基础

(Basics of Sight Interpreting)
2 32 2 考试 B104308

翻译概论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2 32 2 考试 B104309

小计 22 352 0 0 32 0 0 0 0 12 10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0.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应

用英

语翻

译）

文化与翻译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2 32 2 考试 B105301

实用文体翻译

(English Practical Translation)
2 32 2 考试 B105302

计算机辅助科技翻译

(CAT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105303

工业知识概论(双语)
(An Introduction to Industrial
Knowledge)

2 32 2 考查 B105304

交替传译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2 32 2 考试 B105305

学科前沿与应用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0.5 8 考查 B105306

小计 10.5 168 0 0 0 0 0 0 0 4 4 0 0

方向

二（语

言文

化翻

译）

文学翻译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2 32 2 考试 B105307

文化与翻译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2 32 2 考查 B105301

实用文体翻译

(English Practical Translation)
2 32 2 考查 B105302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2 2 考查 B105310

译作赏析

(Translation Appreciation)
2 32 2 考查 B105311

学科前沿与应用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0.5 8 考查 B105306

小计 10.5 168 0 0 0 0 0 0 0 4 4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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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0.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国际贸易实务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2 32 2 考试 B106203

英语应用写作

(Practical English Writing)
2 32 2 考查 B106302

翻译理论流派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1 16 1 考查 B106303

西方思想经典

(Heritage of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2 32 2 考试 B106304

广告英语

(Advertising English)
0.5 8 0.5 考查 B106316

法律英语翻译

(Leg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
2 32 2 考查 B106306

英语名作赏析

(Selected Readings of English
Literature)

2 32 2 考查 B106205

影视翻译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2 32 2 考查 B106214

英语文体学

(English Stylistics)
2 32 2 考查 B106317

圣经与基督教文化

(Bible Study and Christianity
Culture)

2 32 2 考查 B106209

口译实务

(Interpreting Practice)
2 32 2 考查 B106211

第二外语 FⅣ

(FrançaisⅣ)
2 32 2 考试 B106312

第二外语 GⅣ

(DeutschⅣ)
2 32 2 考试 B106313

第二外语 JⅣ
(日本語 Ⅳ)

2 32 2 考试 B106314

英语教学法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For Seniors)

2 32 2 考查 B106315

小计 27.5 440 0 0 0 0 0 0 0 7.5 10 10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0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Charitable Labor）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Instruc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专业认知实践

(Major Recognition Internship)
1 1 1 考查 B107301

879



专业技能认知实践（分方向） 1 1 1 考查 B107302

就业认知实践

(Internship for Career)
1 1 1 考查 B107303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Internship）
5 6 考查 B107304

毕业论文

(Thesis Wrting)
10 12 考查 B107305

小计 20 2 0 1 0 1 0 1 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英语语法

This is a one-semester course on English grammar for
the college students who major in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in China. The situation leads to the learning
objective at three different levels. The elementary: to
expand or enrich what has been known about English
grammar; to systemize the understanding of English
grammar; The intermediate: to speak and write more
accurately; from grammar to grammaring; The
advanced: to know why some aspect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re the way they are; to consider why Chinese
learners tend to make errors or mistakes with respect to
some grammatical phenomena; and to know how to
design a reliable and valid test on English grammar.
There are 32 teaching hours in this course and 2 credits
for this course.

You will have 5 after-class grammar tasks, as well as one in-class
presentation. You are expected to do the tasks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and endeavor to have a qualified or even excellent
performance of the in-class presentation with the topics assigned
to you by your instructor.

You will receive 60% of your final grade in this semester on your
work. Each task, totaled five, along with the presentation would
have 6% equally. Meanwhile,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a standardized feedback form, during
conferences, discussions or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English grammar,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of your grammar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final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This part accounts for 10% of students’ whole grade.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英语语音与话语实

践

We will spend the semester--8 weeks, 1 credit hour,
engaging in English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practice. This class will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best
of cutting edge information on the acquisition of
phonology, along with practical techniques for
improving learners’ pronunciation. Our focus will be on
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 of the individual English
sounds, stress, rhythm and intonation. This course will
build your confidence in your spoken English, and have
a better performance in other courses such as
interpreting classes.

You will listen to and imitate several English passages out of
class. Try to record your speech for self-correction. Additionally
you will have an oral report in class for peer-correction. Finally
you will have a test about basic knowledge of English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and an oral test.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英语口语实训 1

English Speaking Practice, a mandatory course for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 students, covers 3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learn to do the following:
-master the basic speaking skills;
-use English in daily conversation fluently and
appropriately;
-improve English proficiency in Speaking;
-try to correct your pronunciation through imitation and
practice;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using English in all aspects.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You have to practice English speaking after class and
make presentations during class.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in-class performance.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writ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school-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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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英语 1

This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freshmen and
sophomores majoring in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The
course is very comprehensive, and it will help to
improve four basic skills in learning English: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lso, it aims to enlarge
student's English vocabulary so that they can easily read
and write in English. In addition, by reading passages in
a variety of topics, students can learn more about the
culture, history, politics, and so on.

You will have four quizzes all through the whole term. These
quizzes are designed to check your understanding of material One
and Two.
You should be able to recite at least one paragraph of each
material.

英语听力 1

The study of Listening Course intends to help th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bilities with given
listening materials. Listening Course 1 focuses on three
listening skills: grasping main ideas, the ability to catch
numbers and anticipation (prediction). One semester (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ach week) is scheduled for this
course.

In class you may do some exercises following it. Also dictation
will be taken in class to prepare for TEM 4. You are required to
listen to VOA special English and BBC for half an hour each day
after class. Quizzes will be taken once a month on vocabulary in
textbook and VOA / BBC listening materials. Your grades of
each quiz will occupy certain proportion of your final grades.
Some materials in the textbook are expected to listen to after
class.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广告英语

This is an optional course for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s, covering 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Based on the diversity of mass media, this
course aims at enriching students’ knowledge about
advertisements, by providing adequate materials of
background information, via the effective channel of
advertisements appreciation, translation and designing.
Students can not only gain more concrete knowledge,
but also cultivate their creative thinking. It will also help
students in the relevant courses such as Applied English
Writing and Selected Readings on English Newspapers.

You will have three after-class tasks, as well as constant and
frequent in-class practice. You are expected to follow your
instructors’ directions to do the tasks with your peers after class,
and endeavor to have a qualified performance for the in-class
exercises.

For every assignment,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It will help you know y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your learning skills (including ideas, preparedness
for group presentations, assignments, etc.), and understand where
you need to improve.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Do
have official written leave permit for your absence.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t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综合英语 2

This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freshmen and
sophomores majoring in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The
comprehensive course will help to improve four basic
skills in learning English: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lso, it aims to enlarge students English
vocabulary so that they can easily read and write in
English. In addition, by reading passages in a variety of
topics, students can learn more about the culture,
history, politics, and so on.

You will have four quizzes all through the whole term. These
quizzes are designed to check your understanding of material One
and Two.
You should be able to recite at least one paragraph of each
material.

英语听力 2

The study of Listening Course 2 intends to help students
majoring in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bilities with given materials. It focuses on
three listening skills: outlining—represent the ideas
clear and clean, letting things go—speed and
vocabulary; and the “inverted pyramid” in news
reporting. One semester (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ach week) is scheduled for this course.

In class you may do some exercises following it. Also dictation
will be taken in class to prepare for TEM 4. You are required to
listen to VOA special English and BBC for half an hour each day
after class. Quizzes will be taken once a month on vocabulary in
textbook and VOA / BBC listening materials. Your grades of
each quiz will occupy certain proportion of your final grade.
Some materials in the textbook are expected to listen to after
class.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英语口语实训 2
English Speaking Practice, a mandatory course for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 students, covers 3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In this course, you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You have to practice English speaking after class and
make presentations during class.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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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learn to do the following:
-master the basic speaking skills;
-use English in daily conversation fluently and
appropriately;
-improve English proficiency in Speaking;
-learn to talk with English speakers on some daily issues
fluently;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using English in all aspects.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in-class performance.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writ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school-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英语写作 1

This course is a basic compulsory course for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s. It will cover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multiple writing
tasks and exercises starting from the very basic
knowledge in English writing. Our focus will include:
basic rules for writing, using proper words, writing
sentences and developing paragraphs.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English Writing 2.

Each of you is required to do a presentation in each
class(recitation, speech, book/ movie review, news report, etc).
You are expected to finish the relevant exercises and reading
assignments in and out of class on your own. Additionally you
will have at least three writing assignments in forms of rewriting
and imitation, 2 peer reviews and two in-class quizzes with regard
to sentence writing and paragraph writing. These quizzes are
designed to be very much like the final exam that you must pas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英语阅读与翻译 1

We will spend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multiple reading tasks and rendering
tasks. This course is for Translation majors. Reading
and rendering, two of the basic skills which must be
grasped as a Translation major in highereducation,
occupy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students in the undergraduate stage. Based on
students’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knowledge
of English and Chinese, Reading and Rendering course
focuses on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increase students’
reading efficiency, develop techniques that will help
them read with comprehension and read faster and
develop their reasoning power, at the same time, arouse
the interests on translating and improve students'
translating capability. Through the reading and
rendering the materials in different style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enlarge their knowledge scope, lay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cultivate their
translating sense.

You will read and render different tasks or assignments each
week both in and out of class, as well as two in-class quizzes.
You will have two full class periods to render and peer review in
class during the whole semester. You will not receive specific
grades on your assignments or tasks. Instead, you will receive the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a standardized feedback form,
during conferences, and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reading and
render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of your
version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final exam.

英语口语实训 3

English Speaking Practice, a mandatory course for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 students, covers 3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learn to do the following:
-master the basic speaking skills;
-use English in daily conversation fluently and
appropriately;
-improve English proficiency in Speaking;
-learn to express your understanding of issues freely and
fluently;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using English in all aspects.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You have to practice English speaking after class and
make presentations during class.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in-class performance.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writ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school-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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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

化 1

A survey of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a mandatory
course for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 students,
covers 3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well-informed of culture of
UK and that of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including:
-the geography of UK and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the history of UK and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the economy of UK and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UK and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the education of UK and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You will have five assignments, as well as two in-class practice
exams. These practice exams are designed to be very much like
the exam that you must pas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You will receive grades on your assignments an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during conferences, and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英语听力 3

This is a compulsory basic course for freshmen and
sophomores majoring in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The
course, combined with other courses such as Oral
English, Integrated English, English Reading, is aimed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speaking
competence and the ability to analyse English and
communicate with English through systematic training
of listening skills and instruction with the help of
various listening materials which are carefully chosen,
keep the pace with times and cover a variety of topics
from education, sports, transportation, architecture to
politics, economy and space, etc. This course will make
preparation for advanced listening course (4).
There are 2 credit hours each week for the course which
runs for 16 weeks.

You will have to dictate five passages (each with about 80-90
words) from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provided before hand or
selected by yourself. In each passage, the dictating process and
correction should be observed.
Furthermore, there are two times of dictation in class, but they
will not be graded. Instead, you will receive feedback from the
instructor during conferences or in class.
You are expected to finish listening to all the additional materials.
One the one hand, the quality of your work will be evaluated, and
on the other hand a large part of the materials will be checked in
three quizzes.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is mandatory. If you miss the quiz
time, there will be no chance to make it up.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综合英语 3

Integrated English 3, a mandatory course for English
sophomores, covers 64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learn to master the frequently used vocabulary, fixed
expressions and structures;
-learn to appreciate the structure, theme, style and
rhetorical features of English articles;
-learn to use English in daily communication fluently
and appropriately;
-improve English proficiency in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Translation;
-prepare for taking TEM 4.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other courses.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some of them have to be submitted in required format.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which should be finished during class. Moreover, 2 quizzes are
designed to help you review your study during the semester.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quizze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your English learn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英语写作 2

This course is a basic compulsory course for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s. It will cover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A student is eligible for ENGL
2 only as a result of his/her score on the Writing I. We
will spend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Our focus will be on another essay writing, especially
on four types of essays—narration, description,
exposition and argumentation.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English Writing 3.

You will write four assignments out of class, as well as three
imitate or re-write practice in class. Additionally you will be
having a quiz about types of writing and developing strategies,
and four times of peer review in class during the whole semester.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第二外语 GⅠ

Das ist ein Pflichtfach. Diese Unterrichtsstunde ist 4
jede Woche und insgesamt 64 für ein Semester.
Während der gesamten 16-wöchigen Semester werden
wir Deutsch systematisch lernen , deutsche Kultur
kennenlernen und genießen. wir versuchen, Sie die
phonetischen Regeln, syntaktischen Struktur und
Grammatikkenntnisse verstehen lassen zu können.

Sie müssen die Übungen und das Handbuch nach der Klasse
fertig machen. Darüber hinaus gibt es auch Diktat oder Quiz
während des Unterrichts.

Die Teilnahme an Unterrichtsstunden ist obligatorisch. Bitte
haben Sie einen schriftlichen Nachweis einer Universität /
Hochschule-Entschuldigt, wenn Sie vermi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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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 vier Monaten studieren, können Sie die tägliche
Kommunikation schriftlich und mündlich zu machen.

第二外语 JⅠ

本课程是为翻译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在第

三学期开课，64个课时。本学期的教学任务是使学

生从零起点开始，了解日语的基本知识，掌握日语发

音以及平假名和片假名的书写，使学生初步了解日语

的特点，掌握日语初级词汇，简单的语法和句型。培

养学生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为下一步日语学习打下

坚实的基础，同时了解相关的日本文化方面的内容，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从语音开始学起，熟练掌握五十音图的假名发音与书写；单词

音调，词的分类；掌握名词句式肯定否定以及各种时态，形容

词和动词谓语句式的用法。

第二外语 FⅠ

Durant tout le semestre de 16 semaines, nous allons
apprendre systématiquement le français en appréciant la
culture française. Nous cherchons à vous faire saisir les
règles phonétiques, la structure syntaxique et les
connaissances grammaticales. Après avoir 4 mois
études, vous pourriez faire des communications
quotidiennes en écriture et en orale.

Vous devez faire des exercices du manuel après la classe et
participer à deux testes. En outre, il y aurait des testes comme
dictée ou quiz etc. pendant la classe.

Assistance à l'examen et à la classe est obligatoire. En cas
d'absence, les preuves écrites de la faculté sont indispensables.

英语词汇学

Lexicology, a 1-credit, 8-week course for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s, is a branch of linguistics concerned
with the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respect
to words and word equivalents. The scope of lexicology
embraces the development, structure, formation,
meaning, and usage of words and word equivalents. The
course is intended to help first or second year English or
translation majors summariz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and acquire a systematic knowledge of vocabulary so
that they can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enlarge their
personal vocabularies and choose the right words to use
in a given context.

In this class, you learn to do the following:
1. Give a systematic description of the English vocabulary;
2. Offer an insight into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vocabulary;
3. Discuss the problems of word-structure and word-formation;
4. Study the use of English words, their meanings and changes in
meaning, their sense relations.

英语阅读与翻译 2

This course is intended to provided reading skills, to
enlarge students’ vocabulary, and their schemata about
various subjects and fields of study or knowledge,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ir reading efficiency, develop
techniques that will help them read with comprehension
and read faster and develop their reasoning power. This
course focuses on reading efficiency and flexibility.
Reading efficiency refers to the accomplishment of a
reading task within an appropriate time frame and with
appropriate comprehension. Reading flexibility means
the ability to adjust the reading rate and methods to suit
the type of the material to be read and the purpose for
reading.

Classroom activity and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Lecture, reading
and discussion in class. Stud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reading
Section A in a given time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on topics
covered in the material, and reading Section B as fast reading
practice in clas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read Home Reading &
answer questions on it before coming to class. Other requirements
include after-class reading and report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ad extensively on various subjects outside class.

英语口语实训 4

English Speaking Practice, a mandatory course for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 students, covers 3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learn to do the following:
-master the basic speaking skills;
-use English in daily conversation fluently and
appropriately;
-improve English proficiency in Speaking;
-learn to talk with English speakers on topics
concerning cultural, economical issues fluently;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using English in all aspects.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You have to practice English speaking after class and
make presentations during class.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in-class performance.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oral English,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school-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 A survey of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a mandatoryYou will have five written assignments, as well as two in-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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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2 course for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 students,
covers 3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be well-informed of cultures of US
and Canada, including:
-the geographical features of the US and Canada;
-the history of the US and Canada;
-the economy of the US and Canada;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S and Canada;
-the education in the US and Canada.

practice exams. These practice exams are designed to be very
much like the exam that you must pas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You will have three class periods to write.

You will receive grades on your assignments an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during conferences, and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英语听力 4

This is a compulsory basic course for sophomores
majoring in Englishand Translation. The course,
combined with other courses such as Oral English,
Basic English, English Reading, is aimed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speaking
competence and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daily talks
of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grasp speakers’ attitudes,
emotions and real intentions in different discourses,
identify English varieties, for example American
English, British English and Australian English. Aided
by multimedia and network, the course provides
students with audio materials (news)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medicine, personal development, etc. to
enrich students’ social and cultural knowledge,
strengthen their sensitivity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y of English,
such as Interpretation,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There are 2 credit hours in the course which runs for 16
weeks after students accompolish the English Listening
(1), (2) and (3).

You will have to dictate 2 passages (each with about 80-90
words) provided by the instructor. They will be graded and
feedback will be given to students by the instructor during
conference or in class.

You are expected to listen to specific materials in TEM-4 twice a
day in March and April.

Furthermore, you are expected to finish listening to all the
additional materials. One the one hand, the quality of your work
will be evaluated, and on the other hand a large part of the
materials will be checked in the two quizzes.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is mandatory. If you miss the quiz
time, there will be no chance to make it up.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综合英语 4

Integrated English 3, a mandatory course for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sophomores, covers 64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learn to master the frequently used vocabulary, fixed
expressions and structures;
-learn to appreciate the structure, theme, style and
rhetorical features of English articles;
-learn to use English in daily communication fluently
and appropriately;
-improve English proficiency in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Translation;
-prepare for taking TEM 4.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other courses such as Advanced English,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English Literature and so on..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some of them have to be handed in with required format.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which should
be finished during the class. Moreover, 2 quizzes are designed to
help you review your study in the semester.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quizze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English learn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高级英语 1

Advanced English,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s at tertiary stage, covers 64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This course is aimed
at training students’ integrated language skills,
especially reading and communication. Through reading
and analyzing works chiefly from contemporary
anthologies with various subjects ranging from
language, literature, education, society, culture,
geography, etc.,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have their
horizon broadened,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and life
deepened, analysis and appreciation of classics
improved, logical thinking strengthened besides the
consolidated language skills. Each unit is accompanied
by relevant exercises including vocabulary study,

For this course, you are expected to do the following:
You are supposed to fulfill three assignments and a midterm test.
The midterm test is designed very much like the exam paper that
you must pas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You also need read one
English book of at least 150 pages whatever you like and share
the content with your classmates i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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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comprehension, stylistic analysis, translating
and writing.

工业知识概论（双

语）

As a compulsory course, An Introduction to Industrial
Knowledge aims to broaden the horizon of students
majored in English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eans of
introducing the basic concepts and technological
processes on such industries as machinery,
paper-making, printing, food and bio-engineering. With
updated knowledge of the relative industrial fields, this
course will benefit students in the pursuit of their future
careers.

Assignment:
For each industrial sector, students will read and analyze one
discourse concer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out
of class in working groups. The assignment of each group will be
sent to the instructor’s E-mail box, graded by the instructor and
become part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for the next class.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learning of each industrial sector, 1-2 groups will give
presentations in class to share their teamwork of the assignment
(the scientific background knowledge, terminologies, key
structures, summary, etc.) with the instructor and the whole class.
Each working group will be graded as a whole 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Dictation:
At the end of each industrial sector, there will be a dictation,
students will becom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textbook,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scientific
English reading and researching.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计算机辅助科技翻

译

As an optional course, CAT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ms to improve the translating ability in
scientific field of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s, by
means of introducing and practicing scientific English
translation skills as well as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concept and tools (commonly-used
reader/word-processing software, Internet browser
resources, on-line dictionaries, thesaurus, encyclopedias
and translating tools, etc.).

Assignment:
Each week, students will translate one discourse concern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out of class with the help of computer and
the Internet in working groups (The whole class will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working groups in advance). The assignment of
each group will be sent to the instructor’s E-mail box, graded by
the instructor and become part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for the
next class. The practice is designed to be very much like the two
in-class quizzes for students to pass in the middle of the semester.
Presentation:
Each week, 1-2 groups will give presentations in class to share
their teamwork of the translation assignment (the scientific
background knowledge, terminologies, key structures, translation
versions, etc.) with the instructor and the whole class. Each
working group will be graded as a whole 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Dictation:
Twice every semester (before the start of Chapter 5 and Chapter
9), there will be a dictation on scientific vocabulary. During one
class hour (45 minute), students will becom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scientific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the textbook,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scientific
English translation.
Quiz:
Twice every semester (before the start of Chapter 5 and Chapter
9), there will be a quiz on scientific translation. Within one class
hour (45 minute), students will translate a scientific text and
handwrite their own version with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tools
in time.
Conference:
For Quiz One, each and every student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the instructor during the conference one by one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the class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ir translation, and it will help them understand
what need to b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stud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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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r Review:
For Quiz Two, students will read and respond to their classmates’
translation version to help each other improve scientific
translating skills. The instructor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version
for the peer review and the group discussion.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第二外语 GⅡ

Das ist ein Pflichtfach. Diese Unterrichtsstunde ist 4
jede Woche und insgesamt 64 für ein Semester.
Während der gesamten 16-wöchigen Semester werden
wir Deutsch 2 systematisch lernen, deutsche Kultur
kennenlernen und genießen. Wir versuchen, Ihre
deutsche Grammatik, vor allem die Grammatik der
syntaktischen Struktur zu verstehen und beherrschen .
Nach vier Monaten studieren, könnten Sie mehr
literarische Kenntnisse als die vorherigen Halbjahr
gelernten beherrschen .

Sie müssen die Übungen und das Handbuch nach der Klasse
fertig machen. Darüber hinaus gibt es auch Diktat oder Quiz
während des Unterrichts.

Die Teilnahme an Unterrichtsstunden ist obligatorisch. Bitte
haben Sie einen schriftlichen Nachweis einer Universität /
Hochschule-Entschuldigt, wenn Sie vermissen.

第二外语 JⅡ

本课程是为翻译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在第

四学期开课，64个课时。本学期的教学任务是掌握

连体词、他动词、自动词在日语中特有的用法；掌握

日语形容词和动词的变化规则及使用方法。使学生能

具备简单的听说能力。

通过第二外语 JⅡ的学习，已经大致掌握了日语的基础知识，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日语形容词和动词的变化规则以及所

构成的不同时态和形式的句式。

第二外语 FⅡ

Durant tout le semestre de 16 semaines, nous allons
apprendre systématiquement le français en appréciant la
culture française. nous cherchons à vous faire saisir la
grammaire française, surtout la grammaire de la
structure syntaxique. Après avoir 4 mois études, vous
pourriez faire des phrases plus littéraires que la semestre
précédente.

Vous devez faire des exercices du manuel après la classe et
participer à deux testes. En outre, il y aurait des testes comme
dictée ou quiz etc. pendant la classe.

Assistance à l'examen et à la classe est obligatoire. En cas
d'absence, les preuves écrites de la faculté sont indispensables.

英国文学史

English Literatur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senior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s. It aims at broadening
the vision of those advanced learners. It introduces them
to a brief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which covers a
survey of the general literary trends marked by
distinguished writers and their masterpieces. Classroom
lectures, activities and discussions will focus on the
causes and features of different literary trend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lected writers and works within the
norms of the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some of them have to be handed in with the required
format.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Moreover, 2 quizzes are designed to help you review
your study during the semester.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quizze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study,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贸易实务》是一门专门研究国际间商品交换的

具体过程的学科，是一门具有涉外活动特点的实践性

很强的综合性应用科学, 它涉及国际贸易理论与政

策，国际贸易法律与惯例、国际金融、国际运输与保

险等学科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知识的运用。它以商品进

出口贸易为研究对象，以我国外贸方针政策为指导，

阐明商品进出口业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 通过学习，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国际商品买卖的

品质、数量、包装、价格、运输、结算、索赔、仲裁

等进出口合同的内容与相关要求，熟练运用合同的签

订与履行等诸环节的要领和操作手段与方法，并有选

择地介绍国际贸易的习惯做法、贸易惯例和必要的法

国际贸易实务是一门方针政策与业务技术相结合、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政策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是国际贸易专业的一门

专业基础课程,也可作为英语专业选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掌握国际商品买卖的品质、数量、包装、价格、运

输、结算、索赔、仲裁等进出口合同的内容与相关要求，熟练

运用合同的签订与履行等诸环节的要领和操作手段与方法，并

有选择地介绍国际贸易的习惯做法、贸易惯例和必要的法律规

定使学生获得规避风险的知识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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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定,使学生获得规避风险的知识与能力,掌握国际

上一些通行的惯例和普遍实行的原则，以便按国际规

范办事，在贸易做法上加速同国际市场接轨，促进我

国经济发展。

英语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inguistic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juniors, covers 3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This course
concerns the general branches of English language,
including phonetics, phonology, morphology, syntax,
semantics, pragmatics and other applied branches.
Closely relating to literature, grammar, lexicology and
translation, this course will benefit students in all
aspects of English learning.

You will complete some assignment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a
standardized feedback form, during conferences, and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learn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法律英语翻译

The course is aimed at teaching some law knowledge to
Translation majors.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course is
Anglo-American Law system, including the legal
terminology,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rade law,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nglo-American law
system and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the introduction
of legal profession, the legal departments of the
Anglo-American, the supplementary reading materials
of WTO, and the techniques and sources for legal
research (skills for presenting and legal writing).
Legal English lasts one semester with its purpose of
developing students’ ability to take use of English in the
legal field. With help of the teachers, the students can
successfully master some basic legal terminology and
theories, and in Law by reading some well-selected
English legal essays. In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emphasis is placed on enlarging students’
vocabulary in legal English and on raising their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ve levels. Meanwhile, the course
adopts individual speeches or group discussions and
other teaching methods in order to provide as more
lingual practice as possible for students, helps them
well-combine their knowledge both in major and
English. At last, they can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course study comparatively good English oral skills in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You are expected to present in class one part of a lesson. Besides
three assignments and midterm test are to be fulfilled. The
midterm test is designed very much like the exam paper that you
must pas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翻译理论流派

This course is an elective course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majors in their junior year. We will spend 8 weeks, 1
credit hour, engaging in the acquisition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western history. By
placing translation in a historical framework, students
are allowed to have a systematic and profound
command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paving the way for
future study in translation. Closely related to linguistics,
this course can provide various perspectives to
translation study, promot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and benefiting their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not do translation practice, but you need to
read a lot. Every two weeks you should finish reading the
designated materials and hand in a summary in groups. You are
also required to give a fully prepared presentation in class about
an aspect of translation. You will receive the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during conferences, and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version,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of your version you need
to improve.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跨文化交际

This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the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s in the first term of the 3rd grade. The
course credit is 2 in all, with 32 periods regularly
allocated in 16 weeks. The course, set on the basis of
the linguistic foundation courses such as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reading, listening, oral English, writing etc., is
aimed to improv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You will have two after-class tasks, as well as constant and
frequent in-class practice. You are expected to follow your
instructors’ directions to do the tasks with your peers after each
lecture, and endeavor to have a qualified performance for the
in-class exercises.

You will receive 28% of your final grade in this semester on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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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cultures, build up their interest and
determination in the mastery of English, and enhance
their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a course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practic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course
principally serves to provid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and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from America, Britain etc for
English learners at the elementary level. With various
cases and analysis, it displays vividly how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unctions, intended to
offer learners relevant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the further study of A
General Survey of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closely
connected to Translati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s well
as Bible Study and Christianity Culture, it forms the
core force of facilitating the future study of Western
Classic Theories etc, it provides a better foundation for
their advanced study of the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along wit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verall.

work. The two after-class paperworks will account for 12% in
total, while two in-class exercises will take 16% in all.
Meanwhile,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a standardized feedback form, during conferences,
and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interpretation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of your communication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final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This part accounts for 12% of students’ whole grade.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高级英语 2

Advanced EnglishⅡ, a 16-week course for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s at tertiary stage, aims at training
students’ integrated language skills, especially reading
and communication. Through reading and analyzing
works chiefly from contemporary anthologies with
various subjects ranging from language, literature,
education, society, culture, geography, etc.,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have their horizon broadened,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and life deepened, analysis and
appreciation of classics improved, logical thinking
strengthened besides the consolidated language skills.
Each unit is accompanied by relevant exercises
including vocabulary study,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ylistic analysis, translating and writing.

You are expected to be present in class one part of a lesson.
Besides, three assignments and midterm test are to be fulfilled.
The midterm test is designed very much like the exam paper that
you must pas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You also need read one
book of at least 150 pages whatever you like and share the content
with your classmates in class.

美国文学史

American Literatur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senior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s. It aims at broadening
the vision of those advanced learners. It introduces them
to a brief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which covers a
survey of the general literary trends marked by
distinguished writers and their masterpieces. Classroom
lectures, activities and discussions will focus on the
causes and features of different literary trend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lected writers and works within the
norms of the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some of them have to be handed in with the required
format.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Moreover, 2 quizzes are designed to help you review
your study during the semester.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quizze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learn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影视翻译

As an optional course,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ims to
improve the translating ability in audiovisual field of
students majored in English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eans of introducing features of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genres of films as well as practicing translating
principles and skills in subtitle translation (E-C) and
title translation of films and TV products (E-C & C-E).

Assignment:
Once every two weeks, students will watch a segment of a film
(different films in different genres), and translate it in working
groups (The whole class will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working
groups in advance). The assignment of each group will be sent to
the instructor’s E-mail box before the due date and handed in at
class, graded by the instructor and become part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next class.

889



Role-play & Retell:
Once every two weeks, 1-2 groups will present in-class role-play
or retell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segments of films given by the
instructor. Each working group will be graded as a whole
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Quiz:
In the middle of the semester (Week 8), there will be an in-class
quiz concerning the key points of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Peer Review:
Students will review their classmates’ quiz to help each other
consolidat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class. The instructor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version for the peer review.
Attendance at each class session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西方思想经典

This course is a 2-credit selective course, composed of
32 periods of lectures, designed for translation major
seniors. The course mainly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culture and Western intellectual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introduces the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school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philosophers and their main ideas and from the ancient
Greek times to early 20th century.

Th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preview. Preview the lecture unit, especially preread the excerpts
and find materials to prepare for the presentation or translation.
-make presentation or do translation. Before each lecture unit one
or two students are chosen to make a related presentation about
the lecture unit, lasting 5-10 minutes. The rest are required to
submit their PPTs to the instructor before the final exam. The
presentation will be graded according to the creativity in content,
PPT design.
-In-class discussions,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doing translation
which will be graded according to the creativity in content,
pronunciation and tone.
-translate a passage of a philosopher or a writer. In the middle of
the semester, every student is to submit the translation work. It is
strongly suggested that each student should choose a different
philosopher or writer.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圣经与基督教文化

We will spend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21 Biblical stories which run through
the Bible from Creation to Return.

You will listen to 21 biblical stories during which you have to put
forward your questions and confusions, even your reflection.
Additionally you will be writing a paper based on your study of
these Bible stories.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第二外语 GⅢ

Das ist ein Pflichtfach. Diese Unterrichtsstunde ist 4
jede Woche und insgesamt 64 für ein Semester.
Während der gesamten 16-wöchigen Semester werden
wir Deutsch 3 systematisch lernen , deutsche Kultur
kennenlernen und genießen . Wir versuchen, Ihre
deutsche Grammatik, vor allem die Grammatik der
syntaktischen Struktur zu verstehen und beherrschen .
Nach vier Monaten studieren, könnten Sie mehr
literarische Kenntnisse als die vorherigen Halbjahr
gelernten beherrschen .

Sie müssen die Übungen und das Handbuch nach der Klasse
fertig machen. Darüber hinaus gibt es auch Diktat oder Quiz
während des Unterrichts.

Die Teilnahme an Unterrichtsstunden ist obligatorisch. Bitte
haben Sie einen schriftlichen Nachweis einer Universität /
Hochschule-Entschuldigt, wenn Sie vermissen.

第二外语 JⅢ

本课程是为翻译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在第

五学期开课，64个课时。本学期的教学任务主要学

习动词的意志、劝诱、目的、原因和假定型等表达形

式、动词的连体修饰以及补助动词用法。使学生能够

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能够听懂、会说、能写与

课文难度相近的文章。

强化词汇，语法等基础知识的学习。在语法方面注重学习日语

的假定、推量、目的、原因等表达方式和句型。

第二外语 FⅢ Durant tout le semestre de 16 semaines, nous allonsVous devez faire des exercices du manuel après la classe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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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endre systématiquement le français en appréciant la
culture française. nous cherchons à vous faire saisir la
grammaire française, surtout la grammaire de la
structure textuelle. Après avoir 4 mois études, vous
pourriez faire des phrases plus littéraires que la semestre
précédente.

participer à deux testes. En outre, il y aurait des testes comme
dictée ou quiz etc. pendant la classe.

Assistance à l'examen et à la classe est obligatoire. En cas
d'absence, les preuves écrites de la faculté sont indispensables.

口译实务

As an optional course for senior students majored in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Intermediate Practice will
engage in multiple interpreting scenes associated with
more interpreting skills in various topics. Our focus
will be, first of all, on the command of interpreting
skills, familiarity of various interpreting situations,
comprehension of an interpreting text and oral ability of
interpreted texts.

Stud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preview the new vocabulary and learn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before practicing interpreting in class.
Additionally, students will have occasional quizzes as well as
in-class pair works during the whole semester.

Attendance at clas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译作赏析

This course is a professional elective course for the
seniors of English majors and Translating majors . It
will cover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By
comparing the source text with the target text or making
comparisons among different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the
same source text, this course can offer a guideline to
distinguish the features of good translation and cultivate
the perception, understanding and distinction of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us help you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mploy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nd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in translation practices. This course is an
enhancement of all courses relevant to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such a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Skills in Written
Translation, etc..

In this course, you are expected to follow your instructors’
directions, and four assignments are to be fulfilled. These
assignments will be in form of papers appreciating the
translations relevant to the study in class. The instructor will give
you feedback on your writing. Besides, you are required to give
presentation about your appreciation of a certain translation(it’s
up to you to choose the target).

英语教学法

This selective course designed for senior students
majoring in English or Translation. It focuses on the
theory of 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TEFL), which includes three parts: Part I
Major trends in twentieth-century language, Part II
Alternative approaches and methods, and Part III
Current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Meanwhile,
teaching practice is necessary.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apply TEFL theories into teaching practice in Chinese
classroom context.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provide an active learning experience.
To benefit from the class, you need to arrive on time, ready to
engage in discussion of relevant topics. Participation (including
attendance, promptness, and involvement in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discussion that clearly demonstrates you have kept up with
the reading) may affect your grade by up to one full grade.
Missing more than three class periods regardless of the reason
may result in a failing grade in the course. Arriving late or leaving
early twice is viewed as equivalent of one absence.

You will receive 60% of your final grade in this semester on your
work. Each task, totaled five, along with the presentation would
have 6% equally. Meanwhile,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a standardized feedback form, during
conferences, discussions or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courses in English
teach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of your
course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final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This part accounts 10% of students’ whole grade.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第二外语 GⅣ

Das ist ein Wahlfach. Diese Unterrichtsstunde ist 2 jede
Woche und insgesamt 32 für ein Semester. Während der
gesamten 16-wöchigen Semester werden wir Deutsch 4
systematisch lernen , deutsche Kultur kennenlernen und
genießen . Wir versuchen, Ihre deutsche Grammatik,

Sie müssen die Übungen und das Handbuch nach der Klasse
fertig machen. Darüber hinaus gibt es auch Diktat oder Quiz
während des Unterrichts.

Die Teilnahme an Unterrichtsstunden ist obligatorisch. Bi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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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 allem die Grammatik der syntaktischen Struktur zu
verstehen und beherrschen . Nach vier Monaten
studieren, könnten Sie mehr literarische Kenntnisse
als die vorherigen Halbjahr gelernten beherrschen .

haben Sie einen schriftlichen Nachweis einer Universität /
Hochschule-Entschuldigt, wenn Sie vermissen.

第二外语 JⅣ

本课程是为翻译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在第

六学期开课，32个课时，主要面向考研或对日语感

兴趣的学生开设。本学期的教学任务主要学习动词可

能、被动以及使役语态，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阅读能

力和翻译能力、使学生能以日语为工具，获取专业所

需要的信息。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达到日本国

际教育协会及国际交流基金主办的日语能力三级及

以上考核水平。

在学习词汇和语法知识的同时，强化阅读理解能力，能够把理

论知识用于实践，并基本具备第二外语所需的听、说、读、写、

译技能，从而通过这门语言工具以获取更多的信息和知识。

第二外语 FⅣ

Durant tout le semestre de 16 semaines, nous
cherchons à vous faire saisir la grammaire française,
surtout la grammaire de la structure textuelle. Après
avoir 4 mois études, vous seriez prêt à l'examen du
master d'anglais.

Vous devez faire des exercices du manuel après la classe et
participer à deux testes. En outre, il y aurait des testes comme
dictée ou quiz etc. pendant la classe.

Assistance à l'examen et à la classe est obligatoire. En cas
d'absence, les preuves écrites de la faculté sont indispensables.

英语应用写作

This course is an required course for both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s. It will cover the whol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multiple writing tasks associated with our lives in
various communities. Our focus will be practical
writing(message, notice, announcement, cards, posters,
certificates, memos, ads, letters and PEP writing).

You will write several practical writings (such as notice,
announcement, memos, etc) and four kinds of assignments out of
class as your professional employment packet. Additionally you
will have some discussions or evaluations for your partner’s
writing and an interview for your own PEP. Two times of peer
review and a quiz will be done in class during the whole semester.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文化与翻译

The course will cover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discussion of relationship
among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Our focus
will be first of all, on the comprehension of culture,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recognition of cultural phenomena
in translation, influences of cultural factors on
translation and how to deal with those parts with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ents will write relevant assignment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topics out of class. Additionally students will also be
having occasional quizzes about types of texts to be translated,
and several times of peer review for discussion in class during the
whole semester.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英语名作赏析

Selected Readings of English Literatur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senior English majors. It aims at broadening
the vision of those advanced learners who study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t introduces them to selected
readings of English Literature, which covers a survey of
the general literary trends marked by distinguished
writers and their masterpieces. Classroom lectures,
activities and discussions will focus on the causes and
features of different literary trend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lected writers and works within the norms of the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some of them have to be handed on in required format.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which should be finished during class. Moreover, 2 quizzes are
designed to help you review your study during the semester.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quiz.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writ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视译基础

We will spend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multiple interpreting tasks associated
with our lives in various communities. This course is for
Translation Majors in professional direction.
"Interpreting”, one of the basic skills which must be

You will have constant and frequent interpreting tasks or
assignments each week both in and out of class, as well as
in-class quizzes. You are expected to follow your instructor’s
directions to do the tasks with your peers after each lecture, and
endeavor to have a qualified performance for the in-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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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ped as an English major in higher schools, occupy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students in the undergraduate stage. Based on students’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n the basic knowledge of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Sight Interpreting focuses
on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let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n Sight Interpreting and
improve students' sight interpreting capability. Through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are hoped to improve the ability
to judge the sense group and converse the two
languag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free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sight interpreting theory and with proper
interpreting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This course is
just like a bridge between the writte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which shoulders more task on improving
students’ ability of language usage.

exercises. You will have two full class periods to translate and
peer review in class during the whole semester. You will not
receive grades on your work. Instead, you will receive the
feedback from the instructor on a standardized feedback form,
during conferences, and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version,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in your version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s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final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实用文体翻译

We will spend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multiple translating tasks associated
with our lives in various communities.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English Majors and Translating Majors.
"Translating”, one of the basic skills which must be
grasped as an English major in higher schools, occupy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students in the undergraduate stage. Based on students’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the English Practical Translation focuses on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let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n translation and improve
students' translating capability of common styl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common application styles
such as technology, trade, law, news, discussion,
tourism, advertising and other application style or text
styl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text analysis, the students are hoped to
converse the two languag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free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with
proper translation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You will translate tasks or assignments each week both in and out
of class, as well as two in-class quizzes. You will have two full
class periods to translate and peer review in class during the
whole semester. You will not receive specific grades on your
assignments or tasks. Instead, You will receive the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a standardized feedback form, during
conferences, and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version,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 in your version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final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现代汉语写作

《现代汉语写作》是翻译专业的基础必修课程之一。

它基于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对于写作的学习，进一步深

化学生的写作技能素养，提高他们对于各种文体进行

写作的能力。根据专业培养方案，本课程与学生在第

二学期及以后开设的《英语写作》前后赓续。

本课程以讲授写作基础理论为主，结合写作实践训练，通过对

写作的性质、特征以及写作活动过程等多重因素的考察，建立

起学生对于写作理论与技能的整体认识。理论性、实践性、综

合性相结合是本课程的特点。学习写作，旨在让学生掌握写作

的基本原理，结合写作实践训练，培养学生的写作基本功，为

他们从事中英文写作与翻译交流或其他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写作能力也是学生深造和提高的基础，学习写作能使他们更好

地融入社会，提高工作竞争力。

新闻英语

We will spend the semester--16 weeks, 2 credit hour,
engaging in News English learning. This class will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best of cutting edge
inform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along
with practical techniques for reading, writing,
translating and broadcasting English news. This course
will raise students’ interests in current affai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cultivate their sensitivity in
journalism, and have a better performance in other
courses such as English speeches, and practical writing.

In this class, students will learn to do the following:
-understand the basic knowledge related to journalism, including
the language features of news.
- cultivate students’ sensitivity in journalism and critical thinking
-master practical techniques for reading, writing, translating and
broadcasting English news

交替传译

We will spend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multiple translating tasks associated
with our lives in various communities. This course is for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s in professional

You will have constant and frequent interpreting tasks or
assignments each week both in and out of class, as well as
in-class quizzes. You are expected to follow your instructors’
directions to do the tasks with your peers after each lec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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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 “Interpreting”, one of the basic skills which
must be grasped as an English major in higher schools,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students in the undergraduate stage. Based on
students’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stening and Interpreting and Sight
Interpreting, the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focuses on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let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n interpreting and improve
students’ interpreting capability. Through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are hoped to converse the two languag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free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theory and with proper
interpreting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This course is
also the basic step toward other further interpreting
courses.

endeavor to have a qualified performance for the in-class
exercises. You will have two full class periods to translate and
peer review in class during the whole semester. You will not
receive grades on your work. Instead, you will receive the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a standardized feedback form,
during conferences, and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version,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of your version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final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英语文体学

Stylistics is the study of style, the study of use language
in literature, a meeting ground of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udy. Stylistic study helps students cultivate a sense of
appropriateness.

You will write two assignments at home, as well as two in-class
practice quizzes. You will have two full class periods to complete
the quizzes.

You will not receive grades on your works. Instead,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a standardized
feedback form, during conferences, and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learn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文学翻译

This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juniors majoring in
Translation. The course comprises two credit hours
each week for 16 weeks, aiming at inspiring discuss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and also some translation practices. This
course is interdisciplinary of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focusing on providing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This course is set in the same year with the courses 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tudies of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study. This course will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the uniquenes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he most
common methods and approaches employed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do research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preliminarily. Students will also be able to make
objective comments on not only translated literary
works but also lite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by others,
which in turn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ir own. In this
class, students will learn to do the following:
-learn about the concept of trans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learn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learn that translation is not only the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cultural communication
-grasp some translating skills in practice
-learn to appreciate the good translation text

The course will be consisting of lectures, presentations

ASSIGENMENT REQIREMENT:
Your translation should include: names and student series number
and class name on the top; the Chinese words and the page
number, the translation in English (if quoted, please mark the
page number, the name of the book, the name of the author). All
translation texts should be edited into one document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 series number and class number, and emailed to the
teacher. Font type: Times New Roman; font size: 5. Late
assignments are strongly discouraged.

PAPER FORMAT:
Three assignment essays must be typed, double-spaced, with
12-point type size. Each page must have one-inch margins on
top, bottom, and sides. Please save copies of all of the drafts
electronically.

GRADES:
In order to pass or get a higher score, you must complete all
assignments, peer reviews and quiz in this class satisfactorily.
If you fail the course, you must take a make-up exam that is
generally held before the coming semester or you must repeat thi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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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iscussions. The lectures will focus on the
methodolog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case
studies. Different approaches, such as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nd stylistic methods etc., will be introduced.
Presentations will be done by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followed by discussions.

笔译理论与实践

This is a compulsory core course for the translation
majors in the first term of the 3rd grade. The course
credit is 2 in all, with 32 periods regularly allocated in
16 weeks. The course, set on the basis of the linguistic
foundation courses such as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reading, listening, oral English, writing etc., is aimed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orists, and the basic
skills, enhance their ability of putting the skills into
practice, and intrigue their interest and determination in
the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As a course of theories,
skills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this course principally
serves to expand the students’ knowledge of the basic
skills and objective rules of translation stud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at the elementary level. With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t majorly put priority to the practical
usage of translation skills, inclined to offer learners
more chance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drills. Closely
connected to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ranslatio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 it not only forms the co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earning, but also benefits the students in the
subsequent courses, such as Translation with auxiliary
of Computers, corresponded to Interpretation etc. The
course provides a better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the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all.

You will have two after-class translation tasks, as well as one
in-class presentation. You are expected to do the tasks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and endeavor to have a qualified
or even excellent performance of the in-class presentation with
the topics assigned to you by your instructor.

You will receive 28% of your final grade in this semester on your
work. The two after-class paperworks will account for 12% in
total, while two in-class exercises will take 16% in all..
Meanwhile,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a standardized feedback form, during conferences,
discussions or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translation,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of your translation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final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This part accounts for 12% of students’ whole grade.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英语听译

We will spend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multiple listening, presenting and
interpreting tasks associated with our lives in various
communities. This course is for Translation Majors in
professional direction. "Interpreting”, one of the basic
skills which must be grasped as an English major in
higher schools, occupy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students in the undergraduate stage.
Based on students’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n the
basic knowledge of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Listening and Interpreting course focuses on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classifying the listening material
to let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basic knowledge on
Interpreting. Through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are hoped
to improve the ability to judge the sense group, grasp
the meaning of the source language in a general way
and converse the two languag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free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sight interpreting theory
and with proper interpreting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This course is just like a bridge between the writte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which shoulders more task
on improving students’ ability of language usage.

You will have constant and frequent interpreting tasks or
assignments each week both in and out of class, as well as
in-class quizzes. You are expected to follow your instructors’
directions to do the tasks with your peers after each lecture, and
endeavor to have a qualified performance for the in-class
exercises. You will have two full class periods to translate and
peer review in class during the whole semester. You will not
receive grades on your work. Instead, you will receive the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a standardized feedback form,
during conferences, and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version,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of your version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final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翻译概论

We will spend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the basic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
This course is for Translation Majors in professional
direction. Based on students’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n the basic knowledge of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This course is set for helping you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y vertically and the inner-relationship among the
different elem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horizontally.
Based on the three elements-languages (including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one), text and the body (including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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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ourse focuses on introducing students the basic
knowledge o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criteria of
translation and so on. Through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are hoped to grasp the basic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 in
a general way and the basic translation theories. This
course can help you learn the characteristic of different
elements in translation, the nature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which will lay the initial foundation for
other related translation courses.

of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ranslator of the target text), this course
can help you learn the characteristic of different elements in
translation, the nature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which will
lay the initial foundation for other related translation courses. In
this course, you are expected to follow your instructors’ directions
to do the tasks with your peers after each lecture, and endeavor to
have a qualified performance for the in-class exercises. Besides,
you are required to give lecture on tasks as well as the
presentation on the given topic in your group. You will be asked
to write several reports related with each chapter after class
during the whole semester. You will not receive grades on your
work. Instead, you will receive the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a standardized feedback form, during conferences,
and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version,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of your version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final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

业概论

We will spend 8 weeks in this semester to make
students get some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ome information of Translation
Major. By attending the lectures, you will know better
of Translation majors so that you can make a practical
plan for the future studies, and you can know how to
study English and do translation activities. By reading
and discuss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you can be well-informe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You will read some materials abou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anwhile, you will watch some related videos so that you are
well-informed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ou should attend the lecture and make notes, get involved in the
discussion and do the presentation in class as required.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英汉语言对比与翻

译

The course will cover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the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and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Our focus
will be put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omparative
awareness of translation learners and their conversion
skill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through comparing
English and Chinese from several aspects of words,
sentences and texts, etc. Takers of this course will be
required to possess cognitive and applicative abilit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to know well the basic theories
and related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 and to master
certain practical experience about E-C or C-E
translation. This course is a continuation of such
prerequisite courses as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Written Translation, and an extension of
follow-up courses like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so on.

Students will write relevant assignment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topics out of class. Additionally students will also be
having occasional quizzes about types of texts to be translated,
and several times of peer review for retranslation in class during
the whole semester.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专业认知实践

本课程为四年制本科英语、翻译专业集中性实践环节

教学课。旨在使学生初步了解社会企业、行业对英语

专业、翻译专业知识的运用情况以及企业经营情况、

人才需求情况等，侧重于社会调查。通过一周的实习

实践，可以使学生掌握社会调查方法，更好地了解社

会，熟悉实际操作，也可以使学生对本专业的性质以

及专业学习、规划、未来出口等有更直接、更切身的

体验，从而为今后的专业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1. 调研方式分为两类：网络调研和实地调研。

2. 另安排外出参观、考察以及面试、职场发展等讲座。

3. 要求有笔记、录音、照片、录像等，以供在展示时所用。

4. 撰写实践报告。小组成员的报告分组、调研方法、题目、

内容可以相同，但实践体会、问题与建议不得雷同，字数不得

少于 3000字；

5. 指导老师需强调调查的可行性与可信度，方法与结果要一

致，在 ppt展示与报告中，调查方法与步骤要详细，不要一带

而过。

6. 学生需遵守学院、学校及实习单位的相关规定，实习期间

个人原因安全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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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认知实践

（分方向）

专业技能认知实践是学生综合运用所学英语、翻译专

业知识，真实或模拟解决现实社会、工作、生活中问

题的实战锻炼，在第五学期进行。通过本次实习，学

生可以更深层次的了解社会需求，了解英语、翻译相

关知识的真实应用，了解自己在知识、能力、跨文化

交际、人文素养等各个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从而为今

后的学习起到激励、修正的作用，使其更好更快的进

步。

1. 调研方式分为两类：网络调研和实地调研。

2. 另安排外出参观、考察以及面试、职场发展等讲座。

3. 要求有笔记、准备材料、录音、照片、录像等，以供在展

示时所用。

4. 撰写实践报告。同组成员的报告分组、调研方法、题目、

内容可以相同，但实践体会、问题与建议不得雷同，字数不得

少于 3000字；

5. 指导老师需强调调查的可行性与可信度，方法与结果要一

致，在 ppt展示与报告中，调查方法与步骤要详细，不要一带

而过。

6. 学生需遵守学院、学校及实习单位的相关规定，实习期间

个人原因安全责任自负。

就业认知实践

本课程为四年制本科英语、翻译专业集中性实践环节

教学课。旨在使学生了解近几年以来的研究生---包括

申请英语国家研究生、跨专业研究生考录情况、英语

专业、翻译专业以及相近专业如英语教学、教育、商

务英语等的就业情况。通过一周的实习实践，可以使

学生进一步掌握调查方法、统计分析方法，也更好地

了解本专业毕业生的实际情况，从而为自己考研深

造、走向社会奠定基础。

1. 调研方式分为两类：网络调研和实地调研。

2. 另安排外出参观、考察以及面试、职场发展等讲座。

3. 要求有笔记、录音、照片、录像等，以供在展示时所用。

4. 撰写实践报告。同组成员的报告分组、调研方法、题目、

内容可以相同，但实践体会、问题与建议不得雷同，字数不得

少于 3000字；

5. 指导老师需强调调查的可行性与可信度，方法与结果要一

致，在 ppt展示与报告中，调查方法与步骤要详细，不要一带

而过。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教学计

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本科教育

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的体现，同时也是全面

检验和进一步提高英语系教育质量、培养合格人材必

要的教学环节。为保证毕业实习工作的顺利进行，提

高毕业实习质量，根据齐鲁工业大学有关毕业实习的

规定和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毕业实习的具体实际，特

制定本计划。

1. 熟悉实习单位的环境和具体情况，了解各部门的工作程序

和机制；

2. 选择实习单位一个具体的部门进行有关对外贸易流程

的某一环节或英语教学或英语翻译等和英语或翻译专业有关

的重点实习；

3. 实习过程中，在保证完成主要的实习任务的情况下，

可根据实习单位的具体情况和学生的实际能力，完成某一专题

的市场调查或教育调查实习，对实习单位的研究领域进行专题

调查与研究；

4. 对整个毕业实习进行总结，完成毕业实习报告。

毕业设计（论文）

毕业论文（设计）是本科教学的重要实践性环节，是

全面检验学生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及培养效果的主

要手段。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是衡量教学水平、

审核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的重要依据。

毕业论文（设计）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科学研究或设计、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通过毕业论文（设计）实践，培养学生勇于

探索的创新精神、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严谨求实的

工作作风。

主要内容：

翻译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可以涉及翻译理论的研究、翻译史研

究、翻译教学、实用文体翻译、时政翻译、当代翻译热点问题、

译本评介、译本对比研究或者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如：语言与

翻译、翻译与文化、翻译与文学等）的研究。

基本要求：

1.毕业论文撰写是一项严肃的科研实践活动，必须立足于一定

量的研究，需要对选题进行认真思考，认真搜索并仔细阅读与

选题有关的各类出版物，包括专著、学术期刊上的论文等，以

对选题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和了解，从而做出科学的论断。

2.毕业论文必须一人一题，不得雷同。毕业论文选题尽量贴近

社会生活与实践，以期对当前的文化传播、教育和学术研究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3.毕业论文撰写过程中，学生应该和指导教师经常联系，交换

意见。指导教师每周指导每位学生的学时数不少于 2学时。

4.毕业论文撰写，要求论点明确，观点正确，内容充实，见解

独特。坚决杜绝生搬硬套他人观点及抄袭他人文章内容的不良

行为。

毕业论文的基本格式要求统一、规范（具体要求参考毕业论文

格式说明）。毕业论文统一要求 A4纸打印，并装订成册。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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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外国语言文学 专业代码：050203

一、培养目标

日语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人文与科学素养，具备日语语言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与创新能力，能从事涉外工作、

语言服务和具备一定研究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日语语言、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日语听、说、读、写、

译等方面的良好的训练，掌握一定的科研方法，具有从事翻译、研究、教学、商务的业务水平及较好的素质和较强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扎实的日语语言基础、熟练的听、说、读、写、译等技能及日语实际运用能力；

2．较为渊博的知识面，除日语表达能力之外，还应对日本的社会、历史、文化及政治、经济等有广泛的了解，并具备人文学科知识，

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

3．一定的科技知识及外经、外贸、口笔译等复合专业的知识；

4．较强的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协作能力、适应工作的能力、灵活应变的能力和基本调研能力与创新能力；

5．较好的汉语表达能力和第二外国语，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能力。

6. 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科技与人

文社科基

础知识

专业基本

理论知识

专业发展

现状和前

沿知识

专业基本

技能和应

用能力

自主学习

能力和实

践能力

跨文化交

际能力

思辩与创

新能力

国情研判

能力
职业道德 人文素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

形势与政策 √ √
第二外语（英语） √ √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 √ √ √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 √

基础日语（初中级日

语）
√ √

高级日语 √ √ √ √ √

日语会话（日语初中级

会话）
√ √ √

日语听力（日语初中级

听力）
√ √

日语阅读 √ √ √

日语基础写作 √ √

日语语法与练习 √ √ √
日语演讲与辩论 √ √ √ √ √

日语口译基础 √ √ √

日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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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语言学概论 √ √ √

日语高级语法 √ √
日本概况 √ √

日本文学史及作品选

读
√ √

日语口译实务 √ √ √ √
日本影视赏析 √ √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 √

日文报刊选读 √ √ √
日语口语实践 √ √ √ √

日语教学法实训 √ √ √

中日关系史 √ √ √ √
中日比较文化 √ √ √ √

旅游日语 √ √ √ √ √

中日同声传译 √ √
文学翻译实践 √ √

轻工文献阅读 √ √ √

科技翻译实践 √ √ √
经贸口译实务 √ √

经贸日语口语实践 √

日语经贸阅读 √
日本企业文化 √ √ √ √

日本商务礼仪 √ √ √ √

日语经贸函电写作 √ √
日本经济 √ √ √ √

日语高级视听说 √ √ √

日语文字词汇 √ √
面试日语 √ √

跨文化交际 √ √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
毕业实习 √ √ √

毕业论文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以“提升办学理念，注重文理汇通，培养综合素质；加强国内外合作交流，努力与国际接轨；突出本专业特色，造就具有中华文

化底蕴和国际化开阔视野的适应能力强的高素质日语人才”为办学理念。在生源选择上，采取文理兼招的形式广纳良才。在课程设置上，

遵循“低年级培养语言知识，高年级以培养专业素质和实践能力为中心”的原则，并且将强化外语实践能力的训练贯穿整个学习过程。为

了与市场需求紧密衔接，以语言加专业为办学特色，该专业在三、四年级特别设置了专业方向课和兴趣特长选修课，专业方向分为语

言和文学两大方向。兴趣特长选修课涉及贸易、旅游、商务、日语教育、文化等几个方面，主要培养能用日语自由交流，具有语言专

业知识和文化知识，独立从事有关日语的外事、经贸、旅游、文化、教育、科研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复合型日语专业人才。

五、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初级日语、中级日语、高级日语、日语初级会话、日语中级会话、日语初级听力、日语中级听力、日语高级视听说、日语

基础写作、日语语法与练习、日语阅读、日汉翻译理论与实践、日语口译基础、日语语言学、日本概况、日本文学史及作品赏析、日

语演讲与辩论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专业认知实践（1学分/1周）、专业技能认知实践（分方向）（1学分/1周）、就业认知实践（1学分/1周）、

毕业实习（5学分/6周）、毕业论文（10学分/1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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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修

课

通识教育选修

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专业核心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环

节
实践学时

要求学分 160 40 8 56 13 24 19

要求学时 2536 800 128 920 232 480 20周 464+20周
学分占比 100% 25.00% 5% 35.00% 8.13% 15.00% 11.87% 20.75%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完成规定的课程、实践以及毕业论文学分要求，成绩合格及以上，准予毕业。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0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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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
Major）

1 16 1 考查 专业自定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小计 40.0 80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一年级

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56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初级日语(1) (Basic Japanese 1) 8 128 8 考试 B103101

初级日语(2) (Basic Japanese 2) 8 128 8 考试 B103102
中级日语(1) (Intermediate Japanese
1)

8 128 8 考试 B103103

中级日语(2) (Intermediate Japanese
2)

8 128 8 考试 B103104

高级日语(1) (Advanced Japanese 1) 6 96 6 考试 B103105
高级日语(2) (Advanced Japanese 2) 6 96 6 考试 B103106

日语初级会话(Elementary Japanese
Speaking)

2 24 16 2 考试 B103107

日语中级会话(1) (Intermediate
Japanese Speaking 1)

2 24 16 2 考试 B103108

日语中级会话(2) (Intermediate
Japanese Speaking 2)

2 24 16 2 考试 B103109

日语初级听力(Elementary Japanese
Listening)

2 32 2 考试 B103110

日语中级听力(1) (Intermediate
Japanese Listening 1)

2 32 2 考试 B103112

日语中级听力(2) (Intermediate
Japanese Listening 2)

2 32 2 考试 B103113

小计 56 87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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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3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日语阅读( Japanese Reading) 2 32 2 考试 B104101

日语语法与练习(Japanese Grammer
and Practices)

2 32 2 考试 B104102

日语演讲与辩论(Japanese Public
Speech and Debating)

1 8 16 1 考试 B104103

日语口译基础(Basic Japanese
Interpretation)

2 32 2 考试 B104104

日汉翻译理论与实践(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Japanese-Chinese
Translation)

2 24 16 2 考试 B104105

日语语言学概论(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Linguistics)

2 32 2 考试 B104106

日语基础写作(Syllabus for Basic
Japanese Writing)

1 16 1 考试 B104107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Literature
Retrieval and Essay Writing)

1 8 16 1 考试 B104108

小计 13 184 48

5.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4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日语教学法实训(Japanese Teaching
Practices)

2 16 32 2 考查 B105101

日语口译实务(Interpreting Practices
in Japanese)

2 24 16 2 考查 B105102

日本概况(Conspectus of Japan) 2 32 2 考查 B105103

日本影视赏析( Appreciation of
Japanese Movies)

2 16 32 2 考查 B105104

日文报刊阅读(Selected Reading of
Japanese Press )

2 32 2 考查 B105105

日本文学史及作品赏析(Japanes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Appreciation of
Classical Works)

2 32 2 考查 B105106

日语口语实践(Japanese Oral
Practices)

2 24 16 2 考查 B105107

文学翻译实践(Syllabus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Practice)

2 16 32 2 考查 B105108

日语高级视听说(Acvanced
Audio-visual Japanese)

2 32 2 考查 B105109

小计 18 224 128

方向

二

科技翻译实践(Syllabus for Japanese
Transl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16 32 2 考查 B105110

经贸口译实务(Oral Practice in
Economic and Trade Japanese)

2 24 16 2 考查 B105111

日本经济(Japanese Economy) 2 32 2 考查 B105112

日本影视赏析( Appreciation of
Japanese Movies)

2 16 32 2 考查 B105104

经贸日语口语实践(Oral Practice in 2 24 16 2 考查 B10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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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nd Trade Japanese )

日语经贸阅读(Economic and Trade
Japanese Reading)

2 32 2 考查 B105114

日语经贸函电写作(Business
Correspondence Writing for
Economic and Trade Japanese)

2 16 32 2 考查 B105115

日本企业文化(Japanese Corporate
Culture)

2 32 2 考查 B105116

日语高级视听说(Acvanced
Audio-visual Japanese)

2 32 2 考查 B105109

小计 18 224 128

6.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中日关系史(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2 24 16 2 考查 B106101

轻工文献阅读(Syllabus for Light
Industry Literature Reading)

2 24 16 2 考查 B106102

旅游日语(Japanese for Tour Guide) 2 24 16 2 考查 B106103

日语高级语法(Advanced Japanese
Grammer)

2 24 16 2 考查 B106104

日本商务礼仪(Syllabus for Japanese
Business Etiquette)

2 24 16 2 考查 B106105

中日同声传译(The Chinese-Japanes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2 24 16 2 考查 B106106

中日比较文化(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

2 24 16 2 考查 B106107

日语文字词汇(Words and
Vocabulary in Japanese)

2 24 16 2 考查 B106108

面试日语(The Interview of Japanese) 2 24 16 2 考查 B106109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Communiation）
2 24 16 2 考查 B106110

小计 20 240 160
7.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19学分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1） 考查

安全教育 （2） 考查

社会实践 （2） 考查

毕业实习 7 7 B107101

毕业论文 10 12 B107102

小计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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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本课程日语专业新生入学教育的一门通识教育必修课，

以日语专业一年级新生为对象，主要讲授日语专业的学科概

论、日语的学习方法、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内涵及其课

程设置、大学四年的学业规划、日语专业修完后的职业规划

等，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旨在让学生熟悉所学专业的特点、课

程设置，尽快适应大学生活，确立学习目标，有计划地完成

专业学习，为毕业后的深造、就业奠定基础。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该课程前通过网络和阅读相关

书籍，简单了解日本国家概况及日语的特点，认真研

读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了解课程的基

本内容和学习要求，通过课堂学习和课后查找资料，

写出日语专业的大学四年的学习计划和职业规划。

初级日语(1)

本课程为日语专业第一学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精读

课，也是日语专业基础阶段主干课程，在本专业所有相关课

程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本课程旨在系统地传授日语语言

基础知识（包括日语语音、语法、词汇、句型、篇章结构、

和语言功能等）和进行严格的基本技能（听、说、读、写、

译）训练，使学生打好坚实的语言基本功，掌握日语基础和

基本知识；逐步培养学生的日语综合能力和运用所学知识、

技能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基本能力；同时引导学生扎实学习，

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引导学生学习和了解日本社会文化知

识，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及对异文化的理解能力，利用多媒体

等先进教学技术和手段，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

为高年级阶段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该课程前简单了解日本文化及

日语的特点，认真阅读教学大纲，了解课程的基本内

容和学习要求，在学习过程中，应专心听讲、认真钻

研，课后注意复习，打好听说读写的基础。同时注意

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努力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

能力。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兴趣、勤于思考、发

现问题并及时与任课教师沟通，找到解决的办法。

初级日语(2)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其目的和任务是

从发音开始入门，全面、系统、分阶段地向学生传授日语语

言知识，在两年内完成专业日语教学大纲基础阶段规定的全

部教学内容。

通过学习，使学生牢固掌握日语的基础语言知识和基本语言

技能，具有大纲规定的词汇量，能够独立阅读和分析文章，

能够运用日语进行日常交际和思维，具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

能力，为学生在听、说、读、写、译各方面能力的进一步培

养打下扎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初级日语（1）》的延续。要求学生继

续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此外本学期的重点开始转移

到句型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略有难度的授受关系、

被动语态、使役态等日语语法，要求学生学会分析单

句的主、谓、宾、定、状、补，要求学生掌握复句之

间的逻辑关系表述方法。要求学生加大阅读的投入，

通过阅读扩大词汇量、巩固语法学习。学习方法上，

随着加大日语授课的比重，为了能够听懂，要求学生

充分做好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并且要在课堂学习上

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

中级日语(1)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专业技能课程，于

大二上学期开设。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在《初级日语（1）》、
《初级日语（2）》的基础上继续引导学生掌握日语基础知

识；训练听、说、读、写、译的基本能力；培养和提高语言

运用、交际能力；丰富日本文化知识，增强对日本社会各方

面的理解，为高年级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

本课程以日语中级语法为重点，要求学生对日语

句型扎实掌握。提高阅读日文文章的能力，在此基础

上，综合提高日语听说读写译的各项能力。完成本课

程的学习之后，日语能力水平应该达到国际日语能力

测试水平的 N3级别。

中级日语(2)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专业技能课程，于

大二下学期开设。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在《初级日语(1)》、
《初级日语(2)》、《中级日语(1)》的基础上继续引导学生

掌握日语基础知识；训练听、说、读、写、译的基本能力；

培养和提高语言运用、交际能力；丰富日本文化知识，增强

对日本社会各方面的理解，为高年级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

该课程是《中级日语（1）》的延续。要求学生对

日语句型扎实掌握。提高阅读日文文章的能力，在此

基础上，综合提高日语听说读写译的各项能力。完成

本课程的学习之后，日语能力水平应该达到国际日语

能力测试水平的 N3以上，接近于 N2级别。

高级日语(1)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的基础必修课，分两册开设，《高级

日语(1)》于大三上学期开设。它属于《初级日语》、《中

级日语》的延续，是日语专业的重点课程。基于本课程的性

质要求老师精讲多练，要求学生在课前充分预习，课后及时

复习巩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掌握与所学课文题材有关

的知识，掌握各种表达技巧，掌握每课的重点文法与词汇的

用法，掌握普通古文的文法知识和理解能力，能对所学文章

的内容提出自己的观点，最终切实提高听、说、读、写、译

五种技能，最终达到准确熟练地表达思想的目的。在此基础

上丰富学生的日本社会文化知识，培养文化理解能力，熟练

地掌握日语语法体系。最终的量化目标为文章的阅读速度和

理解能力能达到日本高中毕业生乃至大学毕业生的程度。

高级日语是日语专业学生（本科）的一门专业基

础必修课。该课程引导学生扎实学习，在中级日语的

基础上更进一步熟练掌握日语知识；更进一步提高听、

说、读、写的能力；培养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丰富

学生的日本社会文化知识，培养文化理解能力，熟练

地掌握日语语法体系。

高级日语(2)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的基础必修课，分两册来开设，《高

级日语（2）》于大三下学期开设。它属于《初级日语》、

《中级日语》、《高级日语（1）》的延续，是日语专业的

重点课程。基于本课程的性质要求老师精讲多练，而学生要

高级日语和初级日语、中级日语的侧重点不同，

学生在修习高级日语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获得

进阶式提高。一是语言知识方面由原本的词汇、语法

辨析转向语言知识的扩展，可以参考不同教材，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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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前充分预习，课后及时复习巩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能掌握与所学课文题材有关的知识，掌握各种表达技巧，掌

握每课的重点文法与词汇的用法，掌握普通古文的文法知识

和理解力，能对所学文章的内容提出自己的观点，最终切实

提高听、说、读、写、译五种技能，最终达到准确熟练地表

达思想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丰富学生的日本社会文化知识，

培养文化理解能力，熟练地掌握日语语法体系。最终的量化

目标为文章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能达到日本高中毕业生

乃至大学毕业生的程度。

日语惯用语、谚语等语言知识。通过人民网日文版、

日本雅虎等网站，扩充语言知识储备。二是通过对课

文进行结构分析并进行缩写，提高分析总结能力。三

是通过对课文的分层次设问思考，提高思辨能力。四

是通过文学作品、哲学作品等阅读，学习较高层次书

面表达。

日语初级会话

本课程为基础必修课，于大一下学期开设。本课程通过

多种形式、多种内容的口头训练，使学生的会话能力逐步提

高，同时为培养学生全面的日语交际能力奠定一个良好的基

础。另外，通过学习可以了解日本的社会，自然，文化，历

史，文学等知识，可以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增强综合运用

日语的能力，在听说读写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该课程以运用日语进行口头交流，并且最终实现

交际为目的的一门课程。本课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提

高学生的口语实践能力，将课堂所学运用到实际当中。

另外，会话课课文内容丰富而趣味性强，通过学习可

以了解日本的社会，自然，文化，历史，文学等知识，

可以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增强综合运用日语的能力，

在听说读写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日语中级会话（1）

本课程主要是依据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

和本校外语学院日语专业本科教学计划而设置的基础必修

课，于大二上学期开设，是《日语初级会话》的延续课程。

《日语中级会话（1）》是运用日语进行口头交流，并且以

最终实现交际为目的的一门课程。主要教授内容包括单词与

构词法、语法、句型、会话和日本相关的社会、文化知识等

几部分，是为学生打好语言学习基础，全面加快掌握日语的

重要课程。本课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提高学生的口语实践能

力，将课堂所学运用到实际当中。另外，会话课课文内容丰

富而趣味性强，通过学习可以了解日本的社会，自然、文化、

历史、文学等知识，可以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增强综合运

用日语的能力，在听说读写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该课程主要是依据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业

目录》和本校外语学院日语专业本科教学计划而设置

的必修课。日语会话是运用日语进行口头交流，并且

最终实现交际为目的的一门课程。本课程的主要目的

之一是提高学生的口语实践能力，将课堂所学运用到

实际当中。另外，会话课课文内容丰富而趣味性强，

通过学习可以了解日本的社会，自然、文化、历史、

文学等知识，可以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增强综合运

用日语的能力，在听说读写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日语中级会话（2）

本课程主要是依据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

和本校外语学院日语专业本科教学计划而设置的基础必修

课，于大二上学期开设，是《日语初级会话》《日语中级会

话（1）》的延续课程。日语会话是运用日语进行口头交流，

并且最终实现交际为目的的一门课程。本课程的主要目的之

一是提高学生的口语实践能力，将课堂所学运用到实际当

中。具体地说，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进一步掌握日语

会话的技巧，从而熟练地用日语进行口头表达和人际交往。

熟知学习、生活及工作交往中的礼仪，能根据地点、场合、

对象恰当地使用日语，能流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该课程在《日语初级会话》、《日语中级会话（1）》、
《日语中级会话（2）》的基础上开设，要求学生在所

学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日语口语表达能力和语

言运用能力。模拟生活场景、学习场景、观光场景等

实际场景进行练习，掌握相关的表达方式，提高学生

对各种场景的灵活应变能力。三，注重课内分组练习

与发表，提高选课者练习会话的积极性，做到当堂掌

握所有知识点。

日语初级听力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重要的专业技能课程。目的是通过视

听教学使学生能听懂简单的句子、对话和篇幅较短的文章。

将掌握的初级日语知识通过的视听实现用抽象思维去理解

和掌握日语基础阶段教学所教授的常用词汇、基本句型、基

本语法和口语的特殊表达方式。侧重听力训练，使学生掌握

语音的辩识能力和特定语境中的词义、句义和段意。

本课程在大一的第二学期开设，要求学生对日语

语音的听辨音进行夯实，借此机会纠正自己的不正确

的日语发音。在此基础上，针对日语基础阶段教学所

教授的常用词汇、基本句型、基本语法和口语的特殊

表达方式的听力内容进行重点听力训练。要求学生能

够掌握快速准确找到关键词的能力和归纳能力。 本课

程课内学时有限，需要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勤加练习。

日语中级听力（1）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阶段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授课时使用

多媒体教室的教学设备，用听录音、看录像等教学方法训练

学生的听、说基本语言技能，配合精读教学，培养和增强学

生运用日语进行交流的语言能力，达到低年级阶段对听、说

技能的要求。

本课程在大二的第一学期开设，在日语初级听力

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对有效信息的捕捉、段落内容的

听力归纳等技能进行训练，并且结合日语国际测试 N3
听力考试的相关要求进行针对性训练，帮助学生顺利

通过日语国际测试 N3级别的考试。因为要和高年级的

口译课程进行衔接，所以本课程还要求学生对口译的

基本技能--影子跟读、复述等专项技能进行初步练习。

因为课内学时有限，教师可以课外作业的形式，指导

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进行训练。

日语中级听力（2）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阶段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授课时使用

多媒体教室的教学设备，用听录音、看录像等教学方法训练

学生的听、说基本语言技能，配合精读教学，培养和增强学

生运用日语进行交流的语言能力，达到低年级阶段对听、说

技能的要求。

本课程在大二的第二学期开设，是日语中级听力

（1）的延续和巩固。本学期重点针对日语国际测试

N3听力考试进行各种题型的听力训练。学习方法上建

议学生先从各种题型入手，逐步掌握各种题型的答题

技巧和注意事项。再进行整套模拟题的练习。注意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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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收集和分析，分析应对方法，减少错题率，保证

日语国际能力测试 N3的顺利合格。

日语阅读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本科低年级阶段的专业基础课程，是

日语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语阅读》教学是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的典型，旨在扩大学生的词汇量和知识面，让学

生了解各种文体、各种内容的文章，适应已经到来的信息社

会的需要，并使学生掌握最新国际时事及相关词汇，提高学

生的阅读水平，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

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应用能力，以便学以致用，更

好地适应社会需要。日语阅读是日语教学中的一大难点，要

求教师恰当地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合理安排课堂节奏，

在有限的时间内向学生传输各种形式的阅读技巧，最大限度

地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以有效地促进整个日语体系的教

学，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该课程前了解日本文化、日本

社会、日本经济等各方面的知识，认真阅读教学大纲，

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学习要求，在学习过程中，应

专心听讲、认真分析总结，多做课外练习，注意培养

良好的日语阅读习惯。

日语语法与练习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以日语专业三年

级学生为对象，以日语实用语法为主要内容，系统讲解和重

点讲解相结合，旨在使学生对日语词类、用言活用、助词、

助动词、敬语、句法和篇章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通过大

量的语法练习，让学生得到系统地训练，从而进一步巩固日

语基础，提高日语的正确表达能力和阅读、翻译等的日语应

用能力。

本课程是对基础阶段所学过的日语语言的基础知

识、语法知识等进行归类、梳理，并加以总结，是对

先修课程的整理和归纳，并通过大量的语法练习，巩

固学生的日语基础，提高学生日语的正确表达能力。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该课程之前，认真总结在基础日语

学习阶段所遇到的语法问题的难点和问题点，通过练

习册的实战训练，找出问题所在，从而正确掌握日语

的语法规律。

日语演讲与辩论

该课程是日语专业高年级的专业必修课。在系统掌握日

语演讲与辩论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日语演

讲与辩论的基本功训练，让学生能够利用所学日语知识，用

规范流畅的日语进行演讲与辩论，全面提高学生的日语应用

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用日语讲好中国故事。

该课程旨在让学生能够利用所学的全部日语知

识，听说读写译的语言应用能力，用规范流畅的日语

进行演讲与辩论，全面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用

日语进行思辨的能力。建议学习者在学习该课程之前，

阅读演讲与辩论的相关书籍，掌握演讲与辩论的方法，

在课堂能够针对不同的话题，用日语阐述自己的观点，

指出他人的不足，做到用日语准确地讨论中日间以及

世界的热点话题。

日语口译基础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翻译倾向高年级口译系列课程中的

一门基础并且十分重要的专业技能课程。本课程的主要目的

在于明确职业口译不是语言教学的延续，而是语言应用，需

要习得特殊的技能。本课程上传授从事口译职业所必需的各

项基本和相关配套技能，主要介绍基本口译技能，包括口译

听辨理解、记忆、逻辑分析、口译笔记、公众演讲、数字口

译、译前准备、应对策略等，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区分日语口

译技能习得方法与日语语言习得的不同，掌握从事口译工作

所需要的技能，同时培养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快速的语言

组织和表达能力以及出色的公众演讲技巧能力。本课程为日

语交替口译、日语专题口译、日语视译入门、日语同声传译

等日语口译系列课程奠定技能基础。

本课程是口译课程的基础，要求学生在教师的训

练指导下掌握基本口译技能，包括口译听辨理解、记

忆、逻辑分析、口译笔记、公众演讲、数字口译、译

前准备、应对策略等，该课程的难度略大，课内学时

有限，需要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充分练习，才能提高口

译基础技能的水平。

日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本课程的主要性质和任务是让学生熟悉一定的翻译理

论，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掌握一些常见的翻译方法与技巧，

促进学生对翻译要领的领悟，不断总结翻译实际经验，为将

来从事翻译工作奠定初步的基础。该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

并重的专业课，首先立足于系统地介绍翻译的基本规律、基

本理论和技巧，培养学生的翻译技能，其次是技能的实践应

用。

课堂本着以讲授翻译基本理论和技巧为辅，翻译

实践和定期点评学生的翻译练习为主的原则组织教

学，采用讲授、启发、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要求学

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基本的翻译理论知识，能

合理运用常用翻译技巧。

在实践环节方面，组织并参与各种翻译竞赛，创

造机会参与各种对外翻译服务实践。

日语语言学概论

本课程是为日语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要求学

生比较系统地了解日语语言的基础知识，如语音学、语法学、

词汇学等，从理论上对所学过的日语语言的基础知识和应学

到的日语语言知识进行归类、梳理，并加以总结，让学生了

解现代日语的状况、特点和研究方法，从理论上对日语的语

音、文字、词汇、语法有进一步的认识。

本课程是对所学过的日语语言的基础知识和应学

到的日语语言知识进行归类、梳理，并加以总结，在

此基础上介绍日语语言学研究的前沿理论与方法，为

将来从事日语教学与研究打基础。因此，建议学习者

在修该课程之前，阅读普通语言学的相关专业书籍，

在了解掌握语言学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日语的语

言特点、文字词汇、语法、篇章等的具体语言现象进

行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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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基础写作

本课程是一门对文字、词汇、语法、标点符号、书写格

式等书面语言知识进行实践和训练的课程，包括字、词、句、

段的训练，写作本身涉及对词汇、语法、章节等方方面面的

相互配合与巧妙运用，也包括了不同文体的训练，如自我介

绍、信函、应用文、记述文、论文。通过本课程学习以及有

层次地训练，最终使学生能够写出内容切题、结构严谨、条

理清楚、语法正确、语言通顺、表达准确得体的日文。

从单词、句型、段落到篇章，有步骤、有层次地

训练，最终使学生能够写出内容切题、结构严谨、条

理清楚、语法正确、语言通顺、表达得体的日语短文。

日语基础写作要求学生能将所学的有关日语的基础知

识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去，训练学生改写或缩写课文内

容；根据作文题目，让学生按要求写出内容切题，结

构严谨，条理清楚，语法正确，语言通顺的短文。

日语教学法实训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方向课，开设于第七学期，属于理论

加实践类课程以实践为主。初期讲课阶段讲授教学法理论知

识。实践阶段通过实际完成各教学阶段准备工作，最终以模

拟讲课的形式完成课程考核。

日语教学法实训对日语专业的本科生来说，是将

来走上工作岗位从事日语教育工作应掌握的一门专业

技巧课。有意向从事日语教育工作的同学可以通过修

习本课程学习日语教学法知识，在实践阶段，对所学

知识加以运用，初步完成教案和讲稿的撰写，并通过

模拟授课，规范教态，为就业做好初级准备。

日语口译实务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翻译倾向高年级口译系列课程中的

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技能课程。本课程在教授日语口译和交

替传译的基础上，按照口译职业中常见的专题分类，以专题

知识为主线，继续强化传授从事口译职业所必需的各项基本

和相关配套技能，结合各种专题进行综合性的口译训练，以

期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胜任一

般场合和具有适度专业性场合的口译工作；同时结合口译技

巧训练，传授各类专业知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工作

应变能力，开拓职业合作精神，为社会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

该课程在开设完《日语口译基础》之后进行，要

求学生在掌握了口译各项基本技能之后，着重针对各

种专题的口译实践进行训练。要求学生的综合能力较

高。需要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反复研磨现场翻译的技

巧，锤炼翻译心态，能够承受的住现场翻译的压力，

稳定发挥翻译水平。这些都需要大量高强度的训练。

日本概况

本课程属于日语专业的专业方向课，于大四上学期开

设，是以学生在校所学各门课程的综合知识为基础，着力培

养学生整合能力、逻辑思维的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日本的基本概况，对日本历史

和社会文化（地理、历史、政治、经济、风俗、宗教等）状

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本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日后从事中

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交流工作。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能够全面的了解日本社会，为学生拓宽学术研究的领域。此

外，能使学生将所学的语言知识和日本社会文化相结合，逐

步减少与日本人交往中因文化差异所产生的摩擦与冲突。

该课程是为日语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方向课。本

课程的任务式是为有一定日语基础知识的学生打开一

扇了解日本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的窗口，使学生掌握有

关日本地理、历史以及日本的社会等各方面的知识，

加深对日本的了解，从而促进语言本身的学习。

日本影视赏析

该课程是日语专业的选修课程之一。为了让学生能对日

本传统文化、教育体制、政治体制、衣食住行、社会问题以

及文学名著等方面有较深的理解，通过丰富的内容良好的视

听效果，向学生展示了一个包括日本社会、文化、文学、政

治、产业、企业文化等影视世界。让学生在视听过程中自然

而然将自己置身于日语语言环境当中，使学生在基础日语课

上学的内容在听觉和视觉上进行感染，从而巩固和提高学生

的听说能力。本课程采用大量原声音像资料，努力较全面地

提高学生对日本社会，文化的理解，在内容的选择上，努力

体现较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把握时代的脉搏。采用反映的

问题，引用的数据尽最大可能切合日本社会的现状这一方

法，从而能体现较高的时效性。通过听觉训练让学生达到认

识和理解语言知识本身的目的。

建议学习者在课堂学习中，能够对所观看的日文

影视资料进行总结发表，通过发表与辩论的方式用日

语探讨日本社会文化的诸问题。同时除了课堂的学习

外，该课程还提供大量的日本社会、文化、政治、经

济、产业、企业文化的影视资料，建议学习者课后通

过观看这些影视资料，不仅提高自己的日语听说水平，

同时加深对日本社会文化产业等的理解。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第七学期开设的专业方向课，属于高

年级专业技能课程，主要是为毕业论文写作打下基础，使学

生具备初步学术研究的入门知识。使学生掌握正确的论文写

作格式，论文写作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和步骤。通过论文写作

的系统学习，学生能够熟悉从选题到终稿的各个步骤的要

求，掌握写作技巧以及文献检索的各种渠道以及论文资料的

整理，从而满足学期论文、学位论文乃至毕业后的论文写作

实践方面的要求，为顺利地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打下一个坚

实的基础，使学生能够写出具有一定的学术性、语言得体、

格式正确的论文。

本课程是专业方向必修课，讲课阶段任务主要是

掌握日语专业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毕业实习报告、

毕业实习日志模板，了解毕业论文资料搜索的主要途

径，参考文献的处理方式。实践阶段的任务实际进行

文献检索，并按照要求完成开题报告的撰写。

日文报刊阅读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随着中日两国文

化、科学、技术交流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经济贸易的日益发

展，及时了解和掌握日本政治、文化、经济、科学等方面的

信息至关重要。而报刊正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和渠道之一。

本课程是在专业二年级开设，作为专业课程的延

伸，既是对以往学习的检验和巩固，又为学习新知识

作了多方面的储备和铺垫。

本课程要求学生通过最新的报刊文章了解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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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门课程旨在提高和培养学生日语报刊阅读能力和理解能

力，丰富学生专业方面的新词汇，了解新信息，并对其他课

的教学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并学习日本报刊上常用的新的语言表达方式及新的外

来词汇，并在课下做到自主阅读，按要求定期写出报

告。

日本文学史与作品赏

析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选修课程，是日语教

学体系的组成部分；该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日本文学的历

史，了解著名的日本文学作家；将中国文学作品与日本文学

作品加以比较，加深学生对本国文学、文化的理解；阅读日

本文学经典作品，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该课程内容包括日

本文学史，小说的特质、要素，日本小说的特点，著名日本

小说家们的生平、艺术理念和创作风格，作品介绍以及作品

的片段赏析等。作品按年代顺序编排，体现了本课程的专业

性和文学性。选材方面着力于介绍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

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等几位小说大家的作品。同时日本小

说反映了日本人的典型心理，日本小说的审美，日本作家的

创作道路、小说观和人生观，等等。这些可以很好的拓宽学

生的文化视野。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该课程前简单了解日本文学的

概况与特点，认真阅读教学大纲，了解课程的基本内

容和学习要求，在学习过程中，应专心听讲、认真钻

研，注意培养兴趣、勤于思考，提高文学鉴赏的能力。

日语口语实践

本课程是于第 7学期开设的专业方向课。该课程主要是

依据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和本校外语系日语

专业本科教学计划而设置的专业方向课。是培养学生利用日

语语言表达思想，并且最终实现交际的一门课程。本课程的

主要目的之一是提高学生的口语实践能力，将课堂所学运用

到实际当中。即通过读和听获得知识、信息和语言，经过思

维，在原有知识及语言基础上对所获得内容和语言加工和重

组，赋予新的内容，然后输出，从而完成交际的全过程。因

此是一门将所学知识转为实际语言和技能的一门重要课程。

本课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提高学生的口语实践能

力，将课堂所学运用到实际当中。另外，会话课课文

内容丰富而趣味性强，通过学习可以了解日本的社会，

自然，文化，历史，文学等知识，可以帮助学生拓宽

知识面，增强综合运用日语的能力，在听说读写等方

面得到全面发展。

文学翻译实践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专业方向课，目的在于

培养和训练学生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翻译和鉴赏能力，进

一步提升学生对文学的感悟、欣赏和热爱。课程主要以文学

作品翻译实践为主，适当兼顾文学翻译理论教学。通过大量

文学作品欣赏与翻译练习，使学生掌握文学翻译的各种技

巧，打下扎实的笔译基本功，使学生较为系统的了解文学翻

译的基本理论，为文学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支持，通过大量的

翻译实践，使理论和实践达到统一。

通过近现代著名翻译家以及翻译代表作品，按照

小说、诗歌、文言作品、散文、剧本、通俗文学作品

等类别，让学生熟悉不同文学体裁的翻译方法，如异

化、归化等，提升他们对文学翻译的感性与理性认识，

重点培养学生对文学翻译作品的翻译能力。熟练地在

日汉两种语言间进行文学作品的互译，并达到较高的

翻译质量，从而使学生的日语和汉语水平以及其他知

识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日语高级视听说

本课程是为日语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要求学

生比较系统地了解不同场合下日语听力和会话的特点，掌握

不同场合下日本人的语言行为及其表达方式。同时，以日本

语能力考试 N1和 N2历年的真题为练习素材，让学生通过

大量练习掌握日本语能力考试中听力部分考试的应试方法。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该课程前，总结自己在日语听

力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或疑惑，通过大量的课堂

和课后练习，掌握不同场合下日本人的语言行为以及

表达方式。同时建议学习者课后坚持收听 CRI日语新

闻、NHK 新闻和日本文学名著朗读，锻炼提高自己的

听说能力，尤其是时事新闻的听说能力，为学习中日

口译和同声传译打下基础。

科技翻译实践

本课程是为了提高日语专业学生语言的专业化和精确性

而设置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教学任务是对学生讲授科技日

语文章的结构，语言特征及变化，使学生初步了解科技术语、

科技日语语法及一般科技文章的翻译，具有一定的科技日语

运用能力，为学生在今后的继续学习和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要求学生在具有一定日语知识和翻译技巧的基础

上，学会准确翻译科技类日语文章。通过实际翻译各

类科技日语文章，使学生全面地掌握科技日语翻译的

各种技能和知识，同时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

学习者在科技日语翻译中遇到实际问题时的应对能

力。

经贸口译实务

本课程是专业选修课程。该课程是通过实施情境工作任

务教学，使学生熟悉商务背景知识和商务礼仪，具有各种商

务活动的口译技能，以及应对商务口译困境的实际能力。从

而培养具有通晓商务背景知识、熟悉商务活动流程、善于跨

文化交际、掌握一定口译技巧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能基

本适应商务口译工作的需求。

经贸口译除了要有熟练的双语转换能力，还需要

通晓商务背景知识、熟悉商务活动流程、善于跨文化

交际。在经过《日语口译基础》《日语口译实务》两

门课的系统训练之后，该课程的学习就具有更细化和

更明确的领域要求，要求学生在稳步提高口译水平的

前提下，勤加学习商务口译的相关知识，提高经贸口

译的能力。

日本经济

本课程主要介绍二战后日本经济的概况，旨在拓宽学生

的知识面，使他们了解一些基础的经济理论，懂得常用的经

济概念，理解日本在二战后经历了怎样的道路而发展至今，

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发和教训。同时，丰富背景文化知识，

培养学生思考日本经济现象的兴趣和初步能力，使学生能够

更科学地看待日本经济的过去、现在，并预计它的未来。进

本课程属于日语专业方向课。在修习本课程的过

程中，学生要努力补充以下几方面的知识：一是经济、

贸易、金融方面的相关基础理论知识；二是理解战后

日本经济复兴与高速发展的背景与原因，掌握经济方

面的专有词汇与表达；三是以课程学习到的知识为基

础，阅读经济相关的文章和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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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扩大词汇量，为培养具有宽广视野和立体知识结构的外

语人才的目的服务。通过本课程学习要求学生了解经济、贸

易、金融方面的相关基础理论知识，理解战后日本经济复兴

与高速发展的背景与原因，掌握经济方面的专有词汇与表

达。

经贸日语口语实践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商务日语的必备词汇，熟练掌握

商务日语的表达方式，提高学生商务日语的语言表达能力。

为今后从事对外商务、贸易工作打下良好的知识基础。了解

并掌握规范的经贸性用语，学习商务社交礼仪、口语交际会

话等，使学生能够就一般性的经贸活动场景和事项进行发

言，表达思想清楚、准确，提高经贸工作中日语的实际应用

能力。

在修习本课程过程中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要广泛涉猎商务日语的必备词汇，熟练掌握商务

日语的表达方式，提高商务日语的语言表达能力；了

解并掌握规范的经贸性用语，学习商务社交礼仪、口

语交际会话等，为今后从事对外商务、贸易工作打下

良好的知识基础，提高经贸工作中日语的实际应用能

力

日语经贸阅读

本课程主要介绍从两方面培养学生的经贸阅读能力，一

是通过基础篇的学习了解篇章分析的基本方法，文章分析扫

清日语阅读语言基础知识和经贸基础知识方面的障碍。将日

语语言知识融于经贸篇章理解，从篇章语用分析的角度，引

导学生从文字表面意义中提炼作者观点。二是通过阅读经贸

领域的文章，实际应用篇章分析方法，初步了解经贸类日语

的特点和术语表达，为以后的经贸日语口语实践、日语经贸

函电写作等课程储备基础知识。通过本课程学习要求学生了

解经济、贸易、金融方面的相关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经贸方

面的专有词汇与表达。

修习本课程的过程中，要着重进行以下两方面经

贸阅读能力的训练，一是通过基础篇的学习了解篇章

分析的基本方法，扫清日语阅读语言基础知识和经贸

基础知识方面的障碍。将日语语言知识融于经贸篇章

理解，从篇章语用分析的角度，从文字表面意义中提

炼作者观点。二是通过阅读经贸领域的文章，实际应

用篇章分析方法，初步了解经贸类日语的特点和术语

表达，为以后的经贸日语口语实践、日语经贸函电写

作等课程储备基础知识。

日语经贸函电写作

本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了解经贸函电的种类，理解函电

的基本形式和构成要素，理解不同文书形式措辞的不同特

点，掌握各种经贸公文、信件的常用词汇和专业用语、格式、

特点、规律、规范性，信函的撰写方式。并且能够根据实际

情况独立撰写符合要求的经贸函电。

书信格式：学生应了解函电的每一部分的作用、书写格式及

应注意的事项。

经贸函电的种类：学生应掌握商业程序中不同信函的作用、

格式、内容及常用套语。

经贸术语：学生应掌握常用的经贸术语。

本课程可分为：商务信函基础和经贸函电撰写两个方面的内

容。商务信函基础方面主要讲授各种文书的常用词汇、惯用

文法表达、规范格式和相关特点等内容，培养学生掌握商务

文书相关的基础知识，使学生具备能够流利阅读各种不同商

务信函文书的能力；经贸函电撰写方面主要讲授各种文书的

具体书写方法，包括文书格式、专业用语及惯用表达等内容，

培养学生对于各种经贸函电的实际操作能力，真正做到融会

贯通和学以致用。

本课程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书信格式，学

生应了解函电的每一部分的作用、书写格式及应注意

的事项；二是经贸函电的种类，学生应掌握商业程序

中不同信函的作用、格式、内容及常用套语；

三是经贸术语，学生应掌握常用的经贸术语。

日本企业文化

本课程于第 6学期开课，属于专业方向二商务日语方向

课程。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持续稳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逐步

扩大，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化，对外交流日趋频繁。在该

趋势下，日企也不断进军中国，众多日语专业人才进入日企

工作，起到连接两国经济的桥梁纽带作用。《日本企业文化》

这门课程旨在使学生全面了解日本企业文化的起源、形成和

发展历程，了解日本社会环境、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熟

识日本企业经营哲学、社会责任和价值观，掌握日本企业工

作的基本行为模式。为日后进入日企工作和进一步研究日本

企业的行为特点打下扎实的基础。

该课程是为培养真正了解日本工作氛围，迅速适

应日企文化的复合型人才的一门选修课程。本课程目

的是使学生全面了解日本企业文化的起源、行程和发

展历程，了解日本企业文化的结构、内容和特点，了

解日本社会环境、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日本企业文化》的基本内

容，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认识、了解、分析日本企

业文化形成。帮助了解商务日语中的独特表达形式和

日企中的商务礼仪。

中日关系史

本课程于第 7学期开课，属于专业任选课课程。中日两

国一衣带水，自古代就有交流的历史，作为 GDP总量分别

居世界第二和第三的两大经济实体，两国关系不仅影响着亚

洲的局势，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走向也受其影响。《中日关

系史》这门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各个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

历史及其特征，熟悉各个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大事件，并最

终运用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中日关系某一问题进行分

析和研究，为今后对两国关系进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各个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

历史及其特征，熟悉各个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大事件，

并最终运用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中日关系某一

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为今后对两国关系进一步研究

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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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文献阅读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高年级专业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了解轻工业在造纸、酿造、皮革、服装和食品安

全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国内外在该行业的发展与前沿技

术，目的让学生通过学习有关轻工类科技知识，扩大知识面，

使学生了解轻工学科的发展与应用情况，有利于确定专业翻

译方向。

阅读及翻译轻工业方面的科技文献，包含食品、

纺织、皮革、造纸以及印刷等资料，通过阅读和翻译

实践掌握了解我国及世界轻工业方面的最新发展情况

和相关知识。

旅游日语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选修课。它是在低年级

日语的基础上，以日语的专项实践为目的，为进一步增加学

生的词汇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熟悉旅游领域的基础知识

而设立的一门课程。旨在通过一系列导游知识的培训，使学

生能把所学的知识联系到实际中去，从而达到与社会需要接

轨的目的。

本课程的实践性很强，要求学生熟悉导游人员的

法规和工作规范，熟悉旅游知识，并运用熟练的日语

技能，做好日语导游工作。需要学生努力学习，掌握

中日的文化知识，包括吃穿住行游，并且多走出去，

进行导游实践，从实践中汲取宝贵的工作经验，学会

妥当的处理旅游过程中突发的事件。

日语高级语法

本课程是为日语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要求学

生比较系统地了解日语语言的基础知识，日语语法与修辞的

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对所学日语语法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点进行梳理并加以总结。同时，以日本语能力考试历年的真

题为练习素材，让学生通过大量练习掌握日本语能力考试中

语法部分考试的应试方法。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该课程前，总结自己在日语文

字词汇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或疑惑，收集日本语

能力考试中的语法部分的历年真题，通过大量的课堂

和课后练习，掌握日语语法规则和修辞方法，为更高

一阶段的日语学习奠定基础。

日本商务礼仪

本课程主要学习在商务活动中的修养和方式，其中包括

电话会话基础，和初次见面人的会话方法，和客户见面介绍

时的会话要领，演说技巧、方法以及着装、言行举止等，都

是在商务活动中体现相互尊重的行为准则，它是商务活动中

对人的仪容仪表和言谈举止的普遍要求。礼仪已渗透进人们

的日常生活中，商务礼仪更是与人们的商务生活紧密相连。

通过学习也运用专业的商务礼仪知识，能很好地塑造个人的

商务形象，推进事业的发展。

了解商务礼仪的内涵，掌握正确的礼仪习惯，培

养学生的礼仪素养，提高学生自身素质，使他们懂得

如何塑造成功的个人形象及进行得体的人际交往，从

而为学生未来从事商务工作，其它工作和普通社交礼

仪方面奠定良好基础。

中日同声传译

本课程是日语专业高年级的一门重要专业技能课程。本

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各种情况下的实际口译能

力，通过讲授并使学生掌握日中/中日口译的基础理论知识

和学习方法以及口译技巧，在此基础上进行实际演练，使学

生了解日中/中日口译的特点和规律，培养学生具有较高水

平的听、译能力，打下扎实的口译基本功，基本能够胜任各

种情况下的日中/中日交替口译。并在此基础上，讲授同声

传译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学习方法以及技巧，并进行基本的实

际演练，以适应学生毕业后的工作需要。

本课程是高年级的选修课程，课程对学生的综合

运用日语的水平要求很高。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口译

基础之上，掌握同声传译的技巧，并且多次高强度的

练习，逐步掌握相应的技巧。同时需要多看看中日同

声传译的录像，学习口译界前辈的成功经验。

中日比较文化

本课程于第 7学期开课，属于专业任选课。中日两国一

衣带水，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拥有很深的渊源，有些文化现象

既有相似之处，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之处。通过《中日比较文

化》的学习，使学生对中日文化的联系与区别有更深刻的理

解，为今后进一步研究中日文化比较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初步掌握中日文化现象的分析方

法，启发学生了解文化的意识，加深对日本文化的了解，了

解比较文化的基本理论，理解日本人的心理与行为，掌握中

日比较文化的基础知识。

本课程主要培养日语语言工作者及国际交流人才

的一门重要课程。本课程主要是立足于中日文化各自

的特点，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阐明中日文化的异

同之处。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启发学生了解文化的意识，

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了解比较文化的基本理论，

理解日本人的心理与行为，掌握中日比较文化的基础

知识。

日语文字词汇

本课程是为日语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要求学

生比较系统地了解日语中汉字的读音、构词法以及多义词辨

析、类义词辨析的方法，掌握日语词汇的正确使用方法，从

而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同时，本课程还以日本语能力

考试历年的真题为练习素材，让学生通过大量练习掌握日本

语能力考试中文字词汇部分考试的应试方法。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该课程前，总结自己在日语文

字词汇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或疑惑，收集日本语

能力考试中的文字词汇部分的历年真题，通过大量的

课堂和课后练习，掌握日语文字词汇的特点，为更高

一阶段的日语学习打下基础。

面试日语

面试日语作为目前大企业考核新进人才的一大门槛，令

不少学生为之头疼。由于面试内容难预估、日语听力、口语、

表达能力难提高等原因，导致许多同学就在这关就败下阵

来。本课程，从学生的简历和自荐信入手，针对包括网申流

程、面试准备、答案改写、小组评估、模拟面试等环节遇到

的常见问题，进行细致的讲解和辅导，通过对各种突发问题

的训练，使学员能够消除日语面试时的紧张感。同时针对不

同特点的日语面试进行一对一的口语模拟演练，使学员能够

自信应对日语面试并成功进入理想的日本企业。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该课程前简单了解日本企业的

特点，认真阅读教学大纲，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学

习要求，在学习过程中，注意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

合，努力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在运用知识的过

程中勤于思考、发现问题并及时与任课教师沟通，找

到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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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

本课程旨在通过为学生介绍跨文化交际学的基本理念

和观点，揭示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深层因素，提高学生的跨文

化意识，并且通过对中日跨文化交际过程的案例分析、实践

与比较研究，让学生了解并比较中日两国的主要文化习俗和

价值观念，熟悉中日交际方式的主要差异，培养学生掌握跨

文化交际的基本知识和技巧，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和素养，从而在同日本人交往过程中如何避免或解决可能因

差异而引起的种种误解或问题。本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课程对于培养和提高我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今后就

业的竞争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该课程前通过大量阅读有关跨

文化交际的书籍，了解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与方法，

并收集自己在与日本人交往过程中因文化差异所遇到

的种种误解或问题的相关案例，运用跨文化交际学的

分析方法予以分析，从而提高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和思辨能力。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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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外国语言文学 专业代码：050201

一、培养目标

英语专业以培养应用型、外向型高素质外语人才、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专业教育坚持以语言为基础、以文化为氛围、以相关

专业知识为补充，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和语言能力，较宽的知识面和较高的人文素养，能够熟练地运用语言技能，在外事、对

外经贸、教育、工业科技、新闻出版等领域和部门从事翻译、研究、教学、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英语语言、文学、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并适当掌握一些计算机网络、工业科技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

接受英语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能的训练，掌握一定的科研方法，能胜任教育、外事、商务及对外交流领域的日常工作，具有较

强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公民素养。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科技与人

文社科基础

知识

2.专业基本

理论知识

3.专业发展

现状和前沿

知识

4.专业基本

技能和应用

能力

5.自主学习

能力和实践

能力

6.跨文化交

际能力
7.创新意识 8.职业道德 9.人文素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第二外语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

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

业概论
√ √ √

文学修养 √

英语口语实训 √

英语听力 √
英语写作 √

英语阅读 √

工业知识概论(中文) √ √
综合英语 √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

化
√

英语语法 √
英语语音与话语实

践
√

英语演讲 √

广告英语 √
英语报刊选读 √

旅游宾馆英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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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词汇学 √

高级英语 √
翻译理论与实践 √ √

英国文学史 √ √

美国文学史 √ √
英语语言学导论 √ √

口译 √ √

商务英语 √
实用文体翻译 √

科技文献阅读 √

工业知识概论(英文) √
英语教学法 √ √

文学文化与翻译 √

语言学流派 √
英美文学作品选读 √

西方思想经典 √

跨文化交际 √
学科前沿与应用 √

英语文体学 √

法律英语 √
国际贸易实务 √

计算机辅助科技翻

译
√

英语名作赏析 √
译作赏析 √

影视翻译 √

出国英语 √
圣经与基督教文化 √

英语应用写作 √

口译实务 √ √
西欧文明史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专业认知实践 √
专业技能认知实践

（分方向）
√

就业认知实践 √

毕业实习 √
毕业论文 √

四、专业特色

1.依托学校的轻工学科专业优势、适度进行专业交叉渗透，以使学生提前了解熟悉相关行业工作，既区别于师范类、综合类院校英语专

业传统的“语言文学”特色，也不同于高职院校的“英语工具”特色。2.专业下设应用英语和语言文化两个方向，以适应学生考研和就业等

不同需求。规范技能培养与素质拓展活动和各类赛事，将英语学习、英语应用和实践锻炼有机结合。3.以就业出口为导向，发展学习兴

趣，积极引导学生参加雅思、托业、翻译、BEC、导游证、教师资格证等国际国内水平与职业证书测试。4.联合国内外、省内外重点高

校、企事业单位，合作开展师生交流学习、学分互认、读研深造等。5.开拓海外实习就业基地，开展英语国家暑期带薪实习、读研、就

业等。

五、主干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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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综合英语、英语听力、英语口语实训、英语写作、英语阅读、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口译、高级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英

美文学史、英语语言学、英语教学法、跨文化交际、商务英语、实用文体翻译、文学文化与翻译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专业认知实践（1学分/1周）、专业技能认知实践（分方向）（1学分/1周）、就业认知实践（1学分/1周）、

毕业实习（5学分/6周）、毕业论文（10学分/12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1 8 47 4 18 22 20 32

要求学时 2432 736 128 848 64 304 352 20周 384+20周
学分占比 100% 25.60% 5% 29.40% 2.50% 11.25% 13.75% 12.50% 20.0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完成规定的课程、实践以及毕业论文学分要求，成绩合格及以上，准予毕业。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1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第二外语 FI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F I)

4 64 4 考试 B101201 二外法

语、德

语、日

语选一

门

第二外语 GI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G I)

4 64 4 考试 B1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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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语 JI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J I)

4 64 4 考试 B101203

第二外语 FⅡ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FⅡ)

4 64 4 考试 B101205

第二外语 GⅡ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GⅡ)

4 4 考试 B101206

第二外语 JⅡ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JⅡ)

4 4 考试 B101207

第二外语 FⅢ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FⅢ)

4 64 4 考试 B101208

第二外语 GⅢ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GⅢ)

4 4 考试 B101209

第二外语 JⅢ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JⅢ)

4 4 考试 B101210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3 考试 B031001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 Major)

1 16 1 考查 B101204

文学修养

(Literary Accomplishment)
2 32 2 考试 B121609

小计 41.0 0.0 32.0 160.0 9.0 4.5 7 16.5 14 12.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

一年级开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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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47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英语口语实训(1)
(English Speaking1)

2 64 4 考试 B103221

英语口语实训(2)
(English Speaking2)

2 64 4 考试 B103222

英语口语实训(3)
(English Speaking3)

2 16 32 2 考试 B103223

英语口语实训(4)
(English Speaking4)

2 16 32 2 考试 B103224

英语听力(1)
(Listening Course1)

2 32 2 考试 B103205

英语听力(2)
(Listening Course2)

2 32 2 考试 B103206

英语听力(3)
(Listening Course3)

2 32 2 考试 B103207

英语听力(4)
(Listening Course4)

2 32 2 考试 B103208

英语写作(1)
(English Writing1)

2 32 2 考试 B103209

英语写作(2)
(English Writing2)

2 32 2 考试 B103210

英语写作(3)
(English Writing3)

2 32 2 考试 B103211

英语阅读(1)
(Extensive Reading1)

2 32 2 考试 B103212

英语阅读(2)
(Extensive Reading2)

2 32 2 考试 B103213

工业知识概论(中文) 1 16 1 考查 B103214
综合英语(1)
(Integrated English1)

4 64 4 考试 B103215

综合英语(2)
(Integrated English2)

4 64 4 考试 B103216

综合英语(3)
(Integrated English3)

4 64 4 考试 B103217

综合英语(4)
(Integrated English4)

4 64 4 考试 B103218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1)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A Survey1)

2 32 2 考试 B103219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2)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A Survey2)

2 32 2 考试 B103220

小计 47 624 0 0 192 11 12 14 14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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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英语语法

(English Grammar)
2 32 2 考试 B108201

英语语音与话语实践

(English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for
Communication)

1 16 2 考查 B108202

英语演讲

(English Speech)
2 32 2 考查 B108203

广告英语

(Advertising English)
2 32 2 考查 B108204

英语报刊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English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2 32 2 考试 B108205

旅游宾馆英语

(English for Tourism)
2 32 2 考试 B108206

英语词汇学

(English Lexicology)
1 16 1 考试 B108207

小计 12 192 0 0 0 4 4 4 1 0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高级英语(1)
(Advanced English1)

4 64 4 考试 B104201

高级英语(2)
(Advanced English2)

4 64 4 考试 B104202

翻译理论与实践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2 16 32 2 考试 B104203

英国文学史

(English Literature)
2 32 2 考试 B104204

美国文学史

(American Literature)
2 32 2 考试 B104205

英语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inguistics)

2 32 2 考试 B104206

口译 (Interpreting) 2 32 2 考试 B104207

小计 18 288 0 0 32 0 0 0 0 8 10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0.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应
用英

语)

商务英语

(Business English)
2 32 2 考试 B105201

实用文体翻译

(English Practical
Translation)

2 32 2 考试 B10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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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献阅读

(English Read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32 2 考试 B105203

工业知识概论(英文)
(An Introduction to
Industrial Knowledge)

2 32 2 考查 B105204

英语教学法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For
Seniors)

2 32 2 考查 B105205

学科前沿与应用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0.5 8 考查 B105206

小计 10.5 168 0 0 0 0 0 0 0 4 4 2 0

方向

二

（语

言文

化方

向）

文学文化与翻译

(Literary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2 32 2 考试 B105207

语言学流派

(Schools of Linguistics)
2 32 2 考查 B105208

英美文学作品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American and British
Literature )

2 32 2 考试 B105209

西方思想经典

（Heritage of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2 32 2 考查 B105210

跨文化交际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32 2 考试 B105211

学科前沿与应用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0.5 8 考查 B105206

小计 10.5 168 0 0 0 0 0 0 0 4 2 4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英语文体学

(English Stylistics)
0.5 8 0.5 考查 B106201

法律英语

(Leg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

2 32 2 考查 B106202

国际贸易实务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2 32 2 考试 B106203

计算机辅助科技翻译

(CAT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32 2 考查 B106204

英语名作赏析

(Selected Readings of
English Literature)

2 32 2 考查 B106205

译作赏析

(Translation Appreciation )
2 32 2 考查 B106206

影视翻译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2 32 2 考查 B10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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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英语

(English for the purpose of
study and life abroad)

2 32 2 考查 B106208

圣经与基督教文化

(Bible Study and
Christianity Culture)

2 32 2 考查 B106209

英语应用写作

(Practical English Writing)
2 32 2 考查 B106215

口译实务

(Interpreting Practice)
2 32 2 考查 B106211

第二外语 FⅣ

(FrançaisⅣ)
2 32 2 考试 B106312

第二外语 GⅣ

(DeutschⅣ)
2 32 2 考试 B106313

第二外语 JⅣ
(日本語 Ⅳ)

2 32 2 考试 B106314

西欧文明史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2 32 2 考试 B106213

小计 28.5 456 0 0 0 0 0 0 0 8.5 10 1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0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Charitable Labor）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Safety Instruc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专业认知实践

(Major Recognition Internship)
1 1 1 考查 B107201

专业技能认知实践（分方向） 1 1 1 考查 B107202

就业认知实践

(Internship for Career)
1 1 1 考查 B107203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Internship）
5 6 考查 B107204

毕业论文

(Thesis Wrting)
10 12 考查 B107205

小计 20 2 0 1 0 1 0 1 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英语口语实训

(1)

English Speaking Practicee, a mandatory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 students, covers 3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learn to do the following:
-master the basic speaking skills;
-use English in daily conversation fluently and appropriately;
-improve English proficiency in Speaking;
-try to correct your pronunciation through imitation and
practice;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using
English in all aspects.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You have to practice English speaking after class and
make presentations during class.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in-class performance.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writ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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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school-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英语口语实训

(2)

English Speaking Practice, a mandatory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 students, covers 3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learn to do the following:
-master the basic speaking skills;
-use English in daily conversation fluently and appropriately;
-improve English proficiency in Speaking;
-learn to talk with English speakers on some daily issues
fluently;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using
English in all aspects.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You have to practice English speaking after class and
make presentations during class.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in-class performance.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writ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school-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英语口语实训

(3)

English Speaking Practice, a mandatory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 students, covers 3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learn to do the following:
-master the basic speaking skills;
-use English in daily conversation fluently and appropriately;
-improve English proficiency in Speaking;
-learn to express your understanding of issues freely and
fluently;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using
English in all aspects.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You have to practice English speaking after class and
make presentations during class.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in-class performance.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writ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school-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英语口语实训

(4)

English Speaking Practice, a mandatory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 students, covers 3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learn to do the following:
-master the basic speaking skills;
-use English in daily conversation fluently and appropriately;
-improve English proficiency in Speaking;
-learn to talk with English speakers on topics concerning
cultural, economical issues fluently;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using
English in all aspects.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You have to practice English speaking after class and
make presentations during class.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in-class performance.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writ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school-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英语听力(1)

The study of Audio-visual Course intends to help th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bilities with given classic listening
and visual materials. Audio-visual Course 1 focuses on three
listening skills: grasping main ideas, the ability to catch
numbers and anticipation (prediction). One semester (16

In class you may watch some episodes of certain classic movies
and do some exercises following it. Also dictation will be taken in
class to prepare for TEM 4. You are required to listen to VOA
special English and BBC for half an hour each day after class.
Quizzes will be taken once one month on vocabulary in tex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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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s, two credit hours each week) is scheduled for this
course.

and VOA / BBC listening materials. Your grades of each quiz
will occupy certain proportion of your final grades. Some
materials in the textbook are expected to listen after class.

英语听力(2)

The study of Listening Course 2 intends to help th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bilities with given classic listening
and visual materials. Listening Course 2 focuses on three
listening skills: outlining—represent the ideas clear and clean,
letting things go—speed and vocabulary; and the “inverted
pyramid” in news reporting. One semester (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ach week) is scheduled for this course.

In class you may watch some episodes of certain classic movies
and do some exercises following it. Also dictation will be taken in
class to prepare for TEM 4. You are required to listen to VOA
special English and BBC for half an hour each day after class.
Quizes will be taken once one month on vocabulary in textbook
and VOA/BBC listening materials. Your grades of each quiz will
occupy certain proportion of your final grades. Some materials in
the textbook are expected to listen after class.

英语听力(3)

This is a compulsory basic course for freshmen and
sophomores majoring in English. The course, combined with
other courses such as Oral English, Basic English, English
Reading, is aimed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speaking competence and the ability to
analyze English and communicate with English through
systematic training of listening skills and instruction with the
help of various listening materials which are carefully chosen,
keep the pace with times and cover a variety of topics from
education, sports, transportation, architecture to politics,
economy and space, etc. This course will make preparation for
advanced listening course (4).

There are 2 credit hours in the course which runs for 16 weeks.

ou will have to dictate five passages (each with about 80-90
words) from the listening materials provided before hand or
selected by yourself. In each passage, the dictating process and
correction should be observed.

Furthermore, there are two times of dictation, but they will not be
graded. Instead, you will receive feedback from the instructor
during conference or in class.

You are expected to finish listening all the additional materials.
One the one hand, the quality of your work will be evaluated, and
on the other hand a large part of the materials will be checked in
three quizzes.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is mandatory. If you
miss the quiz time, there will be no chance to make it up.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英语听力(4)

This is a compulsory basic course for sophomores majoring in
English. The course, combined with other courses such as Oral
English, Basic English, English Reading, is aimed to improve
student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speaking competence and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daily talks of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grasp speakers’ attitudes, emotions and real
intentions in different discourses, identify English varieties,
for example American English, British English and Australian
English. Aided by multimedia and network, the course
provides students with audio materials (news)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medicine, personal development, etc. to enrich
students’ social and cultural knowledge, strengthen their
sensitivity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y of English, such as Interpretation,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There are 2 credit hours in the course which runs for 16 weeks
after students accomplish the English Listening (1), (2) and
(3).

You will have to dictate 2 passages (each with about 80-90
words) provided by the instructor. They will be graded and
feedback will be given to students by the instructor during
conference or in class.

You are expected to listen to specific materials in TEM-4 twice a
day in March and April.

Furthermore, you are expected to finish listening all the additional
materials. One the one hand, the quality of your work will be
evaluated, and on the other hand a large part of the materials will
be checked in the two quizzes.

英语写作(1)

This course is a basic compulsory course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majors. It will cover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multiple writing tasks and exercises
starting from the very basic knowledge in English writing. Our
focus will include: basic rules for writing, using proper words,
writing sentences and developing paragraphs.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English Writing 2.

Each of you is required to do a presentation in each class
(recitation, speech, book/movie review, news report, etc). You are
expected to finish the relevant exercises and reading assignments
in and out of class on your own. Additionally you will have at
least three writing assignments in forms of rewrite and imitation,
2 peer reviews and two in-class quizzes as regard sentence writing
and paragraph writing. These quizzes are designed to be very
much like the final exam that you must pas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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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写作(2)

This course is a basic compulsory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s. It
will cover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A
student is eligible for ENGL 2 only as a result of his/her score
on the Writing I. We will spend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Our focus will be on another essay writing,
especially on four types of essays—narration, description,
exposition and argumentation.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English Writing 3.

You will write four assignments out of class, as well as three
imitate or re-write practice in class. Additionally you will be
having a quiz about types of writing and developing strategies,
and four times of peer review in class during the whole semester.

英语写作(3)

This course is a basic compulsory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s. It
will cover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A
student is eligible for ENG W 3 only as a result of his/her
score on the Writing II. Students will be engaged in multiple
writing tasks associated with our lives in various communities.
Our focus will be note-writing and academic writing, paving
the way for their writing in their future career and further
study.

You will write at least 2 kinds of assignments in and out of class
including note-writing, and something related to academic
writing. Additionally three times of peer review and a quiz will be
done in class during the whole semester.

英语阅读(1)

This course is intended to provide reading skills, to enlarge
students’ vocabulary, and their schemata about various
subjects and fields of study or knowledge,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ir reading efficiency, develop techniques that will help
them read with comprehension and read faster and develop
their reasoning power. This course focuses on reading
efficiency and flexibility. Reading efficiency refers to the
accomplishment of a reading task within an appropriate time
frame and with appropriate comprehension. Reading flexibility
means the ability to adjust the reading rate and methods to suit
the type of the material to be read and the purpose for reading.

By taking part in classroom activity and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lecture, reading and discussion in class, stud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reading Section A for a given time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on topics covered in the material, and reading Section C
as fast reading practice in clas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read
Home Reading & answer questions on it before coming to class.
Other requirements include after-class reading and reports.
Students each are required to read extensively on various subjects
outside class.

英语阅读(2)

This course is intended to provided reading skills, to enlarge
students’ vocabulary, and their schemata about various
subjects and fields of study or knowledge,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ir reading efficiency, develop techniques that will help
them read with comprehension and read faster and develop
their reasoning power. This course focuses on reading
efficiency and flexibility. Reading efficiency refers to the
accomplishment of a reading task within an appropriate time
frame and with appropriate comprehension. Reading flexibility
means the ability to adjust the reading rate and methods to suit
the type of the material to be read and the purpose for reading.

Classroom activity and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Lecture, reading
and discussion in class. Stud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reading
Section A for a given time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on topics
covered in the material, and reading Section B as fast reading
practice in clas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read Home Reading &
answer questions on it before coming to class. Other requirements
include after-class reading and report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ad extensively on various subjects outside class.

工业知识概论

(中文)

《工业知识概论》主要介绍机械、造纸、印刷、食品及生

物工程等行业的历史演变、现状、和发展趋势，在国民经

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原理、特点和常用工艺装备等内容；

揭示现代工业的理念与工程科学技术的内涵；阐述现代工

业的基本知识、工业生产基本构成要素、基本工艺流程与

工艺方法，并对行业中备受关注的技术热点与前沿动态作

简要介绍。本课程以学科交叉为手段，采用讲座的形式，

通过学习开阔英语专业学生的视野，拓宽知识面，增加工

程技术素质，实现培养应用型、服务地方社会经济的培养

目标，为学生从事对外经贸、工业科技翻译打下基础。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拓展性课程，作为基础必修课，该课程对

机械、造纸、印刷、食品及生物工程等行业的基本概念和工艺

流程做概要性介绍。旨在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升学生对工程

类专业的认知能力，了解以上各行业的发展史、前景及国内外

现状，了解各类产品生产的基本过程，掌握各行业生产中经常

使用的术语和基本概念。为学生从事对外经贸、工业科技翻译

打下基础。本课程讲授应不低于 16学时。

综合英语(1)

This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freshmen and sophomores
majoring in English. The course is very comprehensive, and it
will help to improve four basic skills in learning English: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lso, it aims to
enlarge student's English vocabulary so that they can easily
read and write in English. In addition, by reading passages in a
variety of topics, students can learn more about the culture,
history, politics, and so on.

You will have four quizzes all through the whole term. These
quizzes are designed to check your understanding of material One
and Two.

You should be able to recite at least one paragraph of each
material.

综合英语(2)
This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freshmen and sophomores
majoring in English. The course is very comprehensive, and it
will help to improve four basic skills in learning English:

You will have four quizzes all through the whole term. These
quizzes are designed to check your understanding of material
One and Two. You should be able to recite at least one para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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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lso, it aims to
enlarge students English vocabulary so that they can easily
read and write in English. In addition, by reading passages in a
variety of topics, students can learn more about the culture,
history, politics, and so on.

of each material.

综合英语(3)

Elementary English 3, a mandatory course for English
sophomores, covers 96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learn to master the frequently used vocabulary, fixed
expressions and structures;
-learn to appreciate the structure, theme, style and rhetorical
features of English articles;
-learn to use English in daily communication fluently and
appropriately;
-improve English proficiency in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Translation;
-prepare for taking TEM 4.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other
courses.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some of them have to be handed on in required format.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which should be finished during class. Moreover, 2 quizzes are
designed to help you review your study during the semester.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quiz.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writ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综合英语(4)

Elementary English 3, a mandatory course for English
sophomores, covers 96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learn to master the frequently used vocabulary, fixed
expressions and structures;
-learn to appreciate the structure, theme, style and rhetorical
features of English articles;
-learn to use English in daily communication fluently and
appropriately;
-improve English proficiency in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Translation;
-prepare for taking TEM 4.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other
courses.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some of them have to be handed on in required format.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which should be finished during class. Moreover, 2 quizzes are
designed to help you review your study during the semester.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quiz.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writ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英语国家社会

与文化(1)

In this class, you will do the following:
-understand the United States
-understand the UK
-know something about Canada and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Focus on: geographical feature, education, history, literature,
holidays, politics and economy.

You will write five assignments, as well as three in-class practice
exams. These practice exams are designed to be very much like
the exam that you must pas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You will
have three class periods to write.

You will receive grades on your assignments an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during conferences, and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英语国家社会

与文化(2)

In this class, you will do the following:
-understand the United States
- understand the UK
-- know something about Canada and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Focus on: (geographical feature, education, history, literature,
holidays, politics and economy)

You will write five assignments, as well as three in-class practice
exams. These practice exams are designed to be very much like
the exam that you must pas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You will
have three class periods to write.

You will receive grades on your assignments an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during conferences, and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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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法

This is a one-semester course on English grammar for the
college students who major i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China. The situation leads to the learning objective with three
different levels. The elementary: to expand or enrich what has
been known about English grammar; to systemize the
understanding of English grammar; The intermediate: to speak
and write more accurately; from grammar to grammaring; The
advanced: to know why some aspect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re the way they are; to consider why Chinese learners tend to
make errors or mistakes with respect to some grammatical
phenomena; and to know how to design an reliable and valid
test on English grammar. There are 32 teaching hours in this
course and 2 credits of this course.

You will have 5 after-class grammar tasks, as well as one in-class
presentation. You are expected to do the tasks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and endeavor to have a qualified or even excellent
performance of the in-class presentation with the topics assigned
to you by your instructor.

You will receive 60% of your final grade in this semester on your
work. Each task, totaled five, along with the presentation would
have 6% equally. Meanwhile,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a standardized feedback form, during
conferences, discussions or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English grammar,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of your grammar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final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This part accounts 10% of students’ whole grade.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英语语音与话

语实践

We will spend the semester--8 weeks, 1 credit hour, engaging
in English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practice. This class
will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best of cutting edge information
on the acquisition of phonology, along with practical
techniques for improving learners’ pronunciation. Our focus
will be on 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 of the individual English
sounds, stress, rhythm and intonation. This course will build
your confidence in your spoken English, and have a better
performance in other courses such as interpreting classes.

You will listen and imitate several English passages out of class.
Try to record your speech for self-correction. Additionally you
will have an oral report in class for peer-correction. Finally you
will have a test about basic knowledge of English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and an oral test.

英语演讲

This is an optional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s, covering 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The course aims at
improving students’ skills of writing and presenting effective
public speeches. With detailed instructions on topic selection,
materials collection, information organizing, and drafts
revision, students would learn to do different kinds of
speeches in all, including informative speeches, persuasive
speeches, speeches for competitions and so on. The principles
of public speaking will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cultivate their logical thinking, and help them in playing a
bigger role in the global arena.

You will have three after-class tasks, as well as constant and
frequent in-class practices. You are expected to follow your
instructors’ directions to do the tasks with your peers after class,
and endeavor to have a qualified performance for the in-class
exercises.

For every assignment,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It will help you know y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your speech skills (words chosen, expression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etc.), and understand where you need to
improve.

广告英语

This is an optional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s, covering 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Based on the diversity of
mass media, this course aims at enriching students’ knowledge
about advertisements, by providing adequate materials of
background information, via the effective channel of
advertisements appreciation, translation and designing.
Students can not only gain more concrete knowledge, but also
cultivate their creative thinking. It will also help students in
the relevant courses such as Applied English Writing and
Selected Readings on English newspapers.

You will have three after-class tasks, as well as constant and
frequent in-class practices. You are expected to follow your
instructors’ directions to do the tasks with your peers after class,
and endeavor to have a qualified performance for the in-class
exercises.

For every assignment,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It will help you know y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your learning skills (including ideas, preparedness
for group presentations, assignments, etc.), and understand where
you need to improve.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Do
have official written leave permit for your absence.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t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英语报刊选读

This is an optional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s, covering 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Based on the diversity of
mass media, this course aims at enriching students’ knowledge

ou will have three after-class tasks, as well as constant and
frequent in-class practices. You are expected to follow your
instructors’ directions to do the tasks with your peers after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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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culture and society, by providing adequate materials of
background information, via the effective channel of news
reading. Students can not only gain more concrete knowledge,
but also cultivat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It will also help
students in the relevant courses such as English literature and
western history.

and endeavor to have a qualified performance for the in-class
exercises.

For every assignment,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It will help you know y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your learning skills (including ideas, preparedness
for group presentations, assignments, etc.), and understand where
you need to improve.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Do
have official written leave permit for your absence.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t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旅游宾馆英语

English for Tourism is a basic elective course for sophomore
English majors. It will cover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focusing on the specific language usages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Students learn related knowledge of tourism
and corresponding expressions in English, covering aspects in
traveling, such as food, transportation, accommodation,
entertainment, sightseeing and so on. With their horizon
widened, their English skills can be strengthened at the same
time.

Assignments and participation of class are both in oral and written
forms.
-Before each class, one student is required to give a report about
traveling with PPT and each student has at least one chance.
-Two practical writings and two times of translation of relevant
materials (such as the introduction of a scenic spot, or a contact
from travel agency) are the homework after class.
-Additionally, students will be having a quiz about words and
expressions frequently used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in class.

英语词汇学

Lexicology, a 1-credit, 8-week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s, is a
branch of linguistics concerned with the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respect to words and word equivalents.
The scope of lexicology embraces the development, structure,
formation, meaning, and usage of words and word equivalents.
The course is intended to help first or second year English or
translation majors summariz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and
acquire a systematic knowledge of vocabulary so that they can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enlarge their personal vocabularies and
choose the right words to use in a given context.

In this class, you learn to do the following:
1. Give a systematic description of the English vocabulary;
2. Offer an insight into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vocabulary;
3. Discuss the problems of word-structure and word-formation;
4. Study the use of English words, their meanings and changes in
meaning, their sense relations.

高级英语(1)

Advanced English, a 16-week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s at
tertiary stage, is aimed at training students’ integrated
language skills, especially reading and communication.
Through reading and analyzing works chiefly from
contemporary anthologies with various subjects ranging from
language, literature, education, society, culture, geography,
etc.,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have their horizon broadened,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and life deepened, analysis and
appreciation of classics improved, logical thinking
strengthened besides the consolidated language skills. Each
unit is accompanied by relevant exercises including
vocabulary study,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ylistic analysis,
translating and writing.

You are expected to present in class one part of a lesson. Besides
three assignments and midterm test are to be fulfilled. The
midterm test is designed very much like the exam paper that you
must pas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You also need read one book
of at least 150 pages whatever you like and share the content with
your classmates in class.

高级英语(2)

Advanced EnglishⅡ, a 16-week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s at
tertiary stage, aims at training students’ integrated language
skills, especially reading and communication. Through reading
and analyzing works chiefly from contemporary anthologies
with various subjects ranging from language, literature,
education, society, culture, geography, etc.,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have their horizon broadened,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and life deepened, analysis and appreciation of classics
improved, logical thinking strengthened besides the
consolidated language skills. Each unit is accompanied by
relevant exercises including vocabulary study,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ylistic analysis, translating and writing.

You are expected to be present in class one part of a lesson.
Besides, three assignments and midterm test are to be fulfilled.
The midterm test is designed very much like the exam paper that
you must pas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You also need read one
book of at least 150 pages whatever you like and share the content
with your classmates i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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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与实

践

This is a compulsory core course for the English majors in the
first term of the 3rd grade. The course credit is 2 in all, with 32
periods regularly allocated in 16 weeks. The course, set on the
basis of the linguistic foundation courses such as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reading, listening, oral English, writing etc., is aimed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orists, and the basic skills,
enhance their ability of putting the skills into practice, and
intrigue their interest and determination in the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As a course of theories, skills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this course principally serves to expand the
students’ knowledge of the basic skills and objective rules of
translation stud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at the
elementary level. With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t primarily stresses
on the practical usage of translation skills, inclined to offer
learners more chance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drills. Closely
connected to Translati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t not only
forms the co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earning, but benefits the
students in the subsequent courses, such as Translation of
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 Interpretation. The course
provides a better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the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all.

You will have two after-class translation tasks, as well as one
in-class presentation. You are expected to do the tasks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and endeavor to have a qualified
or even excellent performance of the in-class presentation with
the topics assigned to you by your instructor.

You will receive 28% of your final grade in this semester on your
work. The two after-class paperworks will account for 12% in
total, while two in-class exercises will take 16% in all.
Meanwhile,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a standardized feedback form, during conferences,
discussions or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translation,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of your translation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final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This part accounts for 12% of students’ whole grade.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英国文学史

English Literatur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senior English
majors. It aims at broadening the vision of those advanced
learners who study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t introduces
them to a brief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which covers a
survey of the general literary trends marked by distinguished
writers and their masterpieces. Classroom lectures, activities
and discussions will focus on the causes and features of
different literary trend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lected
writers and works within the norms of the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some of them have to be handed on in required format.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which should be finished during class. Moreover, comments on
some excerpts are designed to help you review your study during
the semester.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美国文学史

American Literatur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senior English
majors. It aims at broadening the vision of those advanced
learners who study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t introduces
them to a brief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which covers a
survey of the general literary trends marked by distinguished
writers and their masterpieces. Classroom lectures, activities
and discussions will focus on the causes and features of
different literary trend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lected
writers and works within the norms of the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some of them have to be handed on in required format.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which should be finished during class. Moreover, comments on
some excerpts are designed to help you review your study during
the semester.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quiz.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writ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英语语言学导

论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inguistic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juniors, covers 3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This course concerns the general branches
of English language, including phonetics, phonology,
morphology, syntax, semantics, pragmatics and other applied
branches. Closely relating to literature, grammar, lexicology
and translation, this course will benefit students in all aspects
of English learning.

You will complete some assignment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a
standardized feedback form, during conferences, and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learn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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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译

The course will cover the semester --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multiple interpreting scenes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topics. Our focus will be first of all, on the familiarity
of various interpreting situations, comprehension of an
interpreting text, command of interpreting skills and oral
ability of interpreted texts.

Stud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preview the new vocabulary and learn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before practicing interpreting in class.
Additionally students will also be having occasional quizzes
about types of texts to be interpreted, and no-less-than three times
of pair work in class during the whole semester.

商务英语

Business English, a mandatory course for English juniors who
choose BE as their direction, covers 3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learn to do the
following:
-master basic BE knowledge;
-use English in business activities fluently and appropriately;
-improve English proficiency in Reading,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by studying BE materials;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other
practical courses, such as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and
Advertising English.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some of them have to be handed on in required format.
You will do group work with your teammates and make a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semester. In-class practices will also be
involved. Moreover, mid-term quiz will be designed to help you
review your study during the semester.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LE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group work and quiz.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y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BE learning,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final exam as well as to
equip yourself with adequate BE knowledge.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Do
have an official written leave permit for your absence.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t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实用文体翻译

We will spend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multiple translating tasks associated with our lives
in various communities. This course is for English Majors in
professional direction. "Translating”, one of the basic skills
which must be grasped as an English major in higher schools,
occupy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students in the undergraduate stage. Based on students’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the English Practical Translation focuses on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let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n translation and improve students'
translating capability of common styl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common application styles such as technology, trade,
law, news, discussion, tourism, advertising and other
application style or text styl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text analysis, the students are hoped to
converse the two languag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free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with proper
translation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You will translate tasks or assignments each week both in and out
of class, as well as two in-class quizzes. You will have two full
class periods to translate and peer review in class during the
whole semester. You will not receive specific grades on your
assignments or tasks. Instead, you will receive the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a standardized feedback form, during
conferences, and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version,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of your version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final exam.

科技文献阅读

English Reading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ms to improve
reading and researching abilit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English majors, by means of introducing and analyzing
general terminologies and stylistic features in such fields as
mathematics, medicine, genetic engineering,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materials, mechanics, cosmology, etc. as well
as practicing relative skills. With updated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ies,
this course will benefit students in the pursuit of their future
careers.

Assignment:
Twice every week, students will read and analyze one discourse
concer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out of class in
working groups. The assignment of each group will be sent to the
instructor’s E-mail box, graded by the instructor and become part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for the next class.
Presentation:
Twice every week, 1-2 groups will give presentations in class to
share their teamwork of the assignment (the scientific background
knowledge, terminologies, key structures, summary, etc.) with the
instructor and the whole class. Each working group will be graded
as a whole 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Dictation:
Once every 3 units, there will be a dictation, students will becom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textbook,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scientific English reading and
resear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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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知识概论

(英文)

As a compulsory course, An Introduction to Industrial
Knowledge aims to broaden the horizon of students majored in
English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eans of introducing the
basic concept and technological process on such industries as
machinery, paper-making, printing, food and bio-engineering.
With updated knowledge of the relative industrial fields, this
course will benefit students in the pursuit of their future
careers.

Assignment:
For each industrial sector, students will read and analyze one
discourse concer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out
of class in working groups. The assignment of each group will be
sent to the instructor’s E-mail box, graded by the instructor and
become part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for the next class.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learning of each industrial sector, 1-2 groups will give
presentations in class to share their teamwork of the assignment
(the scientific background knowledge, terminologies, key
structures, summary, etc.) with the instructor and the whole class.
Each working group will be graded as a whole 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Dictation:
At the end of each industrial sector, there will be a dictation,
students will becom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textbook,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study and practice of scientific
English reading and researching.

英语教学法

This selective course designed for senior students majoring
primarily i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It surveys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tudents will be given the theory, history of
language teaching in three parts: Part I Major trends in
twentieth-century language, Part II Alternative approaches and
methods, and Part III Current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hey will be expected to under the course work and apply it to
practice in the future Chinese classroom context.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provide an active learning experience.
To benefit from the class, you need to arrive on time having
already completed the assigned chapters, ready to engage in
discussion of relevant topics. Participation (including attendance,
promptness, and involvement in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discussion that clearly demonstrates you have kept up with the
reading) may affect your grade by up to one full grade. Missing
more than three class periods regardless of the reason may result
in a failing grade in the course. Arriving late or leaving early
twice is viewed as equivalent of one absence.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This part accounts 10% of students’ whole grade.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学科前沿与应

用

This course is intended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chances to be
informed of the advanced theories and the most rencent studies

of the field. The course will be consisting of lecture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attend some lectures, or semina; some
work has to be handed in a required format after each lecture or
semina.

Attendance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students are absent.

文学文化与翻

译

This is a selective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 students. We will
spend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and also some translation practices. Our
focus will be designed as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Literary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is a creative process similar to that of
creative writing. This 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and other types of translation. However, most
strategies, techniques and general concepts in general
translation also apply to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course will be
consisting of lectures, presentations and discussions. The
lectures will focus on the methodolog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case studies. Different approaches, such as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nd stylistic methods etc., will be
introduced. Presentations will be done by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followed by discussions.

This course will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the uniqueness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the most common methods
and approaches employed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do research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preliminarily.
Students will also be able to make objective comments on not
only translated literary and cultural works but als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by others, which in turn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ir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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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流派

Schools of Linguistics, an optional course for English juniors
who choo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s their direction, covers 3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This course, as a
useful complement to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Grammar,
English Lexicology and other related courses, focuses on
major schools in modern linguistics, including Saussure,
London School, Chomsky, Halliday.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some work has to be handed in a required format.
Students will do group works with their teammates and make
presentations during class. During class, students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which should be finished during
class. Moreover, 2 papers are designed to help them review their
study during the semester.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Students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the instructor on
their homework, group work and a quiz(or quizze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they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i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students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their final grade.

英美文学作品

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American and British Literatur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senior English majors with academic
interests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t comprises two
credit hours for 16 weeks. 2 credits will be acquired by taking
the course. It aims at broadening the vision of those advanced
learners who study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enhancing their capability of the appreciation of literature
works. By introducing them to selected readings of American
and British Literature, which covers a survey of the general
literary trends marked by distinguished writers and their
masterpieces, this course provides detailed study of specific
writers and works after the study of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junior year. Classroom lectures,
activities and discussions will focus on the causes and features
of different literary trend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lected
writers and works within the norms of the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with emphasi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lots,
characterization, themes, writing techniques of the schools of
romanticism, realism, naturalism,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fictions and poetry. The time spirit during
the intellectual movements of Renaissance, enlightenment
movements,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will also be
mentioned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relevant intellectuals.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some of them have to be handed on in required format.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which should be finished during class. Moreover, 2 quizzes are
designed to help you review your study during the semester.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quiz.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writ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西方思想经典

This course is a 2-credit course, composed of 32 periods of
lectures, designed for English major seniors who have chosen
the direction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course mainly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culture and Western
intellectual and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introduces the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school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philosophers
and their main ideas and from the ancient Greek times to early
20th century.

Th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preview. Preview the lecture unit, especially preread the excerpts
and find materials to prepare for the presentation.
-make presentation. Before each lecture unit one or two students
are chosen to make a related presentation about the lecture unit,
lasting 5-10 minutes. The rest are required to submit their PPTs to
the instructor before the final exam. The presentation will be
graded according to the creativity in content, PPT design.
-In-class discussions,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which will be
graded according to the creativity in content, pronunciation and
tone.
-write a term paper. In the middle of the semester, every student is
to submit a paper on a philosophical idea or a philosopher,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idea, the influence on the others
and own understanding, with 1000-1500 English words. It is
strongly suggested that each student should choose a different
topic, and any copy from the Internet or others sources are strictly
forbidden and will cause loss in 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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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跨文化交际

This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the English majors studying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the first term of the 3rd grade. The
course credit is 2 in all, with 32 periods regularly allocated in
16 weeks. The course, set on the basis of the linguistic
foundation courses such as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reading,
listening, oral English, writing etc., is aimed to improv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ern cultures, build up their
interest and determination in the mastery of English, and
enhance their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a course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practic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course principally serves
to provid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and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from
America, Britain etc for English learners at the elementary
level. With various cases and analysis, it displays vividly how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unctions, intended to offer
learners relevant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the further study of A General Survey of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closely connected to Translati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he Study of Bible, it forms
the core force of facilitating the future study of Western
Classic Theories etc, it provides a better foundation for their
advanced study of the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along wit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verall.

You will have two after-class tasks, as well as constant and
frequent in-class practices. You are expected to follow your
instructors’ directions to do the tasks with your peers after each
lecture, and endeavor to have a qualified performance for the
in-class exercises.

You will receive 28% of your final grade in this semester on your
work. The two after-class paperworks will account for 12% in
total, while two in-class exercises will take 16% in all.
Meanwhile,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a standardized feedback form, during conferences,
and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interpretation,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of your interpretation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final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This part accounts for 12% of students’ whole grade.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英语文体学

This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all students majoring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tylistics is the study of
style, the study of use language in literature, a meeting ground
of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udy. Stylistic study helps students
cultivate a sense of appropriateness.

You will write two assignments at home, as well as two in-class
practice quizzes. You will have two full class periods to complete
the quizzes.

You will not receive grades on your works. Instead,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a standardized
feedback form, during conferences, and in class.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learn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法律英语

The course is aimed at teaching some law knowledge to
translation majors.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course is
Anglo-American Law system, including the legal terminology,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rade law,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nglo-American law system and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the introduction of legal profession, the legal
departments of the Anglo-American, the supplementary
reading material of WTO, and the techniques and sources for
legal research (skills for presenting and legal writing).
Legal English lasts one semester with its purpose of
developing students’ ability to take use of English in the legal
field. With help of the teachers, the students can successfully
master some basic legal terminology and theories, and in Law
by reading some well-selected English legal essays. In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emphasis is placed on enlarging
students’ vocabulary in legal English and on raising their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ve levels. Meanwhile, the course
adopts individual speeches or group discussions and other
teaching methods in order to provide as more lingual practice
as possible for students, helps them well-combine their
knowledge both in major and English. At last, they can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course study comparatively good

In this class, you will learn to do the following:
1. To have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2. To learn certain legal phrases, such as practicing lawyer, legal
instruments, associates, practice preventive law
3. To know the basic standard of leg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
4. To get acquainted with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in engaging a
lawyer You are
expected to present in class one part of a lesson. Besides three
assignments and midterm test are to be fulfilled. The midterm test
is designed very much like the exam paper that you must pas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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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oral skills in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贸易实务》是一门专门研究国际间商品交换的具体

过程的学科，是一门具有涉外活动特点的实践性很强的综

合性应用科学, 它涉及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法律

与惯例、国际金融、国际运输与保险等学科的基本原则与

基本知识的运用。它以商品进出口贸易为研究对象，以我

国外贸方针政策为指导，阐明商品进出口业务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通过学习，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国

际商品买卖的品质、数量、包装、价格、运输、结算、索

赔、仲裁等进出口合同的内容与相关要求，熟练运用合同

的签订与履行等诸环节的要领和操作手段与方法，并有选

择地介绍国际贸易的习惯做法、贸易惯例和必要的法律规

定,使学生获得规避风险的知识与能力,掌握国际上一些通

行的惯例和普遍实行的原则，以便按国际规范办事，在贸

易做法上加速同国际市场接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国际贸易实务是一门方针政策与业务技术相结合、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政策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是国际贸易专业的一门

专业基础课程,也可作为英语专业选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掌握国际商品买卖的品质、数量、包装、价格、运

输、结算、索赔、仲裁等进出口合同的内容与相关要求，熟练

运用合同的签订与履行等诸环节的要领和操作手段与方法，并

有选择地介绍国际贸易的习惯做法、贸易惯例和必要的法律规

定使学生获得规避风险的知识与能力。

计算机辅助科

技翻译

As an optional course, CAT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ms to improve the translating ability in scientific
field of English majors, by means of introducing and
practicing scientific English translation skills as well as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concept and tools (commonly-used
reader/word-processing software, Internet browser resources,
on-line dictionaries, thesaurus, encyclopedias and translating
tools, etc.).

Assignment:
Each week, students will translate one discourse concern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out of class with the help of computer and
the Internet in working groups (The whole class will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working groups in advance). The assignment of each
group will be sent to the instructor’s E-mail box, graded by the
instructor and become part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for the next
class. The practice is designed to be very much like the two
in-class quizzes for students to pass in the middle of the semester.
Presentation:
Each week, 1-2 groups will give presentations in class to share
their teamwork of the translation assignment (the scientific
background knowledge, terminologies, key structures, translation
versions, etc.) with the instructor and the whole class. Each
working group will be graded as a whole 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英语名作赏析

Selected Readings of English Literature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senior English majors. It aims at broadening the
vision of those advanced learners who study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t introduces them to selected readings of
English Literature, which covers a survey of the general
literary trends marked by distinguished writers and their
masterpieces. Classroom lectures, activities and discussions
will focus on the causes and features of different literary
trend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lected writers and works
within the norms of the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some of them have to be handed on in required format.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which should be finished during class. Moreover, 2 quizzes are
designed to help you review your study during the semester.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quiz.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writ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译作赏析

This course is a professional elective course for English
majors in their junior year. It will cover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By comparing the source text with
the target text or making comparisons among different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the same source text, this course can
offer a guideline to distinguish the features of good translation
and cultivate the perception, understanding and distinction of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us helping you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mploy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nd enhancing students’ ability in translation
practices. This course is an enhancement of all courses

In this course, you are expected to follow your instructors’
directions, and four assignments are to be fulfilled. These
assignments will be in form of papers appreciating the translations
relevant to the study in class. The instructor will give you
feedback on your writing. Besides, you are required to give
presentation about your appreciation of a certain translation(it’s
up to you to choose the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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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to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such a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Skills in Written Translation, etc..

影视翻译

As an optional course,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ims to
improve the translating ability in audiovisual field of students
majored in English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eans of
introducing features of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d genres of
films as well as practicing translating principles and skills in
subtitle translation (E-C) and title translation of films and TV
products (E-C & C-E).

Assignment:
Once every two weeks, students will watch a segment of a film
(different films of different genres), and translate in working
groups (The whole class will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working
groups in advance). The assignment of each group will be sent to
the instructor’s E-mail box before the due date and handed in at
class, graded by the instructor and become part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next class.
Role-play & Retell:
Once every two weeks, 1-2 groups will present in-class role-play
or retell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segments of films given by the
instructor. Each working group will be graded as a whole
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Quiz:
In the middle of the semester (Week 8), there will be an in-class
quiz concerning the key points of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出国英语

本课程为专业选修课，除英语等专业外，适用于所有专业

有出国学习、生活、求职意向的学生。本课程共开设 16周，

2学分。该课程主要学习到英语国家学习、生活所必须的申

请签证、基本文件读写、英语国家大学教育基本状况、衣

食住行基本知识等内容。本课程为学生任意选修课，主要

任务就是让学生学习、了解到英语国家学习、生活所必需

的基本知识和掌握基本的英语能力，为其将来可能的出国

学习、生活、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本课程在大三第六学期开设，学生已经学习了《综合英语》、

《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英语阅读与写作》等基本课程，

本课程则在于以具体求学签证等细节为出发点并模拟进行一

些实际操练，既是对所学知识的应用，也是在实战中的巩固、

提高。

圣经与基督教

文化

We will spend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21 Biblical stories which run through the Bible
from Creation to Return.In this class, you will learn to do the
following:
-get to know the basic knowledge of Bible and Christianity.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influence of Bible and
Christianity on People’s life, Christianity followers and
non-followers.
-analyze the function of Bible and Christianity,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ligions / disciplines.

You will listen to 21 biblical stories during which you have to put
forward your questions and confusions, even your reflection.
Additionally you will be writing a paper based on your study of
these Bible stories.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英语应用写作

This course is a elective course for both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majors. It will cover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multiple writing tasks associated
with our lives in various communities. Our focus will be
practical writing(message, notice, announcement, cards,
posters, certificates, memos, ads, letters and PEP writing),
paving the way for their writing in their future study and
career .

You will write several practical writings (such as notice,
announcement, memos, etc) and four kinds of assignments out of
class as your professional employment packet. Additionally you
will have some discussions or evaluations for your partner’s
writing and an interview for your own PEP. Two times of peer
review and a quiz will be done in class during the whole semester.

口译实务

As an optional course for senior students majored in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Intermediate Practice will engage in multiple
interpreting scenes associated with more interpreting skills in
various topics. Our focus will be first of all, on the command
of interpreting skills, familiarity of various interpreting
situations, comprehension of an interpreting text and oral
ability of interpreted texts.

Stud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preview the new vocabulary and learn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before practicing interpreting in class.
Additionally, students will have occasional quizzes as well as
in-class pair works during the whole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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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文明史

We will spend the semester---16 weeks, two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the brief introduction of West Europe history
dating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he ev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You will lear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six times from six
different aspects: first, a brief overall review; second, invasion
and conquests; third, forms of government; fourth, emperors and
Popes; fifth, languages; and sixth, the common people.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第二外语 FI

Durant tout le semestre de 16 semaines, nous allons
apprendre systématiquement le français en appréciant la
culture française. Nous cherchons à vous faire saisir les règles
phonétiques, la structure syntaxique et les connaissances
grammaticales. Après avoir 4 mois études, vous pourriez faire
des communications quotidiennes en écriture et en orale.

Vous devez faire des exercices du manuel après la classe et
participer à deux testes. En outre, il y aurait des testes comme
dictée ou quiz etc. pendant la classe.

Assistance à l'examen et à la classe est obligatoire. En cas
d'absence, les preuves écrites de la faculté sont indispensables.

第二外语 GI

Das ist ein Pflichtfach. Diese Unterrichtsstunde ist 4 jede
Woche und insgesamt 64 für ein Semester. Während der
gesamten 16-wöchigen Semester werden wir Deutsch
systematisch lernen , deutsche Kultur kennenlernen und
genießen. wir versuchen, Sie die phonetischen Regeln,
syntaktischen Struktur und Grammatikkenntnisse verstehen
lassen zu können. Nach vier Monaten studieren, können Sie
die tägliche Kommunikation schriftlich und mündlich zu
machen.

Sie müssen die Übungen und das Handbuch nach der Klasse
fertig machen. Darüber hinaus gibt es auch Diktat oder Quiz
während des Unterrichts.

Die Teilnahme an Unterrichtsstunden ist obligatorisch. Bitte
haben Sie einen schriftlichen Nachweis einer Universität /
Hochschule-Entschuldigt, wenn Sie vermissen.

第二外语 JI

本课程是为英语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在第三学

期开课，64个课时。本学期的教学任务是使学生从零起点

开始，了解日语的基本知识，掌握日语发音以及平假名和

片假名的书写，使学生初步了解日语的特点，掌握日语初

级词汇，简单的语法和句型。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学习方

法，为下一步日语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了解相关的

日本文化方面的内容，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从语音开始学起，熟练掌握五十音图的假名发音与书写；单词

音调，词的分类；掌握名词句式肯定否定以及各种时态，形容

词和动词谓语句式的用法。

第二外语 FⅡ

Durant tout le semestre de 16 semaines, nous allons
apprendre systématiquement le français en appréciant la
culture française. nous cherchons à vous faire saisir la
grammaire française, surtout la grammaire de la structure
syntaxique. Après avoir 4 mois études, vous pourriez faire des
phrases plus littéraires que la semestre précédente.

Vous devez faire des exercices du manuel après la classe et
participer à deux testes. En outre, il y aurait des testes comme
dictée ou quiz etc. pendant la classe.

Assistance à l'examen et à la classe est obligatoire. En cas
d'absence, les preuves écrites de la faculté sont indispensables.

第二外语 GⅡ

Das ist ein Pflichtfach. Diese Unterrichtsstunde ist 4 jede
Woche und insgesamt 64 für ein Semester. Während der
gesamten 16-wöchigen Semester werden wir Deutsch 2
systematisch lernen, deutsche Kultur kennenlernen und
genießen. Wir versuchen, Ihre deutsche Grammatik, vor allem
die Grammatik der syntaktischen Struktur zu verstehen und
beherrschen . Nach vier Monaten studieren, könnten Sie mehr
literarische Kenntnisse als die vorherigen Halbjahr gelernten
beherrschen .

Sie müssen die Übungen und das Handbuch nach der Klasse
fertig machen. Darüber hinaus gibt es auch Diktat oder Quiz
während des Unterrichts.

Die Teilnahme an Unterrichtsstunden ist obligatorisch. Bitte
haben Sie einen schriftlichen Nachweis einer Universität /
Hochschule-Entschuldigt, wenn Sie vermissen.

第二外语 JⅡ

本课程是为英语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在第四学

期开课，64个课时。本学期的教学任务是掌握连体词、他

动词、自动词在日语中特有的用法；掌握日语形容词和动

词的变化规则及使用方法。使学生能具备简单的听说能力。

通过第二外语 JⅠ的学习，已经大致掌握了日语的基础知识，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日语形容词和动词的变化规则以及所

构成的不同时态和形式的句式。

第二外语 FⅢ

Durant tout le semestre de 16 semaines, nous allons apprendre
systématiquement le français en appréciant la culture
française. nous cherchons à vous faire saisir la grammaire
française, surtout la grammaire de la structure textuelle. Après
avoir 4 mois études, vous pourriez faire des phrases plus
littéraires que la semestre précédente.

Vous devez faire des exercices du manuel après la classe et
participer à deux testes. En outre, il y aurait des testes comme
dictée ou quiz etc. pendant la classe.

Assistance à l'examen et à la classe est obligatoire. En cas
d'absence, les preuves écrites de la faculté sont indispensables.

第二外语 GⅢ
Das ist ein Pflichtfach. Diese Unterrichtsstunde ist 4 jede
Woche und insgesamt 64 für ein Semester. Während der
gesamten 16-wöchigen Semester werden wir Deutsch 3

Sie müssen die Übungen und das Handbuch nach der Klasse
fertig machen. Darüber hinaus gibt es auch Diktat oder Quiz
während des Unterrichts.

933



systematisch lernen , deutsche Kultur kennenlernen und
genießen . Wir versuchen, Ihre deutsche Grammatik, vor allem
die Grammatik der syntaktischen Struktur zu verstehen und
beherrschen . Nach vier Monaten studieren, könnten Sie mehr
literarische Kenntnisse als die vorherigen Halbjahr gelernten
beherrschen .

Die Teilnahme an Unterrichtsstunden ist obligatorisch. Bitte
haben Sie einen schriftlichen Nachweis einer Universität /
Hochschule-Entschuldigt, wenn Sie vermissen.

第二外语 JⅢ

本课程是为英语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在第五学

期开课，64个课时。本学期的教学任务主要学习动词的意

志、劝诱、目的、原因和假定型等表达形式、动词的连体

修饰以及补助动词用法。使学生能够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

能力，能够听懂、会说、能写与课文难度相近的文章。

强化词汇，语法等基础知识的学习。在语法方面注重学习日语

的假定、推量、目的、原因等表达方式和句型。

第二外语 FⅣ

Durant tout le semestre de 16 semaines, nous cherchons à
vous faire saisir la grammaire française, surtout la grammaire
de la structure textuelle. Après avoir 4 mois études, vous
seriez prêt à l'examen du master d'anglais.

Vous devez faire des exercices du manuel après la classe et
participer à deux testes. En outre, il y aurait des testes comme
dictée ou quiz etc. pendant la classe.

Assistance à l'examen et à la classe est obligatoire. En cas
d'absence, les preuves écrites de la faculté sont indispensables.

第二外语 GⅣ

Das ist ein Wahlfach. Diese Unterrichtsstunde ist 2 jede
Woche und insgesamt 32 für ein Semester. Während der
gesamten 16-wöchigen Semester werden wir Deutsch 4
systematisch lernen , deutsche Kultur kennenlernen und
genießen . Wir versuchen, Ihre deutsche Grammatik, vor allem
die Grammatik der syntaktischen Struktur zu verstehen und
beherrschen . Nach vier Monaten studieren, könnten Sie mehr
literarische Kenntnisse als die vorherigen Halbjahr gelernten
beherrschen .

Sie müssen die Übungen und das Handbuch nach der Klasse
fertig machen. Darüber hinaus gibt es auch Diktat oder Quiz
während des Unterrichts.

Die Teilnahme an Unterrichtsstunden ist obligatorisch. Bitte
haben Sie einen schriftlichen Nachweis einer Universität /
Hochschule-Entschuldigt, wenn Sie vermissen.

第二外语 JⅣ

本课程是为英语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在第六学

期开课，32个课时，主要面向考研或对日语感兴趣的学生

开设。本学期的教学任务主要学习动词可能、被动以及使

役语态，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和翻译能力、使学

生能以日语为工具，获取专业所需要的信息。学生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能达到日本国际教育协会及国际交流基金主

办的日语能力三级及以上考核水平。

在学习词汇和语法知识的同时，强化阅读理解能力，能够把理

论知识用于实践，并基本具备第二外语所需的听、说、读、写、

译技能，从而通过这门语言工具以获取更多的信息和知识。

专业认知实践

本课程为四年制本科英语、翻译专业集中性实践环节教学

课。旨在使学生初步了解社会企业、行业对英语专业、翻

译专业知识的运用情况以及企业经营情况、人才需求情况

等，侧重于社会调查。通过一周的实习实践，可以使学生

掌握社会调查方法，更好地了解社会，熟悉实际操作，也

可以使学生对本专业的性质以及专业学习、规划、未来出

口等有更直接、更切身的体验，从而为今后的专业学习打

下良好的基础。

1. 调研方式分为两类：网络调研和实地调研。

2. 另安排外出参观、考察以及面试、职场发展等讲座。

3. 要求有笔记、录音、照片、录像等，以供在展示时所用。

4. 撰写实践报告。小组成员的报告分组、调研方法、题目、

内容可以相同，但实践体会、问题与建议不得雷同，字数不得

少于 3000字；

5. 指导老师需强调调查的可行性与可信度，方法与结果要一

致，在 ppt展示与报告中，调查方法与步骤要详细，不要一带

而过。

6. 学生需遵守学院、学校及实习单位的相关规定，实习期间

个人原因安全责任自负。

专业技能认知

实践（分方向）

专业技能认知实践是学生综合运用所学英语、翻译专业知

识，真实或模拟解决现实社会、工作、生活中问题的实战

锻炼，在第五学期进行。通过本次实习，学生可以更深层

次的了解社会需求，了解英语、翻译相关知识的真实应用，

了解自己在知识、能力、跨文化交际、人文素养等各个方

面的优势与不足，从而为今后的学习起到激励、修正的作

用，使其更好更快的进步。

1. 调研方式分为两类：网络调研和实地调研。

2. 另安排外出参观、考察以及面试、职场发展等讲座。

3. 要求有笔记、准备材料、录音、照片、录像等，以供在展

示时所用。

4. 撰写实践报告。同组成员在报告分组、调研方法、题目、

内容可以相同，但实践体会、问题与建议不得雷同，字数不得

少于 3000字；

5. 指导老师需强调调查的可行性与可信度，方法与结果要一

致，在 ppt展示与报告中，调查方法与步骤要详细，不要一带

而过。

6. 学生需遵守学院、学校及实习单位的相关规定，实习期间

个人原因安全责任自负。

就业认知实践

本课程为四年制本科英语、翻译专业集中性实践环节教学

课。旨在使学生了解近几年以来的研究生---包括申请英语

国家研究生、跨专业研究生考录情况、英语专业、翻译专

1. 调研方式分为两类：网络调研和实地调研。

2. 另安排外出参观、考察以及面试、职场发展等讲座。

3. 要求有笔记、录音、照片、录像等，以供在展示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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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以及相近专业如英语教学、教育、商务英语等的就业情

况。通过一周的实习实践，可以使学生进一步掌握调查方

法、统计分析方法，也更好地了解本专业毕业生的实际情

况，从而为自己考研深造、走向社会奠定基础。

4. 撰写实践报告。同组成员的报告分组、调研方法、题目、

内容可以相同，但实践体会、问题与建议不得雷同，字数不得

少于 3000字；

5. 指导老师需强调调查的可行性与可信度，方法与结果要一

致，在 ppt展示与报告中，调查方法与步骤要详细，不要一带

而过。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英语专业本科教育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的

体现，同时也是全面检验和进一步提高英语系教育质量、

培养合格人材必要的教学环节。为保证毕业实习工作的顺

利进行，提高毕业实习质量，根据齐鲁工业大学有关毕业

实习的规定和英语专业毕业实习的具体实际，特制定本计

划。

1. 熟悉实习单位的环境和具体情况，了解各部门的工作程序

和机制；

2. 选择实习单位一个具体的部门进行有关对外贸易流程

的某一环节或英语教学或英语翻译等和英语专业有关的重点

实习；

3. 实习过程中，在保证完成主要的实习任务的情况下，

可根据实习单位的具体情况和学生的实际能力，完成某一专题

的市场调查或教育调查实习，对实习单位的研究领域进行专题

调查与研究；

4. 对整个毕业实习进行总结，完成毕业实习报告。

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设计）是本科教学的重要实践性环节，是全面

检验学生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及培养效果的主要手段。毕

业论文（设计）的质量是衡量教学水平、审核学生毕业与

学位资格的重要依据。

毕业论文（设计）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

知识和技能进行科学研究或设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通过毕业论文（设计）实践，培养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

神、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基本要求：

1.毕业论文撰写是一项严肃的科研实践活动，必须立足于一定

量的研究，需要对选题进行认真思考，认真搜索并仔细阅读与

选题有关的各类出版物，包括专著、学术期刊上的论文等，以

对选题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和了解，从而做出科学的论断。

2.毕业论文必须一人一题，不得雷同。毕业论文选题尽量贴近

社会生活与实践，以期对当前的文化传播、教育和学术研究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3.毕业论文撰写过程中，学生应该和指导教师经常联系，交换

意见。指导教师每周指导每位学生的学时数不少于 2学时。

4.毕业论文撰写，要求论点明确，观点正确，内容充实，见解

独特。坚决杜绝生搬硬套他人观点及抄袭他人文章内容的不良

行为。

毕业论文的基本格式要求统一、规范（具体要求参考毕业论文

格式说明）。毕业论文统一要求 A4纸打印，并装订成册。

科技发展与学

科专业概论

We will spend 8 weeks in this semester to make students get
some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ome information of Translation Major. By attending the
lectures, you will know better of Translation majors so that
you can make a practical plan for the future studies, and you
can know how to study English and do translation activities.
By reading and discuss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you can be well-informe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You will read some materials abou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anwhile, you will watch some related videos so that you are
well-informed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ou should attend the lecture and make notes, get involved in the
discussion and do the presentation in class as required.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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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文学 专业代码：050303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系统扎实的广告理论和技能，宽广的文化科学知识与视野，能在新闻媒介广告部门、广告公司、市场调查及信息咨询

行业以及企事业单位从事广告经营管理、广告策划创意和设计制作、市场营销策划及市场调查分析工作的广告高级专门人才。

二、培养要求

总体要求：本专业学生要建立起以广告学、市场学、传播学，兼顾心理学、社会学及艺术学等方面的知识为主体的知识体系，同时又

具备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现代广告的策划、创意、设计、制作、发布的基本能力以及市场调查与营销的基本知识和市场分析、数据处

理的能力。

具体要求：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心理素质和开阔的人文视野；

2.掌握专业的思维方法、专业的叙事能力和较强的沟通能力；

3.具备扎实的广告学理论知识，熟练的广告策划、制作、发布技能；

4.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数字素养，对行业发展具有前瞻能力；

5.掌握一般性社会科学知识，对自然科学有一定的了解；

6.掌握一般性的社会科学观察与研究方法。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

2.实践能

力

3.思维方

式与研究

方法

4.文本鉴

赏、叙述与

书写能力

5.沟通能

力

6.专业理

论素养

7.广告策

划、制作与

发布技能

8.外语能

力

9.科技素

养

10.商业传

播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 √ √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

信息检索 √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

中国古代文学 √ √

现代汉语 √ √
古代汉语 √ √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 √ √ √

社会调查技术与方法 √ √ √ √
应用文书基础写作 √ √ √

逻辑学原理 √ √ √ √

现代文学 √ √ √
外国文学 √ √ √ √

美术基础 √ √ √

广告学概论 √
广告心理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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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史 √ √

市场营销 √ √ √
市场调查与分析 √ √ √ √

传播学概论 √ √ √ √ √ √

演讲与口才 √ √
社会调查技术与方法 √ √ √ √

应用文书基础写作 √ √

电脑图文设计 √ √ √
视觉传达设计 √ √ √

平面广告设计 √ √ √

广告摄像与摄影 √ √ √ √
文化概论 √ √ √

设计基础 √ √ √

新闻理论 √ √ √ √
CI理论与实务 √ √ √

广告专业英语 √ √

中外广告法规与广告

职业道德
√

网络传播 √ √ √

广告策划与创意 √ √ √

广告文案写作 √ √
消费者心理与行为 √ √ √ √

实用美术与广告设计 √ √

广告媒体研究 √ √ √ √ √
品牌战略 √ √ √

广告经营与管理学 √ √

公共关系学 √ √ √
公益劳动 √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 √ √
社会调查 √ √ √ √

广告全案策划 √ √ √ √

学年论文 √ √ √
毕业实习 √ √ √ √

毕业论文 √ √ √

四、专业特色

依据学校的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总目标，广告学专业围绕本学科特点和社会需求特征，培养“重基础、双技能、高素质”，具有宽广的科

学与文化视野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够研究传播现象解决传播问题，且兼顾图文两种技能的，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五、主干学科

广告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广告策划与创意、广告文案写作、实用美术与广告设计、市场调查与分析、广告学概论、传播学概论、广告摄像与摄影、

消费者心理与行为、平面广告设计、广告媒体研究、视觉传达设计、广告心理学、品牌战略、网络传播、广告全案策划实习、社会调

查、毕业论文。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社会调查（1学分、1周），广告全案策划（8学分、8周），毕业实习（4学分，4周），毕业论文（10学分，

16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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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18 26 16 25 25 46

要求学时 2880+31周 680 128 328 416 256 400 31周 672+31周
学分占比 100% 26% 5% 11.25% 16.30% 10.00% 15.60% 16% 28.75%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学生需按要求修完指定学分的课程，完成各项实践环节的内容，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方可毕业。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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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Multi-media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6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AD
Major）

1 16 1 考查 B121211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World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1 16 1 考试 B121611

小计 42.0 632 48 160 13 10.5 11 4.5 2 0.5 0.5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美术基础（上）

（Art Basics）
2 64 2 考查 B123201

广告学概论

（The outline of
Adervtising）

3 48 3 考试 B12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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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心理学

（Advertisement
Psychology）

3 48 3 考试 B123203

广告史

（History of
Advertising）

2 32 2 考查 B123204

市场营销

（Marketing
Management）

2 32 2 考试 B123205

市场调查与分析

（The survey and
analysis of Market）

3 40 16 3 考查 B123206

传播学概论

（Communication
Study）

3 48 3 考试 B123207

小计 18 248 80 5 2 3 5 3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演讲与口才

（Speech And
Eloquence）

1 16 1 考查 B128701

社会调查技术与方法

（Social Research
Method）

2 24 16 2 考试 B128702

应用文书基础写作

（Practical Writing）
1 16 1 考查 B128703

逻辑学原理

（Logic Theory）
2 32 2 考试 B128704

电脑图文设计

（Computer Graphics
Design）

2 64 2 考查 B128201

视觉传达设计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2 64 2 考查 B128202

平面广告设计

（Plane Advertisement
Design）

2 64 2 考查 B128203

广告摄像与摄影

（Photography and
Camera-shooting for
Advertising）

2 64 2 考查 B128204

文化概论

（Outline of Chinese
Culture ）

2 32 2 考查 B128205

设计基础

（Design Basis）
2 64 2 考查 B128206

美术基础（下）

（Art Basics）
2 64 2 考查 B128207

新闻采写

（News Collection &
Composition）

2 32 2 考试 B12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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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理论与实务

（CI Theory and
Practice）

2 64 2 考试 B128209

广告专业英语

（English for
Advertising）

1 16 1 考试 B128210

中外广告法规与广告

职业道德

（Laws Regulations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in
Advertising）

2 32 2 考试 B128211

古代汉语

（Ancient Chinese）
2 32 2 考试 B128212

古代文学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History）

2 32 2 考试 B128213

现代汉语

（Modern Chinese）
2 32 2 考试 B128214

现当代文学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2 32 2 考试 B128215

网络传播

（Network
Communication）

2 40 2 考试 B128216

小计 37 368 448 16 3 11 8 6 2 4 3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广告策划与创意

（The Advertisement
Plans and the
Creativity）

4 64 4 考试 B124201

广告文案写作

（Advertising Copy
Writing）

3.5 48 16 3.5 考试 B124202

消费者心理与行为

（Consumer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3 40 16 3 考试 B124203

实用美术与广告设计

（Practical Art and
Advertising Design）

2 64 2 考查 B124204

广告媒体研究

（Advertising Media）
3.5 48 16 3.5 考试 B124205

小计 16 200 112 4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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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7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客

户执

行

品牌战略

（Brand Strategy）
3 40 16 3 考试 B125201

广告经营与管理学

（Business
Mangagement of
Advertising）

2 24 16 2 考试 B125202

公共关系学

（Principles of Public
Relations）

2 32 2 考试 B125203

小计 7 96 32 5 2

方向

二：广

告表

现与

制作

新媒体广告

（New Media
Advertising）

3 40 16 3 考试 B125204

广告文化

（Advertising Culture）
2 32 2 考试 B125205

广告美学

（Advertisement
Aesthetics）

2 32 2 考试 B125206

小计 7 104 16 5 2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中国思想史专题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2 32 2 考查 B126705

西方哲学史专题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2 32 2 考查 B126706

艺术史

（History of Art）
2 32 2 考查 B126707

美学

（Aesthetics Theory）
2 32 2 考查 B126708

外国文学

（Foreign Literature）
2 32 2 考试 B126201

社会学Ⅲ

（SociologyⅢ）
2 32 2 考查 B126202

影视广告

（Film & TV
Commercial）

2.5 32 16 2.5 考试 B126203

广告符号学

（Advertising
Semiotics）

2 32 2 考试 B126204

广告效果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2 32 2 考试 B126205

创意思维训练

（The Training of
Creative Thinking）

2 32 2 考查 B12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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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概论

（Brief Introduction of
Arts）

2 32 2 考查 B126207

客户关系管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2 32 2 考查 B126208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2 32 2 考查 B126209

新闻评论

（News Commentary）
2 32 2 考查 B126210

影视欣赏与评论

（Appreciation of Film
& TVWorks）

2 32 2 考查 B126211

宏观经济学Ⅱ

（MacroeconomicsⅡ）
2 32 2 考查 B126212

学科前沿课 1
（Subject Frontier 1）

2 32 2 考查 B126213

学科前沿课 2
（Subject Frontier 2）

2 32 2 考查 B126214

广告作品欣赏

（Appreciation of
Advertising works）

2 32 2 考查 B126215

新闻理论

（Journalism）
2 32 2 考查 B126216

小计 40.5 640 16 2 2 8 10 10 8.5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the Public welfare labo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The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B197003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B197004

社会调查

（Social Survey）
1 1 1 考查 B127201

广告全案策划（1）
（Advertising Case Planning 1）

2 2 2 考查 B127205

广告全案策划（2）
（Advertising Case Planning 2）

2 2 2 B127206

广告全案策划（3）
（Advertising Case Planning 3）

2 2 2 B127207

广告全案策划（4）
（Advertising Case Planning 4）

2 2 2 B127208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4 4 4 考查 B127203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Paper）
10 16 10 考查 B127204

小计 25 31 2 1 2 2 2 2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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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分为四个学期学习。

本课程主要讲授先秦至明清时期文学的发展情况及其规律，介绍代表

性作家的生平、思想及创作活动，分析、评价其代表性作品的思想内

容与艺术特色，使学生初步具备独立评论先秦至明清时期重要作家与

作品的能力。

学生须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对各时

期的发展历史有较为准确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学习

中国古代文学。在学习中，学生要深入阅读各时期

文学的经典作品，注意把握文学的发展脉络和重点

作家与作品的文学史地位。

现当代文学

本课程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基础选修课，其主要内容是讲述现当代作

家及其代表作品，揭示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分析、评价作家、

作品、文学流派的主要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进而全方位、多层面地

呈现并揭示中国文学自 1917年至今的整体风貌、历史脉络及其发展

规律。

本课程具有审美功能和认知功能。建议学生在学习

在学习古代文学等课程的基础上，将文本细读与理

论概括结合起来，在学习中国经典作家作品的基础

上，提高自身人文素养。

外国文学

本课程按文学史的发展线索简括介绍欧洲各时期、各流派及作家、作

品的概况，外国文学分为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两个部分，其中主要包

括：欧洲文学史中的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

学、十七世纪古典主义、十八世纪启蒙文学、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

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

学；亚非文学史中的古代亚非文学、中古亚非文学和近现代亚非文学。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全面地把握外国文学史各时代的本质精

神，提高分析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增进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把

握，为对外汉语教学和涉外工作创造条件。

本课程作是学生了解西方文化的重要途径，建议学

生在学习在学习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课程的基

础上，将文本细读与理论概括结合起来，在学习经

典外国作家作品的基础上，提高自身人文素养。

广告策划与创

意

本课程从“大策划”概念入手，导入“广告策划”这一概念，讲述广告策

划相关理论要点，立足于现代广告策划的实际操作，剖析其中每个步

骤的具体内容和要点，通过模拟实战教学方法和案例教学等方法的运

用，使学生了解一个广告作品或一个广告活动完成的具体过程，并能

进行一定的创作。本课程主要讲授广告策划的定义和内涵，及其在广

告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社会文化、经济环境对广告策划的影响

和制约；明确广告策划与市场营销、品牌建设的相互关系；讲解广告

策划的运作过程、分析广告创意对于广告策略的重要性，以及现代广

告运作的新理念和新策略。

本课程为广告学专业必修课。广告策划与创意是广

告学科体系中最为核心的课程，策划不力，创意贫

乏，会严重影响广告业务的开展，这是作为广告专

业的学生，必须掌握的专业技能课程。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在掌握广告的一些基本知识基础上

以及在正确的策划理念指引下，了解广告策划的一

般程序与步骤，掌握合理有效的思维方式，培养起

一定的动手能力，能进行广告策划书的创作，同时

能进行具体的操作与实施。

美术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有效地提高造型能力和构图的整体把握

能力，以及学生的视知觉能力和开发学生的大脑潜能，让学生在学习

的过程中使脑、眼、手充分的结合起来，有效的提高学生创作作品的

完善性，使学生对物体结构的认识更加深刻，为创作更多的艺术作品

打造坚实的造型基础。

学习掌握绘画的发展史和熟悉绘画造型的基本方

法。通过具体的习作练习，使学生能够熟练的掌握

表现对形体的结构、透视、质感等方面的技能技法。

对绘画工具材料运用的基本能力。

平面广告设计

本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广告设计能力、提高鉴赏水平的为教学目标，力

图构建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平面广告设计实验课程教学体系。使学生

通过本课程的系统学习，不断地巩固在课堂上学到的相关理论知识，

加深对设计基本概念的理解,更好地将设计基础知识与广告设计实践

相结合，培养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以及艺术修养，

逐步掌握平面广告设计的各个步骤、方法，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所学

知识，独立完成平面广告作品的创意与设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要求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周边博物馆、美术

馆等环境，将理论教学与组织学生参观、具体项目

的布置及其他实训活动结合起来，以理论指导实践，

以实践促进理论教学。理论教学要突出技术操作的

讲解和示范，并配合经常性的实训性作业。通过教

学使学生能充分认识平面广告设计在企业竞争中的

作用，培养学生深入市场，了解消费者需求。注重

设计过程中程序步骤的培养和创新意识的开发，结

合实训课程，使学生系统而有效地掌握平面广告设

计过程中的各项技能，具备参与各种设计课题的实

际操作能力，并最终能为企业宣传提供有效新颖的

方案。

电脑图文设计

电脑设计制作是整个广告活动的后期阶段，它建立在广告调研，策划

与创意的基础之上，直接体现广告创作的优劣，影响广告传达的效果。

对电脑软件的撑握程度决定着设计师的创意构思变成现实可见的设

计作品的关键。对广告专业学生至少掌握三到四门的电脑软件。

本课程主要侧重电脑辅助教学，并以达到能熟练利

用电脑将广告创意表达出来为主，考虑到广告专业

的学习内容覆盖较广，实践性强，因此重要的是需

要结合教程投入大量时间进行电脑操作实践，更需

要相互交流经验，利用其他辅助教材进行补充以及

任课教师的指导和网上资源的利用。

944



传播学概论

传播学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其理论来源包括了信息论、控制论、

系统论三论以及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等。目前

传播学研究已发展到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

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

研究、国际传播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

媒体传播研究、文化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等多角度、多领域。传播学逐

渐成为新闻学、广告、公共关系等学科的基础理论，指导相关学科的

实践，也成为其他学科研究和关注的焦点。传播学以其固有的批判性、

互动性与开放性，成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具有巨大理

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的重要学科。

学好传播学课程，对于开阔学生视野，建立坚实的

专业基础以及传播学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本课程将课程重点讲述传播理论和大众

传播研究，使学生了解信息与传播、符号与传播、

传播过程、传播媒介、传播类型，以及大众传播的

理论与实践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加深

对传播学的理解和认识，有利于确定自身的发展方

向。

广告媒体研究

《广告媒体研究》是广告学专业的专业核心课。通过对本书的学习，

简单了解广告媒体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学会根据各种媒体不同的特点

来选择合适的媒体对象，会进行媒体量和质的评估，学会对媒体环境、

竞争品牌媒体投资以及消费者进行分析，媒体目标及目标阶层的设

定，学会根据到达率和接触频率的分析和计算来进行最有效的媒体选

择，学会进行媒体行程的设定，媒体执行方案和媒体预算的制定。

广告媒体课程与广告学、策划与创意等所有广告学

课程紧密相连。广告媒体策划重在把广告更好地通

过不同的广告媒介发布出去，以求得最佳的广告传

播效果。这是广告行程重极为重要的一环，直接决

定着广告效果的好坏。是之前所有广告策划、制作

等工作的最终落实。

网络传播

本课程重点讲授网络传播的特点、功能及网络新闻的采集、写作、编

辑以及新闻网站的建设等基础知识，同时研究了网络传播中的受众、

网络传播的宏观影响、网络传播中的文化现象以及网络传播中的若干

法律等问题，培养学生解决网络传播中的实际问题。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将使学生获得以下知识和能力：掌握网络传播的基本理论及其基

本规律；认识网络传播中受众的心理与行为表现；了解网络传播中的

受众、文化现象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针对网络广告、网络新闻传播

中的具体问题，具备一定的研究和解决能力。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学生要能做到：了解网络传播

的基本操作知识；掌握网络新闻的制作；理解和掌

握网络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能够分析网络新闻现

象；能够掌握网络公关、网络广告等商业传播行为

的特点与设计原理。

广告文案写作

本课程是广告专业的一门重要课程,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是广告运作

流程中重要的一环。它是对广告专业其它各门课程学习的具体体现,
以达到实际的运用。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广告写作的创意表现、结

构、语言、技巧以及具体运作应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 并能熟练地结

合企业广告活动进行广告文案撰写。广告文案所传达的是广告作品中

深具说服力的主题信息，它是对广告创意的深化，它能有效地提高受

众对广告作品的记忆度，它的写作需要较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文字功

底。鉴于广告文案的重要，培养广告从业人员有目的的写作能力，特

别是思维创造力，就成为了本课程的基本教学目的。

广告文案是广告活动实际运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

节。同样《广告文案写作》课程在广告学的学习系

统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这门课程的学习，

可以加深学生对广告学的系统了解，同时也为更进

一步掌握广告创作技巧奠定基础。

市场调查与分

析

本课程是广告学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它以市场营销调研的运作

为主线，以工商企业为主体，科学、系统地阐述市场营销调研中的基

本概念、主要原理、实用方法等。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市场调查的作

用、机构、流程；市场调查的方案设计、抽样；问卷设计；资料收集、

统计分析的定量、定性方法；市场预测的基本原理、程序及各种方法

的选择和运用；

市场调查分析报告的撰写等等。

通过本科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市场调查的基本理

论和实践知识，要求学生掌握市场调查的理论和方

法，联系市场调查实验及校外实训项目，培养市场

调查和分析的能力。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以项目导向、

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为本，以实用知识和技能培

养能够胜任市场调研、策划的应用型、操作型人才。

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十分广泛的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在社会中的各

种社会生活、社会交往、社会工作、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等方方面面

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

以及在这种环 境中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关联，形成对社会整体的认

知的一门学科。它以社会运行论为主线，以社会转型论为视 角，贯

彻社会学中国化和国际化的导向，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和趋势。

本课程根据我国社会转型的实际和教 学实践的需要分别介绍了社会

运行概述、社会运行的微观分析、社会运行的客观分析、社会运行的

问题与对策分 析、社会运行的研究手段。尤其是后两部分内容同社

会保障专业息息息相关，相互联系，相互渗透，通过社会学 的学习，

使学生能够更加熟练的将所学地社会保障的理论知识应用到现实社

会中去。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范畴都离不开社会的范畴，都

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因此，社会

学的学习 有助于学生形成一个较广阔的视野，较深

刻的洞察能力与分析能力，给同学们一种解释各种

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 的方法。 本课程由浅入深，

既有一定的理论介绍，又有大量的实例解释，通俗

易懂，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 期间的特

点，突出了启发性和应用性。

创意思维训练

本课程旨在发掘学生们的思维空间，培养他们的创造性，用自己的眼

睛去观察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

训练出和别人看同样的东西却能想像出不同的事情。通过对本课程的

学习，锻炼学生们的创意性思维。在课堂训练中，让学生们进行大量

的练习、创作，通过尝试各种不同的图形创意表现手法，以开拓他们

的思维，进而提高他们的专业设计水平。

学生在课堂上要进行大量思维的联想、想像训练之

外，还要对平时周围的事物多进行观察，具有“设计

的脑子”，善于在看似毫无关系的事物之间寻找某种

联系性，然后利用设计与议案把它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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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学概论

本课程是广告专业的基础理论课，主要是对现代广告学的基础知识作

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广告学及其基本原理、广告产业与广告的市场

运作、广告产业组织及其运作、广告传播模式、广告的信息生产及其

内容分析等，紧密结合现代广告业的发展态势，充分吸纳诸多传统广

告学教学的优长，并尽可能克服、弥补其存在的缺陷，力图完整清晰

地构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广告学。通过该课程的讲解，使学生能够正

确地掌握广告学原理和基本理论，深刻理解广告运动参与的主体，初

步掌握广告运作的基本流程，并能够用广告的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广

告传播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同时也对学习其他专业课程起到参照和借

鉴作用。

学生要掌握基本的广告专业术语，掌握广告活动的

基本原理与基本操作方法，为进一步深入学习和掌

握广告专业理论与技能打下良好基础。本课程是学

好后续所有专业课程的基础，且初步勾勒出整个专

业的知识结构，并反映了后续专业课程的相互关系。

演讲与口才

《演讲与口才》是面向文法学院学生所开设的一门院级平台课程，其

主要任务是传授言语交际基本知识和进行口才的基本训练，并进行必

要的口才鉴赏，使学生初步养成良好的言语交际的能力，其目的主要

是帮助学生纠正语言表达的各种问题，克服在公众场合语言表达时的

心理障碍，掌握语言表达的各种技巧，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适应社

会发展的需要。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基

础上学习本课程，本课程带有很强的实践性，需要

学习者结合相关理论加强演讲训练，在实践中纠正

自己的表达缺陷，切实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科技发展与学

科专业概论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是一门大学生的专业入门课。本课程的安排

主要是基于齐鲁工业大学的工科特色，对刚入学的大学生开设的通识

教育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广告学专业大学新生能够对学校的

综合特色和广告学的专业特色有清晰的了解和定位。本课程主要从学

校和专业介绍、四年大学生活的培养方案、本科学生的创新学习以及

未来出口方向的卓越就业四个方面进行讲述。

建议学习者以课程学习为主，辅以师生之间的互动

性交流，深入了解广告学专业的学科特色，为四年

学习做好指引。学生通过本课程学习，能够较快适

应大学生活，并对自己的学习有合理的安排。

CI理论与实务

CI系统（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企业形象一体化设计系统，

作为一种建立、传达企业形象的完整、理想的方法，近 40年来为越

来越多的企业家和营销专家所推崇，并在世界范围广泛流行，稍具规

模的企业大都不同程度的导入了 CI系统，这一系统已经成为一种战

略导向，影响着企业的市场策略和管理方式。《CI原理与务实》是广

告学学生的一门设计基础必修课，作为主要专业课程，其目的在于通

过教学使学生树立“形象要素由以往的附加值变成了具有决定作用的

营销重点”这一理念，以及独立或合作完成一整套企业形象一体化设

计的动手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讲授与设计实践，了解 CI设计的发展

历史及其一些主要的设计案例，正确理解企业形象

设计的基本概念及其设计的基本性质与特点，熟悉

VIS设计的程序，掌握设计表达要素，重点掌握视

觉形象设计的构思方法和设计技巧。

广告作品欣赏

随着电脑技术的不断发展，广告无论在创作手法上还是制造广告效果

方面都有不小的变化，一大批有创意、制作精良、表现准确的中外广

告作品纷纷涌现。本课程主要是通过欣赏国内国外优秀的广告作品，

在实际问题和案例分析中讲解广告创意的来源及方法特点。本课程旨

在培养学生的审美眼光，因此要求在培养过程中重视发掘学生的评析

能力。本课程以课堂案例分析与互动讨论为主。在教学过程中，贯彻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和由浅入深，由简到

繁的原则，教与学互动，组织学生分组协作，鼓励学生大胆创新。

通过广告作品欣赏，学生要形成良好的广告专业意

识；通过案例故事，了解广告学经典理论,为广告专

业学生的高年级学习打好基础；通过课堂讨论，形

成参与的习惯，鼓励学生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提

高表达能力，为学生未来广告职业生涯做准备。

美学

本课程注重讲授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并介绍美学的发展动态。美学是

一门较抽象，理论性较强的课，基本以讲授为主，在讲授的过程中应

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适当地安排审美鉴赏实践，如观摩影

像，举行文艺作品研讨会，在审美实践中学习美学，提高审美能力。

学习美学要有“问题意识”，要把美学问题与中外美

学史联系起来，倡导“交流”“对话”的解释学的思想

方法，因为美学教学不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

要开启学生的人文智慧。

新闻理论

《新闻理论》是高等学校传播、广告、新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之一，

是向学生传授新闻基本理论和知识，培养学生新闻理论素养和理论意

识的重要课程。通过这门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新闻定义、起源、价

值和基本特点、基本要求；掌握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社会功能及

其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懂得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特殊要求和原则；

同时，还要向学生介绍新闻媒介经营管理和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

等方面的知识与要求。

新闻评论课程与新闻学、传播学紧密相连。新闻评

论的思维与写作训练，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洞察

问题能力的重要平台，甚至为培养合格的公民提供

教育的给养。新闻评论同时为新闻学、传播学的研

究提供有力支撑。

新闻采写

新闻采访写作是广告学专业开设的一门选修课。本课程的主要目的，

是通过有关知识和理论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和了解新闻采访写作的规

律和方法，提高新闻写作的水平。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新闻及其

要素，新闻采写的思维方式，新闻的主题与材料，各类新闻的写作，

通讯的写作，广播、电视新闻的制作，新闻专题报道，现代新闻写作

专题论。

新闻采写课程与传播学、新闻学紧密相连。新闻传

播学为一级学科，新闻学乃是其二级学科。新闻学

研究可为广告学、传播学的研究提供有力支撑。通

过有关知识和理论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和了解新闻

采访写作的规律和方法，提高新闻写作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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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概论

本课程是为广告学专业开始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是为培养和检验该

专业的学生所应具有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理论和一般知识而设置的。课

程结合文化学的一般知识，介绍中国文化的类型、特点、价值取向、

基本精神及历代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礼仪制度、婚丧嫁娶、衣食

住行、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教育科举等，并就传统文化

的各个侧面做出评析，对中西文化的差异做出比较。旨在通过对博大

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讲授，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更好地继承、创

新和发展灿烂的中国文化。

学生在了解民族文化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的基础

上，把握其精神风貌和本质特点，对其进行历史的

分析和科学的评判，从而为更新民族的思维方式、

价值体系和心理素质，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思

想文化体系，提供养料和借鉴。我们希望学生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不仅对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

特征有所认识，而且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有所思考。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企业市场营销

活动过程及其规律性，即在特定的市场营销环境中，企业以市场调研

分析为基础，为满足现实和潜在的市场需求，所实施的以产品、定价、

地点、促销为主要决策内容的市场营销管理过程及其客观规律性。在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营销学原理不仅广泛应用于企业、政府和

非营利组织，而且逐渐应用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涉及社会

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本课程与社会调查技术与方法、消费者心理与行为、

品牌管理和统计学等学科联系紧密，是广告学等专

业类课程的基础课程。要学习和了解现代市场营销

的基本概念、原理和实践。本课程的基本任务是阐

明市场营销作为一种企业功能在企业活动中的地位

和作用；说明现代市场营销范式的基本特征和内容；

重点讲述营销组合中诸策略要素的内容和组合的逻

辑。

消费者心理与

行为

消费者心理与行为是广告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本课程是一门

研究消费者心理与行为的应用性学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逐步建立与完善，随着商品的极大丰富，消费者的需要日益提高。研

究消费者心理与行为学，对进一步把握消费者的心理规律、心理需要、

购买动机，营建良好的消费环境，打造良好的消费文化，有利于提高

企业的竞争力，有利于引导消费需求，有利于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进

一步促进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本课程是先修课程所学知识和能力的综合应用，同

时本课程涉及的销售心理、广告心理、商品包装心

理等训练内容，为后续课程打下基础。本课程注重

培养学生观察与把握顾客心理的职业能力，对完成

营销策划活动等工作任务起到支撑作用，有利于有

效解决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今后从事营销策

划服务打下良好的基础。

社会调查技术

与方法

社会调查是社会科学领域里一门方法性学科，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实

践性，是人们认识社会、管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本课程内

容涵盖社会调查的原理和程序，测量、指标、抽样办法，问卷设计、

实地调查等内容。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讲授理论知识、专题讨论、案

例分析、专业实践等环节，做到理论与实践、课堂与社会相结合。

社会调查是一门操作性极强的方法课，因此学生在

学好课程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应当多参与调查实践。

包括：选题、设计调查方案、设计制作问卷、现场

实施调查及撰写调查报告等。

应用文书基础

写作

《应用文书基础写作》是在文法学院现有各个专业开设的专业平台

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常见应用文体（如请示、报告、

通知、通报、计划、总结等）的写作技能，较为熟练地进行应用写作。

学会常见应用文体的写作，奠定其他应用文体写作

的能力基础，是本课程的主要目标。学生通过课堂

学习和大量阅读范文，掌握常见应用文体的写作技

巧，同时须展开针对性的写作训练。

广告史

本课程的任务与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中外广告史发展的基本情况，基础

知识和基本理论，了解影响广告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培养学生综合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提高广告策划能力打下基础。

广告史前接传播学概论、广告学概论，后续课程为

广告文案写作和广告心理学。

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是广告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艺术概论就是艺术理论。它简

明概括的讲述艺术的基础理论，概述人类社会一切艺术现象，探索和

解释各种艺术的基本规律，研究各种艺术现象的共性问题，研究艺术

基本原理和概念范畴问题。本课程共分为六个部分：艺术的本质特征；

艺术的门类划分；艺术的发生与发展；艺术的创作主义与创作活动；

艺术作品；艺术的接受与艺术的功能。本课程对于培养学生具有全面

的艺术常识，较高的艺术修养，以及增强人文素质等方面，尤其具有

重要的作用。

本课程在广告学概论、广告史、美术基础、设计类

基础课程之后学习，与美学等学科紧密联系，是广

告学专业类课程的选修课程。要运用艺术概论的基

本原理分析和认识艺术活动的现象和对艺术作品进

行赏析，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创作能力。

广告心理学

成功的广告宣传必然是对有关心理学原理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应用，

作为广告从业人员，了解广告宣传中的心理学规律，可以帮助学生学

习和分析前人的经验，在广告设计中有效地把握一切可以控制的因

素，使广告效果更接近专业方面的期望；同时，作为一般的广告受众，

可以避免盲目被动的接受或简单的回避广告，而成为清醒的广告 欣

赏者和评判者。广告心理学建立在市场营销、消费者心理、视觉传达

等多维度角度，对广告相关现象作出必要的梳理和阐释，对进一步理

解广告专业其他理论知识和实践情况有很好的意义和价值。

本课程是在市场营销、消费者心理与行为、传播学

概论、广告学概论、广告策划与创意等广告学专业

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在消费者心理与行为的基础

上，进一步学习和应用广告传播中的心理学法则。

广告经营与管

理学

广告经营针对广告专业领域各种经营活动和管理环节二展开的一门

专业性强，实践性明显的课程。广告公司利用一定的技术和设备，为

广告主提供市场调查、广告策划、创意、设计、制作、代理或发布方

面的服务，并从中获取经济收益的行为。广告经营管理是指广告经营

的决策、计划、组织、指导、控制的过程。学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是广告专业领域一门集基础知识、专业技能、实践内容为一体的重要

课程。

在广告学学科体系中，广告经营与管理学是与广告

概论、广告策划与创意、广告美学相匹配的一门专

业基础课程，也是一门核心专业课程。只有在系统

了解广告经营过程一起程序和国家针对广告行业的

管理行为的基础上，学生才能更全面、客观地审视

整个广告学只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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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战略

品牌作为一个企业营销与传播的概念，是营销界、传播界、广告界等

社会各界使用最为频繁的词汇之一。21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率先在

美国成立品牌研究中心，使品牌研究成为多学科、多领域相互渗透的

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品牌战略是企业实现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品

牌战略是在品牌战略与战略管理的协同中彰显企业文化，把握目标受

众充分传递自身的产品与品牌文化的关联识别。本学科注重理论学习

与实践相结合，在广告专业领域具有多方跨界多维视角的应用性，对

广告专业学习具有重要价值。

品牌战略是一门建立在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和

广告学基础上的应用性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品牌

引起的复杂现象，品牌战略的使用和品牌的开发、

管理与维护。使学生深刻认识成功品牌对企业的意

义，掌握品牌战略在实际中的应用，为我国品牌塑

造与维护，打造名族品牌做好准备。

广告心理学

成功的广告宣传必然是对有关心理学原理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应用，

作为广告从业人员，了解广告宣传中的心理学规律，可以帮助学生学

习和分析前人的经验，在广告设计中有效地把握一切可以控制的因

素，使广告效果更接近专业方面的期望；同时，作为一般的广告受众，

可以避免盲目被动的接受或简单的回避广告，而成为清醒的广告 欣

赏者和评判者。广告心理学建立在市场营销、消费者心理、视觉传达

等多维度角度，对广告相关现象作出必要的梳理和阐释，对进一步理

解广告专业其他理论知识和实践情况有很好的意义和价值。

本课程是在市场营销、消费者心理与行为、传播学

概论、广告学概论、广告策划与创意等广告学专业

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在消费者心理与行为的基础

啊上，进一步学习和应用广告传播中的心理学法则。

公共关系
《公共关系》主要讲授社会组织、传播手段与相关公众之间的信息和

沟通的技巧，让学生掌握与组织、公众沟通的基本理论与技能。

建议学习者结合本课程的基本理论，侧重掌握公关

的基本技能、技巧和方法，在实践应用中提高自己

的策划和创意能力。

广告摄像与摄

影

《广告摄像与摄影》广告学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课。通过本课程的理

论教学和实际广告照片的拍摄和制作，应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摄影的一

些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基本掌握制作广告图片以及电视广告拍摄的

技巧。

本课程与《广告学概论》、《广告策划与创意》等

有密切的联系。通过本学科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新闻

摄影与摄像在整个广告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掌握

新闻摄影与摄像基本知识和技能，并在此基础上掌

握不同商品的拍摄方法和技巧。

视觉传达设计

本课程选择广告设计和企业形象设计为教学内容，包括广告设计的发

展历史、广告的功能与价值、广告设计的创意、广告的视觉语言、广

告设计的程序、企业形象设计等。通过系统的理论讲授和课题训练，

结合广告设计及企业形象的实际案例，使学生掌握视觉传达设计的基

本设计原理、设计方法和设计要领，培养学生以视觉艺术为指导的设

计观念，提高学生对广告、CIS等视觉设计的掌握及应用的能力。

学生要通过本课程提高视觉设计理念，掌握平面广

告和企业形象的基本设计程序、设计方法、设计要

领。设计作品能够有效、巧妙的表达视觉设计的意

图。培养学生以视觉传达策略指导平面设计和 CIS
设计的观念，提高学生视觉传达设计的能力与方法。

毕业实习

本课程是专业实践教学课程之一，目的在于让学生把课堂上学习的系

统化知识，具有运用到实际工作之中，并从理论高度对所从事工作提

出一些针对性的建设和设想，并通过实习，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组织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走向社会奠定基础。

建议学生通过实习，关注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社会实

际需要之间的差距，及时补充相关知识，为求职、

正式工作及继续深造学习做好充分的知识、能力准

备。

社会调查

本实践环节旨在加强学生对社会的了解，培养和训练学生认识、观察

社会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掌握社会调查方法，提高专业

技能。

建议学生结合专业特点，针对社会中的热点或敏感

问题进行调查；调查中要注重典型的事例和数据，

并运用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析。

广告全案策划

广告全案策划是专业实践环节，分散在四个学期进行。广告全案策划

是集中锻炼、检验学生广告理论与技能知识获得情况的专业实践，也

是继续使学生继续提高自身专业水平的良机。在现代化的社会当中，

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品牌产品之间的竞争，为此，

现在的企业都非常重视自身品牌产品的营销与推广，而品牌全案策划

则是能够帮助企业进行市场推广的有效手段，品牌全案策划的出发点

是企业的品牌产品，品牌全案策划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企业品牌产品

在销售市场上的占有率。

要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自己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

专业语言表达能力，并在各个全案的各个环节提高

细节能力。把产品行业、品牌知名度、竞争品牌情

况、目标人群分析，广告执行方案中的媒体选择、

广告预算、效果预计等能做到位。

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旨在让学生受到基本的学术训练，掌握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

方法，使学生具备初步的科研能力，检验学生四年所学基本知识、理

论的掌握情况，提高学生运用知识理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建议学生的论文选题要与专业本科培养目标一致，

与自己的学术积累和学习兴趣相关，并按照写作计

划和指导教师的指导建议进行有步骤和富有针对性

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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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文学 专业代码：050103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掌握扎实的汉语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具备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与能力，能在

国内外各类学校从事汉语教学，在各职能部门、外贸机构、新闻出版单位及企事业单位从事与语言文化传播交流相关工作的中国语言

文学学科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培养要求

总体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汉语言及中华历史文化方面的基础知识，接受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训练，掌握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开展

语言文字工作、汉语国际教育以及国际文化交流实践的基本能力。

具体要求：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

2、具有健康的身体和积极的心理素质；

3、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实际工作能力，有较强的口语、书面语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4、具有现代教育理念；

5、具备扎实的对外汉语专业理论、知识、技能和中外文化知识，对其他相关社会、自然科学有一定了解；

6、具有良好的外语水平，掌握一到两门外语，具有良好的听、说、读、写等综合技能，能满足双语教学和对外文化交流需要；

7、能熟练使用计算机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管理工作及其他相关涉外工作。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具有良

好的思想

素质和文

化素质

2.具有健

康的身体

和积极的

心理素质

3.掌握科

学的思维

方法和实

际工作能

力

4.有较强

的口语、书

面语表达

能力和沟

通能力

5.具有现

代教育理

念

6.具备扎

实的对外

汉语专业

理论和相

关知识

7.具备扎

实的对外

汉语专业

的相关技

能

8.具有良

好的外语

水平

9.具有熟

练的计算

机技能

10.具有从

事对外汉

语教学、管

理工作及

其他相关

涉外工作

的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 √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信息检索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 √

中国古代文学 √ √ √
现代汉语 √ √ √

古代汉语 √ √ √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 √ √ √ √
演讲与口才 √ √ √

社会调查技术与方法 √ √ √

应用文书基础写作 √ √ √

949



逻辑学原理 √ √ √

中国现代文学 √ √
外国文学 √ √ √

教育心理学 √ √ √ √

中国文化通论 √ √
文学理论 √ √

语言学概论 √ √

应用语言学 √ √
写作 √ √ √ √

英语口语 √ √ √ √

跨文化交际 √ √ √ √ √
对外汉语教学法 √ √ √ √

西方文化概论 √ √ √

普通话 √ √ √
文书档案学 √ √ √

秘书学 √ √ √

行政管理学 √ √ √
公共关系 √ √ √

秘书实务与礼仪 √ √ √

中国思想史专题 √ √
西方哲学史专题 √ √

艺术史 √ √

美学 √ √
中国文学作品选读（双

语）
√ √ √

国学经典专题 √ √

中国文学批评史 √ √
语文教学概论 √ √ √

教育技术基础 √ √ √ √

汉语研究前沿问题 √ √
汉字学 √ √

书法 √ √

汉语史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 √

中华才艺训练 √ √ √

社会调查 √ √ √
学年论文 √ √ √

毕业实习 √ √ √

毕业论文 √ √ √

四、专业特色

专业课程中西结合，以中文课程为主，培养汉语言功底较深、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良好的中西文化交流能力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五、主干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应用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文化通论、写

作。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中华才艺训练（4学分、4周）、社会调查（2学分、2周）、学年论文（2学分、2周）、毕业实习（4学分、4
周）、毕业论文（10学分、15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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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0 8 28.5 18 14 27.5 24 31

要求学时 2352+29 800 128 456 296 224 448 29 224+29
学分占比 100% 25% 5% 17.80% 11.25% 8.75% 17.19% 15% 19.38%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学生需按要求修完指定学分的课程，完成各项实践环节的内容，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方可毕业。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0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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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jor）

1 16 1 考查 B121511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World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1 16 1 考试 B121611

小计 40.0 608 32 16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

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8.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中国古代文学（1）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History 1)

3 48 3 考试 B123520

中国古代文学（2）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History 2)

3 48 3 考试 B12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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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3）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History 3)

3 48 3 考试 B123522

中国古代文学（4）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History 4)

3 48 3 考试 B123523

现代汉语（1）
(Modern Chinese 1)

3.5 56 3.5 考试 B123524

现代汉语（2）
(Modern Chinese 2)

3.5 56 3.5 考试 B123525

古代汉语（1）
(Ancient Chinese 1)

3 48 3 考试 B123507

古代汉语（2）
(Ancient Chinese 2)

3 48 3 考试 B123508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3.5 56 3.5 考试 B123526

小计 28.5 456 3.5 6.5 6 6 6.5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演讲与口才

(Speech And
Eloquence)

1 16 1 考查 B128701

社会调查技术与方法

(Social Investigation
Techniques and
Methods)

2 24 16 2 考试 B128702

应用文书基础写作

(Practical Writing)
1 16 1 考查 B128703

逻辑学原理

(Logic Theory)
2 32 2 考试 B128704

中国现代文学（1）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1)

3 48 3 考试 B128501

中国现代文学（2）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2)

3 48 3 考试 B128502

外国文学(1)
(Foreign Literature 1)

2 32 2 考试 B128506

外国文学(2)
(Foreign Literature 2)

2 32 2 考试 B128507

教育心理学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 32 2 考试 B128508

小计 18 280 16 3 3 2 2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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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中国文化通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3.5 56 3.5 考试 B124506

文学理论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3 48 3 考试 B124507

语言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3 48 3 考试 B124503

应用语言学

(Introduction to
Applied Linguistics)

2.5 40 2.5 考试 B124508

写作

(Writing)
2 32 2 考查 B124515

小计 14 224 2 3.5 3 5.5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对

外汉

语教

学

英语口语

(English Speaking)
3 48 3 考查 B125505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3 48 3 考查 B125511

对外汉语教学法

( The Method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2 32 2 考查 B125503

西方文化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ulture)

2 32 2 考查 B125504

普通话

(Mandarin)
1.5 16 16 1.5 考查 B125515

小计 11.5 176 16 1.5 2 3 2 3

方向

二：涉

外文

秘

文书档案学

(Management of
Archives)

3 48 3 考查 B125512

秘书学

(Secretary Science of
Management)

3 48 3 考查 B125507

行政管理学

(Public Administration)
2 32 2 考查 B125508

公共关系

(Public Relition)
2 32 2 考查 B125509

秘书实务与礼仪

(Secretary Practice and
Etiquetee)

1.5 16 16 1.5 考查 B125510

小计 11.5 176 16 4 3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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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中国思想史专题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2 32 2 考查 B126705

西方哲学史专题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2 32 2 考查 B126706

艺术史(History of Art) 2 32 2 考查 B126707

美学

(Aesthetics Theory)
2 32 2 考查 B126708

中国文学作品选读（双

语）(Selected Readings
of Chinese Literature)

2 32 2 考查 B126501

国学经典专题

(Chinese classic topic)
2 32 2 考查 B126502

中国文学批评史

(China course of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2 32 2 考查 B126503

语文教学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eaching)

2 32 2 考查 B126504

教育技术基础

(Educational
Technology
Foundation)

2 32 2 考查 B126506

汉语研究前沿问题

(The Study of Chinese
Hot Problem)

2 32 2 考查 B126507

汉字学

(Chinese Philology) 2 32 2 考查 B126508

书法

(Chinese Handwriting) 2 32 2 考查 B126519

汉语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2 32 2 考查 B126509

小计 26 416 2 2 4 4 6 4 4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4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B197003

社会实践(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B197004
中华才艺训练（1）
(Traditional Chinese Talents
Training 1)

1 1 1 考查 B127501

中华才艺训练（2）
(Traditional Chinese Talents
Training 2)

1 1 1 考查 B127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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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才艺训练（3）
(Traditional Chinese Talents
Training 3)

1 1 1 考查 B127503

中华才艺训练（4）
(Traditional Chinese Talents
Training 4)

1 1 1 考查 B127504

社会调查

(Social Investigations) 2 2 2 考查 B127505

学年论文

(Term Paper) 2 2 2 考查 B127506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4 4 4 考查 B127507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10 15 10 考查 B127508

小计 24 29 2 1 1 1 1 2 2 14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分为四个学期

学习。本课程主要讲授自先秦至清代的文学发展演变历史及其规律，

介绍代表性作家的生平、思想及创作活动，分析、评价其代表性作品

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使学生初步具备独立评论各朝代重要作家与

作品的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

变的基本脉络，对各时期的文学发展情况、重点作

家和作品的文学史地位等有较为准确的理解和把

握。学生需要深入阅读各时期文学的经典作品，学

会分析文学作品。学习本课程的基本要求是，学生

在中学阶段学习过一些古代经典文学作品，对中国

古代文学已经有大概的了解。本课程自第二学期开

设，第二、三、四、五学期连续开设。

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基础选修课，主要介绍中

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重点讲授现当代文学思潮、小说、诗歌、

散文和戏剧发展的基本状况，代表性作家、代表作及创作特色，进而

全面呈现并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 1917年至今的整体风貌、历史脉络

及其发展规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评价作家作

品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和人文修养，为从事对外汉语教学、

跨文化传播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

本课程以先修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为基础，学习

者在学习课程前应充分认识该课程在整个专业课学

习中的重要意义。在学习过程中，应大量阅读中国

现当代文学作品，结合具体的文学作品的解读形成

自己的观点，并撰写文学作品评论、读后感等读书

笔记。本课程在第五、六学期开设。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基础选修课，课程以史为脉，

介绍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各时期的作家作品，其中包括：欧洲文学史

中的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十七世纪古

典主义、十八世纪启蒙文学、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

文学、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亚非文学史中的古代

亚非文学、中古亚非文学和近现代亚非文学。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能全面地把握外国文学史各时代的本质精神，提高分析欣赏外国

文学作品的能力，增进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把握，为对外汉语教学和

涉外工作创造条件。

本课程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基础选修课，是学

生了解西方文化的重要途径，学生需把握外国文学

史的基本流脉，掌握经典作品的主题内涵和艺术特

色。建议学生在学习《西方文化概论》、《文学理

论》等课程的基础上学习本课程。本课程在第三、

四学期开设。

国学经典专题

《国学经典专题》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专业任选课。国学的内涵博

大精深，主要文献分类有经、史、子、集，核心思想为儒、释、道三

部分，主要支撑平台是文史哲。其中儒家主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主

张阳刚有为，积极进取，是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主体，释道为重要补

充。本课程通过对国学精粹的讲授，使莘莘学子进一步加深对祖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培养他们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提升他们的人文

素养。

学生在学习本门课程前应具备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

方面的基本知识，先修课程包括《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传统文化》等课程，本课程在第四学期开设，

修读学期为一学期。

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是在总结人类文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将

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完善。它以文学的整体活动为其研

究出发点，其基本任务一般规定为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作品构

成论和文学接受论四个方面。它以哲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的

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建立起文学的基本

原理、概念范畴和相关方法。

建议学习者在学习《文学理论》课程前应充分认识

该课程在整个专业课学习中的重要意义，认真阅读

教学大纲，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学习要求。在学

习过程中，应专心听讲、认真钻研，结合教师的讲

解把握内容的主线。介于课本内容的理论性强、逻

辑性强等特点，建议学生在学习本门课程之前应具

备文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中国和外国文学的发

展脉络，先修课程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

现代文学》等课程，修读学期为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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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

史

《中国文学批评史》是研究中国古代至近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发生、发

展与演变历史的一门现代学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呈现出鲜明的

中国文化与中国美学的特色。它以中国化的宇宙观、人生观与美学观

为理论基石，是对古代文艺创作、欣赏与评论的各种阐释。

学习者在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前应充分认

识该课程在整个专业课学习中的重要意义，认真阅

读教学大纲，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学习要求。考

虑到本门课程与古代文学史的学习联系紧密，建议

学生应具有相应的文学史知识，能够比较清晰地了

解古代文学的著名作家和作品，熟悉各朝代文学的

基本特点和发展脉络。先修课程为《中国古代文学》，

修读学期为一学期。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它以马克思主义语

言理论为指导，以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为依据，系统地讲授现代汉语

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

理解、分析、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为他们将来从事对外汉语工作、

语文教学工作和现代汉语的研究工作打好基础。本课程包括绪论、语

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共六部分。

本课程是一门知识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在讲

清知识的基础上，要学会把知识转化为技能。学习

理论知识时，多联系语言运用的实际，分析实例时

多联系学到的知识，将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结合起

来。本课程在第一、二个学期开设。

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需要两个学期完成

教学任务。本门课程主要讲授汉字发展演变、古今词义演变、词类活

用、古代汉语的句法句式等内容，系统学习二十篇左右的古代文选篇

目。

学生在中学已经学习文言文的基础上，首先需要学

会识读繁体字，其次需要大量阅读文言文作品，培

养和形成较为熟练的对于古代汉语的语感。通过系

统修习本课程的内容，学生达到借助工具书和有关

注释，能够自主阅读、理解古代文献的能力目标。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现代汉语》，自第三学期开

设，第三、四学期连续开设。

普通话

《普通话》以课堂理论讲授和课外具体实践的方式，全面规范对外汉

语专业学生的普通话发音，为更好的进行汉语的教学与传播奠定基

础。其中，理论教学部分分别从普通话的声母、韵母、声调，以及语

音流变四个部分系统的讲解普通话的发音特点、发音部位，同时厘清

错误的发音，纠正学生的普通话发音误区。实践部分采用学生课外练

习与教师定期检查的形式，有针对性地发现并纠正学生的发音问题，

帮助学生顺利通过普通话水平测试。

学习者在学习《普通话》课程前应充分认识该课程

在整个专业课学习中的重要意义，认真阅读教学大

纲，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和学习要求。本门课程采

用课堂教学和课下实践两种方式进行教学，在具体

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应该充分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普

通话听、说的练习，尽快发现自己的问题，并进行

相应的改进。先修课程为《演讲与口才》，修读学

期为一学期。

语言学概论

《语言学概论》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本课

程主要研究语言的性质、结构规律、演变规律以及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等方面的问题。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比较系统地掌握语言学的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为提高语言理论水平、进一步学习

和深入研究其他语言课程奠定必要的语言理论基础。

本课程的学习需要学生有一定的具体语言学方面的

知识为基础，这样才能便于理解有关问题。学习本

课程之前，建议先修《现代汉语》、《普通话》等

课程。尤其是有关汉语的知识，学生必须具备。主

教材《语言学纲要》是以组合关系、聚合关系这两

个概念为纲组织相关的内容，尽可能使复杂的语言

现象条理化、系统化。因此教学中要紧扣这两个概

念，使学生能以此为视角去观察语言的结构，掌握

语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本课程在第三学期开设，

修读学期为一学期。

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在内容上涵盖语言应用研究的意义、性质和范围，应

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以及与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有关的问题。本课

程重视“应用语言学中国化问题”，即不仅介绍国外应用语言学研究成

果，更侧重反映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成果，关注中国语言应用实践，

体现应用语言学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应用语言学理论最根本的

来源是语言生活实践。所以学生在了解学科面貌和

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应结合语言在各领域的应

用，关注社会语言现象，思考其背后的规律，学会

分析社会语言现象。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先修课程

为《语言学概论》，本课程在第四学期开设，修读

学期为一学期。

汉语史

《汉语史》是一门介绍汉语发展内部规律的课程，通过学习，使学生

了解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语法结构、词汇、文字的演变过程。包括

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三部分内容。

学习者应在学习《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

的基础上学习本课程，语音史是本课程的重点和难

点，学习者要借助传统音韵学知识的基础上，为课

程授课为主，以自学和练习为辅，加深对本课程的

掌握程度。本课程在第五学期开设，修读学期为一

学期。

汉语研究前沿

问题

《汉语研究前沿问题》紧扣语法分析方法，注意吸收语言学的新认识，

反映当今汉语语法研究新的发展趋势。旨在帮助学生更新语法学知

识，拓宽汉语语法研究的视野，加深对现代汉语知识的认识。

学习者应在学习《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的

基础上学习本课程，并在课下通过期刊阅读、网上

资源的学习等多种方式，关注汉语研究前沿动态。

本课程在第七学期开设，修读学期为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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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学

《汉字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门类，是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的一门课程。

它研究文学发生发展的规律、文字的类型及其特点，研究文字和语言、

社会等的关系。大致分四方面的内容：文学结构学、文字字体学、文

字字源学和文字文化学。

学习者要掌握汉字的发展衍变历程及其不同历史阶

段的汉字特点；要树立科学的语言历史观，注重古

今沟通；掌握文字发展的基本规律，注意文字构成

的系统性；注意理论学习，重视知识创新。先修课

程《古代汉语》、《语言学纲要》，本课程在第六

个学期开设，修读学期为一学期。

英语口语

《英语口语》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核心课，要求学生运用已掌握的

英语语言知识，清楚表达思想，且表达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学生必须

了解语言的社会文化含义，并能根据情况，修正自己的语言主。通过

学习，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用英语进行口头交际的能力，为对外汉语

教学奠定语言基础。

本课程侧重提高学习者的语言表达和交际能力，学

习者应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模仿、讲故事、小组

讨论、课外语言学习小组等形式，强化英语表达和

交际能力。先修课程为《大学英语》，本课程在第

五学期开设，修读学期为一学期。

科技发展与学

科专业概论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是一门通识教育必修课。旨在使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的学生能够对我校的工科特色和汉语国际教育的专业特

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课程主要从学校沿革、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大学生专业学习入门等方面进行讲述。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尽快适应学校生活，进行汉语专业的专业学习状态，并有

利于学生对四年的学业做出合理的规划。

学习者应以课程学习为主，辅以师生之间的互动性

交流，深入了解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科特色，为

四年学习做好指引。本课程在第一学期开设，修读

学期为一学期。

对外汉语教学

概论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的核心骨

干课程之一。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后续课程

是对外汉语教学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了解并掌握对外

汉语教学学科所涉及的诸多基本理论知识和教学法，以提高学生对外

汉语教学的理论修养，把所学知识应用于语言教学实践，为今后从事

对外汉语教学和语言研究打好基础。

此课程建议在第 5学期修读。修读建议一是要求学

生对前期课程《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应

用语言学》有扎实的知识基础；二是因本课程理论

性强，概念术语多且抽象，需要学生们在认真听课、

仔细研读课本的同时，查阅相关论文书籍来帮助理

解；三是多注意观察和收集教学案例，将抽象的理

论结合生动实例来认识和理解。

对外汉语教学

法

《对外汉语教学法》是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一门重要

的专业方向课。本课程主要介绍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语言

要素和综合、听力、口语、阅读及书面语表达等技能课的教学方法与

技巧。通过学习可使学生在将来的教学实践中能针对汉语的特征和教

学对象，科学地设置课型，更好地选择、分析、利用教材，设计好具

体的教学环节、教学步骤、教学技巧，从而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

教学效率，切实提高留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本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

教学能力，应加强对外汉语教学各环节的训练。

本课程是《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的后续课程，建议

在第 6学期修读。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无论是语音、

汉字、词汇、语法、语用等语言要素的教学，还是

听说读写的各种语言技能教学，都要求学生对应《对

外汉语教学概论》中的教学理论原则来认识和掌握；

本课程也非常注重实践性，希望学生在观摩校内的

交换生汉语课堂和孔子学院、北语的示范课程的基

础上积极参与教学实践，从教案的设计到课堂教学

的尝试，在实践中了解对外汉语教学的各个教学环

节。

语文教学概论

《语文教学概论》是以语文学和课程教学论为核心的、综合性的应用

理论学科，它包含语文课程教学理论与实践、语文课程教学技能等多

方面教学内容。本课程旨在指导学生学习语文课程教学的基本理论，

揭示语文课程教学的基本规律，掌握语文教学的方式方法。

学习者应在学习现代汉语、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

语言学概论等基础上学习本课程，在学习过程中，

不仅跟随老师学习课程内容，而且要学习老师授课

的方式方法，对汉语教学有初步的了解。在毕业实

习环节，学生要运用语文教学的理论知识，系统规

划语文教学的各个环节，并借助于实践教学环节，

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体验语文教学的全过程，为

今后的国际汉语教育或者国内的语文教学工作，打

下良好的基础。本课程在第七学期开设，修读学期

为一学期。

教育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是研究学校情境下学与教心理活动规律的一门学科是

应用心理学专业和师范教育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必修基础课程。要求学

生通过学习了解教育心理学的基本方法、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能利用

有关知识分析具体的教育心理问题，提高教学和教育科学研究能力，

为进一步拓展学生的专业领域，丰富其专业知识奠定知识基础。

学生在修读本门课程时：一是要熟练掌握课程中的

基本概念；二是要对重要的教育心理学家及其代表

理论要能够识记；三是对各教育心理学理论流派能

够厘清请发展脉络以及区别和联系。本课程在第五

学期开设，修读学期为一学期。

教育技术基础

《教育技术基础》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旨是使学生具

备良好的教育技术意识和态度，能运用教育技术的相关理论指导教与

学的实践，掌握教学设计的方法并进行教学过程的设计、实施和评价，

熟悉各种常用教学设施的操作、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学习者应将课程讲授与课下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侧

重于对教育技术的理解和具体应用，从而运用教育

技术优化教与学，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本课程在第

六学期开设，修读学期为一学期。

中国文化通论

《中国文化通论》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之核心课程之一，其内容涉及

中国古代官制、文字衍变、文学发展、古代天文历法变革及古代书画

艺术等诸多内容，旨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较为全面的了解

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衍变，能历史辩证地评价中国古代文化现象，并

扬弃地继承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依据接受学原理，结合实践教学的经验，教学内容

突出文化性主题，以期“本课程教学仍以课堂讲授为

主，以后重点调动学生积极性，可以提出问题，通

过讨论答疑，以更好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和参与问题

意识。本课程在第二学期开设，修读学期为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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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概论

《西方文化概论》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专业方向课，其内容涉及欧

美历史、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文化领域。通过对西方文化的学

习,使学生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并通过

中西文化的对比,形成一种文化比较意识,为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涉外

文秘工作奠定基础。

学习者应在了解西方历史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文化

每个时期的社会文化现象和经典艺术作品，对西方

文化进行观照。通过学习，需掌握西方文化的流脉

及各个时期的文化特点，并在学习《中国文化通论》

的同时，与中国文化形成对照，培养自己的文化比

较意识。本课程在第二学期开设，修读学期为一学

期。

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专业方向课，是学生拓展视野，

构成完整的知识结构和提高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必不可少的课程。本

课程阐述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内容和范

围，对影响交际的变量进行了分类，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对培养学生

的双文化素养、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为对外汉语教学和管理以及

从事各类涉外工作的新颖复合型人才具有积极的作用。

学习者应在学习《中国文化通论》、《西方文化概

论》、《外国文学》的基础上学习本课程，在中西

文化的对照中体悟中西文化的异同，并结合跨文化

交际中的具体案例做出分析和理解，切实提高跨文

化交际能力。本课程在第七学期开设，修读学期为

一学期。

写作

《写作》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它以深化写作理论素

养、提升写作能力为目标，进一步提高学生写作记叙文、说明文、议

论文等文体的能力，使学生初步掌握文学创作的基本技能。

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以写作实践为主，是《写

作》课程的基本特点。学生在掌握写作基本原理的

同时，必须进行大量的写作实践训练，只有这样才

能能真正提高写作水平。本课程在第一学期开设，

修读学期为一学期。

中国文学作品

选读（双语）

《中国文学作品选读》（双语）是专业限选课，面向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的学生。开设本课程的目的在于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同时，提高大学生中英文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拓展专

业技能，为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推广中华文化打下坚实专业基础。

以英语阅读赏析中国经典作品，提高大学生英语水平和国际视野，这

是本课程的显著特色。

《中国文学作品选读》（双语）以先修课程《大学

英语》、《中国古代文学》为基础，学习者在学习

《中国文学作品选读（双语）》课程前应充分认识

该课程在整个专业课学习中的重要意义，应具备一

定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有一定的文学史常识。同

时，也应具有一定古汉语的基本知识，在学习中大

量阅读文学作品，不断提高英语口语和书面表达能

力。建议第三学期开课。

书法

《书法》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选修课。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中

国书法流变、基本理论、基本常识，培育学生的爱国情怀，提升文化

素养、审美能力和鉴赏水平。

学习者在理解理论知识的同时，应侧重于在实践中

提高自身对书法技巧的把握，提升对书法艺术的审

美能力和鉴赏水平。本课程在第一学期开设，修读

学期为一学期。

文书档案学

《文书档案学》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涉外文秘方向的专业方向课,是
一门具有基础性、实践性、实用性、规范性的课程。主要内容包括：

文书的概述、文书的处理、文书立卷与归档、档案与档案工作、档案

的收集、档案的整理、档案的鉴定工作、档案的保管和利用等。

学习者在理解理论知识的同时，侧重于理论知识在

实践中的把握和运用，并结合毕业实习环节具体把

握相关理论知识。先修课程为《写作》、《应用文

书基础写作》等。本课程在第五学期开设，修读学

期为一学期。

秘书学

《秘书学》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下设的涉外文秘方向的专业方向课,
侧重介绍秘书工作的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知识，使学生能够对秘书工作

的性质、职能、地位、作用等有系统了解，为今后从事涉外秘书工作

奠定理论和实务的基础。

学习者在理解理论知识的同时，侧重于理论知识在

实践中的把握和运用，并结合毕业实习环节具体把

握相关理论知识。先修课程为《写作》、《应用文

书基础写作》、《文书档案学》、《行政管理学》、

《公共关系》等。本课程在第六学期开设，修读学

期为一学期。

行政管理学

《行政管理学》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下设的涉外文秘方向的专业方向

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行政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和

方法，掌握现代国家治理、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提供的主要机制和内

在的理论逻辑，掌握现代公共行政改革和发展的原则、内容、模式和

趋势，形成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

学习者应结合本课程的基本理论，了解行政管理学

的主要理论规范和一般研究方法，并结合实践，提

高自己分析和解决实践行政问题的能力。本课程在

第四学期开设，修读学期为一学期。

公共关系

《公共关系》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下设的涉外文秘方向的专业方向

课。主要讲授社会组织、传播手段与相关公众之间的信息和沟通的技

巧，让学生掌握与组织、公众沟通的基本理论与技能。

学习者应结合本课程的基本理论，侧重掌握公关的

基本技能、技巧和方法，在实践应用中提高自己的

策划和创意能力。本课程在第四学期开设，修读学

期为一学期。

秘书实务与礼

仪

《秘书实务与礼仪》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下设的涉外文秘方向的专业

方向课，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比较强的课程。本课程通过介绍秘书

实务的各项工作内容、基本要求、操作规范、实施程序以及注意事项，

强化学生从事秘书工作的礼仪训练，使学生了解秘书实务和礼仪的方

法和技巧，具备从事现代通用秘书工作，特别是涉外文秘工作的素质

和能力。

学习者应结合本课程的基本理论，侧重掌握秘书工

作的操作规范和实施程序，并结合实践训练，掌握

秘书工作的技巧和方法。先修课程为《写作》、《应

用文书基础写作》、《文书档案学》、《行政管理

学》、《公共关系》等。本课程在第七学期开设，

修读学期为一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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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才艺训练

《中华才艺训练》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集中实践环节之一。目的在

于通过中华才艺实训课程的学习实践，让学生体认优秀民族文化，提

升自身传统文化素养，初步掌握剪纸、太极拳、茶文化等传统才艺，

为汉语文化推广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

学习者应在指导教师的理论指导下，强化动手能力，

在具体实践中提高对中华传统才艺的掌握程度。本

课程为实践环节内容，分别在第二、三、四、五学

期开设。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集中实践环节之一。目的在于让

学生把课堂上学习的系统化知识，具有运用到实际工作之中，并从理

论高度对所从事工作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建设和设想，并通过实习，培

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组织能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走

向社会奠定基础。

学生应通过实习，关注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

需要之间的差距，及时补充相关知识，为求职、正

式工作及继续深造学习做好充分的知识、能力准备。

先修课程为本培养方案设定课程。本课程为实践环

节内容，分别在第八学期开设。

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集中实践环节之一。本实践环节

旨在加强学生对社会的了解，培养和训练学生认识、观察社会以及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掌握社会调查方法，提高专业技能。

学生应结合专业特点，针对社会中的热点或敏感问

题进行调查；调查中要注重典型的事例和数据，并

运用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析。先修课程为《社会调查

技术与方法》。本课程在第六学期开设，修读学期

为一学期。

学年论文

《学年论文》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集中实践环节之一。学年论文的

目的，在于使学生结合学科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在研究专业理论

和实际问题，论文资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掌握论文写作的程序与

基本规范等方面，获得从事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为进一步进行专业

学习、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创造条件。通过学习撰写学年论文，为毕

业论文撰写打下扎实基础。

学生的论文选题要与专业本科培养目标一致，与自

己的学术积累和学习兴趣相关，并按照写作计划和

指导教师的指导建议进行有步骤和富有针对性的写

作。先修课程为本培养方案设定的第七学期前所有

课程。本课程为实践环节内容，分别在第七学期开

设。

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集中实践环节之一。旨在让学生

受到基本的学术训练，掌握人文学科基础研究的方法，使学生具备初

步的科研能力，检验学生四年所学基本知识、理论的掌握情况，提高

学生运用知识理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的论文选题要与专业本科培养目标一致，与自

己的学术积累和学习兴趣相关，并按照写作计划和

指导教师的指导建议进行有步骤和富有针对性的写

作。先修课程为本培养方案设定课程。本课程为实

践环节内容，分别在第八学期开设。

演讲与口才

《演讲与口才》是面向文法学院学生开设的一门院级平台课程，其主

要任务是传授语言交际的基本知识和进行提高口才的基本训练，并进

行必要的口才案例鉴赏；课程目的是帮助学生纠正语言表达出现的问

题，克服在公众场合语言表达时的心理障碍，掌握语言表达的相关技

巧，并使学生初步养成良好的语言表达习惯，提高学生的技能素质，

以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综合要求。

学习者应在具备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心理素质，

并对普通话有较好掌握的基础上学习本课程。本课

程带有很强的实践性，需要学习者结合相关理论加

强演讲训练，在实践中纠正自己的表达缺陷，切实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本课程在第一学期开设，修读

学期为一学期。

社会调查技术

与方法

《社会调查技术与方法》主要讲授社会调查的程序和抽样办法、问卷

设计的技巧和调查报告的撰写方法。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

解社会调查研究的一般原则,基本程序和主要途径；掌握社会调查研

究的方式方法；了解社会统计分析的基础知识；提高对社会现象的认

识水平和分析能力。

社会调查是一门操作性极强的方法课，因此学生在

学好课程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应当多参与调查实践。

包括：选题、设计调查方案、设计制作问卷、现场

实施调查及撰写调查报告等。修读该课程学生需具

备社会学的基本知识。本课程在第一学期开设，修

读学期为一学期。

应用文书基础

写作

《应用文书基础写作》是在文法学院现有各个专业开设的专业平台

课；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它还是一门与《写作》赓续的专业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常见应用文体（如请示、报告、通

知、通报、计划、总结等）的写作技能，较为熟练地进行应用写作。

学会常见应用文体的写作，奠定其他应用文体写作

的能力基础，是本课程的主要目标。学生通过课堂

学习和大量阅读范文，掌握常见应用文体的写作技

巧，同时须展开针对性的写作训练。

十一、有关说明

学生通过汉语教师资格证可冲抵 2个学分，冲抵范围仅限于专业任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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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制剂（学术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医学 专业代码：100702

一、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药学、生物药剂学、工业药剂学和药物制剂工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注重创新精神和素养培养，能够在各类药物研究与

开发单位、医药院校、医药生产和商业企业、医院、药事管理和药检所等单位从事药物制剂的设计、研究、制备、生产、质量监控和

管理的专业技术人才。

二、培养要求
1．掌握化学、药学、中药学等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2．掌握药剂学、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制剂分析学等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从事药物生产管理、质量控制与保障、药物开发、

剂型设计与评价、药品营销与流通管理等能力；

3．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阅的基本方法，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4．熟悉药事管理的法规、政策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了解现代药物制剂的发展动态；

5. 掌握文献检索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能独自完成药物制剂设计及质量检查。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与

沟通能力

2.创新创业

精神与终

身学习能

力

3.化学及物

理基础知

识

4.药物质量

控制与保

障

5.药事管理

的法规及

管理规范

6.制剂分析

学

7.剂型设计

与评价

8.药物生产

管理知识

9.药品营销

与流通管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1 √
形势与政策 2 √
形势与政策 3 √
形势与政策 4 √
大学英语 I √
大学英语 Ⅱ √
大学英语 Ⅲ √
体育Ⅰ √
体育Ⅱ √
体育Ⅲ √
体育Ⅳ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高等数学Ⅱ（上） √
高等数学Ⅱ（下） √
大学物理 II √
大学物理实验 II √
无机化学Ⅰ（1） √
无机化学Ⅰ（2） √
无机化学实验Ⅰ √
分析化学 √
分析化学实验 √
有机化学Ⅰ（1） √
有机化学Ⅰ（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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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实验Ⅰ √
物理化学Ⅰ（1） √
物理化学Ⅰ（2） √
物理化学实验Ⅰ √
工程制图 √
无机化学实验Ⅱ √
有机化学实验Ⅱ √
物理化学实验Ⅱ √
线性代数 II √
仪器分析 II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
化工基础 √
药剂学 √
药物化学 √
药物制剂工程学 √
药物分析学 √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

药物制剂专业英语 √
药物制剂专业实验 √
GMP与药事管理法规 √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Ⅱ √
应用光谱解析 √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用 √
微生物学 √
市场营销 √
简明生物化学 √
物理药剂学 √ √ √
药理学Ⅰ √ √ √
中药制剂分析 √ √ √
中药与方剂学 √ √ √
毒理学 √
制药专利文献检索与分析 √ √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 √
药物制剂的工艺研究与开发 √
学科前沿讲座 √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 II √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 √
天然药物化学 Ⅱ √
知识产权实务 √
高级无机化学 √
高级分析化学 √
高级有机化学 √
高级物理化学 √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 √
聚合物进展 √
药品学术推广与营销 √
工业药剂学 √ √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工程训练 √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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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综合实验 √ √ √
药剂认识实习 I √ √ √
药剂毕业设计（论文）（1） √ √ √
药剂毕业设计（论文）（2） √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自 2006年招生以来，以化学药物制剂为专业方向，以药品质量控制与生产管理为特色，受到学生和用人单位的热烈欢迎。

五、主干学科
药学、化学、生物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药物分析学、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制剂工程学、药用高分子材料学、GMP
与药事管理法规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无机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药物制剂专业实验、药物制剂综合实验、药剂

认识实习、药剂毕业设计（论文）。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9 12 9 26 24 48
要求学时 2280+34周 672 128 656 192 144 416 34周 768+39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00% 24.38% 7.50% 5.63% 16.25% 15.00% 30.0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化学、药学、中药学等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药剂学、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制剂分析学等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从事药物生产管理、质量控制与保障、药物开发、剂型设计与评价、药品营销与流通管理等能力，且具备人文

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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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410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Multimedia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6

小计 42.0 632.0 0.0 48.0 160.0 13.0 10.5 11.0 4.5 2.0 0.5 0.5 0.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高等数学Ⅱ（上）Higher Mathematics
Ⅰ(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Higher Mathematics
Ⅰ(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大学物理 II(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 II(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Ⅱ) 1 32 1 考查 B117202

无机化学 I（1）(Inorganic Chemistry I (1) ) 3 48 3 考试 B043021
无机化学 I（2）(Inorganic Chemistry I (2) ) 3 48 3 考试 B043022
无机化学实验 I(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I) 0.7 24 0.7 考查 B04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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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Analytical Chemistry) 3 48 3 考试 B043004
分析化学实验(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8 24 0.8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 I（1）(Organic Chemistry I (1) ) 3 48 3 考试 B043006
有机化学 I（2）(Organic Chemistry I (2) ) 3 48 3 考试 B043007
有机化学实验 I(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I)

1 32 1 考查 B043008

物理化学 I（1）(Physical Chemistry I (1)） 3 48 3 考试 B043009
物理化学 I（2）(Physical Chemistry I (2)） 3 48 3 考试 B043012
物理化学实验 I(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I)

1 32 1 考查 B043011

小计 39 552 144 0 0 8.7 10.8 8 11.5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工程制图(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无机化学实验Ⅱ(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II) 1 32 1 考查 B048001

有机化学实验Ⅱ(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Ⅱ) 1 32 1 考查 B048002

物理化学实验Ⅱ(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II) 1 32 1 考查 B048003

线性代数 II（ Linear Algebra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仪器分析 II(Instrumental Analysis II) 2 24 16 2 考试 B048009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4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Chemical Meters and
Automation） 2.5 32 8 2.5 考试 B028102

化工基础（Elementary Chemical Industry） 2.5 32 16 2.5 考试 B048006
小计 18 208 136 16 0 0 1 5.5 9 2.5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药剂学（Pharmaceutics） 3 48 3 考试 B044501
药物化学（Medicinal chemistry） 3.5 56 3.5 考试 B044301
药物制剂工程学（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engineering）

2.5 40 2.5 考试 B044503

小计 9 144 0 0 0 0 0 0 0 6.5 2.5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药

物制

剂生

产及

质量

控

制）

药物分析学（Drug analysis） 3 48 3 考试 B045501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Polymer Science in
Pharmaceutics）

2.5 40 2.5 考试 B045502

药物制剂专业英语（Professional English of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2 32 2 考试 B045503

药物制剂专业实验（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professional experiments）

2 64 2 考查 B045504

GMP与药事管理法规（GMP pharmaceutical
affairs manage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2.5 40 2.5 考试 B045303

小计 12 160 64 0 0 0 0 0 0 2.5 9.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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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讲

课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化工制图与 AutoCADⅡ 2.5 24 16 16 2.5 考查 B046206
应用光谱解析(Spectrum Elucidation) 2 32 2 考试 B046307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用(Computer
Application in Chemistry)

2 24 16 2 考试 B046101

微生物学（Microbiology） 2.5 32 16 2.5 考试 B046306
市场营销(Marketing) 2 32 2 考查 B086231
简明生物化学(Concise bio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46402
物理药剂学（Physical Pharmacy） 2 32 2 考试 B046513
药理学Ⅰ（PharmacologyⅠ） 2.5 40 2.5 考试 B046512
中药制剂分析（Pharmacy analysis of TCM） 2.5 40 2.5 考试 B046305
中药与方剂学（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ology）

2 32 2 考试 B046311

毒理学（Toxicology） 2 32 2 考试 B046312
制药专利文献检索与分析（Pharmaceutical
patent document retrieval and analysis）

1 16 1 考查 B046308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Computer aided drug
design）

2 32 2 考试 B046505

药物制剂的工艺研究与开发（Drug
prepar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 32 2 考查 B046506

学科前沿讲座 2 32 2 考查 B046001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 II（Pharmaceutical
botany and pharmacognosy II）

2.5 32 16 2.5 考试 B046514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

（Biopharmaceutics and pharmacokinetics）
2 32 2 考试 B046509

天然药物化学 Ⅱ（Natural medicine
chemistryⅡ）

2 32 2 考试 B046315

知识产权实务(Intellectual property practice) 2 16 32 2 考查 B046102
高级无机化学

(Advanced Inorganic Chemistry)
3 48 3 考查 B046002

高级分析化学(Advanced Analytical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7

高级有机化学(Advanced Organic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3

高级物理化学(Advanced Physical
Chemistry)

2 32 2 考查 B046004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Principles of chemical
unit operation )

2 32 2 考查 B046005

聚合物进展 2 32 2 考查 B046006
药品学术推广与营销（Drug academic
promotion and marketing）

2 32 2 考查 B046511

工业药剂学（Industrial Pharmaceutics） 2 32 2 考试 B046515
小计 56.5 848 32 32 48 0 0 0 0 21.5 15.5 13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4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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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周 2 考查 B017102
药剂综合实验（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3 3周 3 考查 B047501
药剂认识实习 I（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cognition practice I）

2 2周 2 考查 B047502

药剂毕业设计（论文）(1)（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graduation design (paper)

5 9周 5 考查 B047504

药剂毕业设计（论文）(2)（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graduation design (paper)

10 18周 10 考查 B047505

小计 24 2 2 2 2 2 5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药物化学

《药物化学》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化学药物的化学结构、理化性质、制备原理、

体内代谢、构效关系、药物作用的化学机理以及寻找新药的途径和方法的一门学

科。课程是制药工程、药物制剂专业必修的核心专业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

够为合理了解化学药物、开发新药提供理论依据，为从事新药研究奠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和生物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生

物化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
期。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

药用高分子是药物制剂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程。药用高分子材料学是

将药物制剂学与高分子化学、物理、材料学的有关内容相结合，为适应药剂学发

展需要而设置的一门课程。本课程的任务只着重于一般高分子材料的理论知识和

药用辅料的介绍，要求学生掌握高分子材料的基本理论和药物制剂中常用高分子

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性能及用途，能够将高分子材料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在普通

药物制剂、特别是在长效，控释及靶向制剂中应用，从而为药物新剂型的研究与

开发奠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剂学、高分子

化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药剂学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物理药剂学

应用物理化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手段研究药剂学中有关药物剂型设计的一门理

论学科。在 20世纪 50年代该科学已基本形成相对独立的科学体系，主要通过对

物质的化学、物理变化规律与机理的认识，指导药物制剂、剂型的实践。如：应

用胶体化学及流变学的基本原理，指导混悬剂、乳剂、软膏剂等药物制剂的处方、

工艺的设计和优化；应用粉体学原理指导药物固体制剂的处方、工艺设计和优化；

应用化学动力学原理评价、提高药物制剂稳定性；应用表面化学和络合原理阐述

药物的增溶、助溶机理等。物理药剂学设计的研究范围很广泛，并随着新科学的、

新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物理药剂学是药物新剂型发展的理论基础，重大基础

理论的建立和突破必将致使药剂学学科的“飞跃”。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物理化学、药剂

学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物理化学、

药剂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药剂学

药剂学是研究药物配制理论、生产技术以及质量控制合理利用等内容的综合性应

用技术学科。其基本任务是研究将药物制成适宜的剂型，保证以质量优良的制剂

满足医疗卫生工作的需要。由于方剂调配和制剂制备的原理和技术操作大致相

同，将两部分合在一起论述的学科，称药剂学。现代药剂学有很大发展，还包括

生物药剂学、物理药剂学、化学药剂学，工业药剂学等。

本课程是以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课程

为必需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
期。

药物制剂工程学

药物制剂工程学是药物制剂专业的主要课程之一，是一门必修课。该课程是一门

以药剂学、工程学及相关科学理论和技术来综合研究制剂生产实践的应用科学。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工程实际衔接起来，使学生掌

握主要制剂的生产工艺流程及主要洁净区域划分，熟悉车间 GMP 布置的原则以

及主要设备工作的工作原理，并能设计较为简单的 GMP制药车间设计及相关的

设备选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工原理》、

《化工机械设备》、《药剂学》等知识，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药物分析学

药物分析是药学研究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药学类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一门重

要的专业课程。通过药物分析的学习和实践，有助于专业人员树立和巩固的药品

质量第一的观念，有助于保障质量合格的药品的生产、供应和使用，确保用药安

全、有效。高水平的药物分析研究和实践，有利于促进药品质量的提高，进而提

高整个药学研究和实践的水平。药物分析与检验是研究、检测药物的性状、鉴定

药物的化学组成、检查药物的杂质限量和测定药物组分含量的原理和方法的一门

应用学科。它主要运用化学、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的方法和技术研究化学结构已

经明确的合成药物或天然药物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方法，也研究中药制剂和生化

药物及其制剂有代表性的质量控制方法。

修读本课程需要具备《有机化学》、《分

析化学》与《药物化学》以及《仪器分

析》等有关课程的基础基础知识，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药物制剂专业英语

药物制剂专业英语主要讲授药物制剂专业词汇与短语、原文文献和阅读材料。阅

读材料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为学生开拓视野和训练阅读技能提供合适的材料。

通过学习本课程使学生掌握基本的专业词汇与短语，能够相对独立地阅读英文原

文文献及熟悉专业文献翻译的一些方法。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英语、药剂学等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大学英语、药理

学、药剂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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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制剂专业实验

药物制剂专业实验是药物制剂专业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实验的学习可

以使学生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掌握药物合成、药物制剂、药物分析等实验的基

本操作技能，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修读本课程需要具备《药剂学》、《药

物化学》以及《药物分析》等有关课程

的基础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微生物学

本课程是为制药工程、药物制剂专业本科生开设的选修课程。任务主要是使学生

们掌握微生物的形态结构、营养、生理、代谢、生长方式和生长规律、遗传和变

异、传染和免疫、分类和鉴定以及微生物生态学等基础知识，了解微生物学的发

展简史和微生物的重要应用，了解和掌握微生物菌种分离和培养、观察、菌种保

藏以及有害微生物控制等基本微生物学实验技术原理和方法。通过这门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了解微生物在现代医药领域的重要作用，为将来适应所在学科的发展

作必要准备。

《微生物学》是一门研究微生物形态结

构、类群、营养、生理代谢、生长、遗

传和变异、分类的学科。本课程应在学

生学过基础化学课程的基础上讲授。内

容上与《生物化学》重复的部分让学生

在课下复习巩固。本课程重点学习微生

物所特有的生物学性质。

GMP与药事管理

法规

药事管理与法规概述、药事组织、药品管理的法律法规、国家药物政策与药品

监督管理、药品注册管理、药品生产管理、中药管理、药品信息管理、特殊药品

的管理、医药知识产权保护。《GMP与药事管理法规》力求体现我国药事管理

工作的最新发展水平，准确概述近年来我国颁布实施的有关药品研究、生产、营

销、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反映我国药事管理与法规建

设的新动态、新进展，具有新颖性、生动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本课程包含执业药师与药品安全、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药

品监督管理体制与法律体系、药品研制

与生产管理、药品经营与使用管理、中

药管理、特殊管理的药品管理、药品标

准与药品质量监督检验、药品广告管理

与消费者权益保护、药品安全法律责任

等内容，建议第六学期开设。

药理学Ⅰ

药理学的学科任务是要为阐明药物作用及作用机制、改善药物质量、提高药物疗

效、防治不良反应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开发新药、发现药物新用途并为探索细胞

生理生化及病理过程提供实验资料。药理学的方法是实验性的，即在严格控制的

条件下观察药物对机体或其组成部分的作用规律并分析其客观作用原理。

。学习药理学的主要目的是要理解药物

有什么作用、作用机制及如何充分发挥

其临床疗效，要理论联系实际了解药物

在发挥疗效过程中的因果关系。

中药制剂分析

本课程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应用现代分析理论和方法，研究中药制剂质量及

控制方法的一门学科。本课程力求遵循药物制剂专业的培养目标，努力适应 21
世纪药学教育的需要，并注重突出实用性、先进性及中药分析的特色。

本课程以章节为序，分重点难点提示、

知识点精析综合测试题及题解四部分。

精简提炼教材内容，采用田、表等便于

理解，记忆的形式巧解<中药制刑分析）

知识点，再予以于综合能力。

中药与方剂学

全课程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中药方剂的基础知识，介绍了中药与方剂的起

源和发展、中药的产地、采集与炮制、中药的性能、中药的配伍与用药禁忌、方

剂与治法、方剂的组成与变化、中药与方剂的用法等内容；中篇为常用中药，介

绍了 371种常用中药，其中需重点掌握中药 137种，熟悉中药 118种，了解中药

116种；下篇为常用方剂，介绍了 164首代表方剂，其中需重点掌握方剂 40首，

熟悉方剂 60首，了解方剂 64首。

在编写体例上，重点掌握中药除介绍其

来源、性味归经、功效、应用、用量用

法、使用注意外，还简述了其性能特点；

对应了解的中药和方剂，则列表进行介

绍。

毒理学

药物毒理学是根据药物的理化特性, 运用毒理学的原理和方法, 对药物进行全

面系统的安全性评价并阐明其毒性作用机制, 以便降低药物对人类健康危害程

度的一门科学；其主要目的在于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降低药物不良反应及减少因

药物毒性导致的新药开发失败。在现代医学中许多药物的研究与研发都是基于药

物毒理学展开的。

本课程是以药理学、生物化学、药物化

学、药剂学等课程为必需基础课，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制药专利文献检索

与分析

本课程分析了我国制药企业专利信息检索和分析的重要性,提出了制药企业的专

利信息检索和分析的策略,为制药企业进行有效的专利管理并提升企业的专利竞

争力提供参考。

本课程是以药理学、药物化学、药剂学

等课程为必需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6学期。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

计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computer aided drug design）是以计算机化学为基础，通

过计算机的模拟、计算和预算药物与受体生物大分子之间的关系，设计和优化先

导化合物的方法。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实际上就是通过模拟和计算受体与配体的

这种相互作用，进行先导化合物的优化与设计。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大致包括活

性位点分析法、数据库搜寻、全新药物设计。

本课程是以药理学、药物化学等课程为

必需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药物制剂的工艺研

究与开发

本课程内容包括国内外药物研究概况，国内新药研究差距；药物研究立项、情报

收集和药物研究方法；药物发现、发明规律和途径；论述了传统药物研究设计、

复方药物研究设计和现代药物研究设计等内容。

本课程是以药物化学、药剂学等课程为

必需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

学 II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 I是药物制剂、制药工程专业的重要专业课。药用植物学是

一门研究具有医疗保健作用的植物形态、组织、生理功能、分类鉴定、细胞组织

培养、资源开发和合理利用的科学。生药学是研究生药的名称、来源、鉴定、活

性成分、生产、采制、品质评价及开发利用的科学。学习本课程是为了使学生熟

悉和掌握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础技能，把祖国药学的

宝贵遗产和现代药学较好的结合起来，以期能更好的利用我国丰富的天然药物资

源，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

本课程是以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

化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等课程为必需

基础课开设的，同时又与天然药物化

学、药剂学、药物分析等专业课程相关。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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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光谱解析

本课程面向制药工程、药物制剂等专业讲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全面系统地学

习紫外光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谱及质谱的产生原理，各种谱图与化合物结构

间的关系，谱图的解析和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有机化合物结构

分析的一般程序：学会由相对分子量和元素分析数据推测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分

析；能熟练地运用波谱学知识，掌握有机物进行表征和解析的手段；利用紫外吸

收光谱对简单化合物进行鉴定，了解溶剂性质对吸收光谱的影响；利用红外光谱

对复杂化合物进行解析；利用核磁共振波谱对未知物进行鉴定并对未知物进行定

量分析；利用质谱技术对物质的分子式、结构式进行确定。还应联系实际工作需

要，得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为学习专业课程打下良好

基础。

本课程内容以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及仪

器分析等课程的知识点为基础进行展

开，内容紧密联系，并为后期的天然药

物化学、药物化学等专业课程奠定理论

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

动力学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主要是定量研究药物在生物体内的过程（吸收、分布、

代谢和排泄），并运用数学原理和方法阐述药物在机体内的动态规律的一门学科。

确定药物的给药剂量和间隔时间的依据，是该药在它的作用部位能否达到安全有

效的浓度。药物在作用部位的浓度受药物体内过程的影响而动态变化。在创新药

物研制过程中，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与药效学研究、毒理学研究处于同等重要的

地位，已成为药物临床前研究和临床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课程是以药物化学、药剂学等课程为

必需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天然药物化学 Ⅱ

本课程面向药物制剂、制药工程专业讲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明确天

然药物化学在药物开发中的源头地位，建立天然药物的系统概念。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掌握各类天然产物中具有生物活性物质的化学结构、理化性质、提取分离、

结构鉴定、生理活性、天然药物开发等方面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技能，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能熟练运用本课程的相关理论对天然来源的药材进行提取、分离和对

天然产物进行鉴定。本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天然化合物相关理论、性质以及

天然活性成分的提取、分离、纯化、结构鉴定和结构修饰的技能，具有从事天然

药物的生产、开发、研究和管理的能力，为从天然资源中寻找新药或新药先导化

合物打下坚实基础。

本课程内容以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生

物化学等课程的知识点为基础进行展

开，内容紧密联系，并对后期的生药学、

药物化学等课程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具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药品学术推广与营

销

本课程全面介绍了在医药产品销售过程中所需的医药产品和医疗器械相关知识，

以及必备的专业营销技巧。国内外临床、医药界多名专业人士共同参与了本课程

的编写，同时引用了大量国内外精彩案例，注重贴近医疗机构和医药企业的实际，

与国内医药市场营销实际紧密结合，保证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紧密联系。

本课程是以药剂学、生物药剂学与药物

动力学等课程为必需基础课，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学期。

工业药剂学

工业药剂学是研究药物剂型及制剂的理论、生产制备技术和质量控制的综合性应

用技术学科，是药物制剂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获得药物

剂型及制剂的基本理论、制备技术、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为

从事药物制剂的生产、研究、开发新制剂和新剂型等工作奠定基础。

本课程是以药物化学、药剂学等课程为

必需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药剂综合实验

药物制剂专业综合实验是以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为基础，所进行的关

于药物制剂和药物分析二方面知识的综合实验。通过综合实验，掌握药物剂型的

选择原则和各种制剂的制备方法、原料药及制剂的质量检测内容和常规的检测手

段。

本课程是以有机化学、药物化学、药剂

学以及药物分析等课程知识为必须基

础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药剂认识实习 I

认识实习是药物制剂专业的实践教学课程，在学习理论课程的基础上，通过将学

生带到生产基地，使学生对化学原料药、生物技术药物、中药和药用包装材料的

生产设备、生产车间、生产工艺有较为全面而直观的了解，一方面加深和巩固学

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也培养锻炼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今后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工程学等

知识基础，为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物

分析、药理学、药事法规、制药工程学

等课程提供感性认识，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3学期。

药剂毕业设计（论

文）(1)

毕业设计是教学过程的最后阶段采用的一种总结性的实践教学环节。通过毕业设

计，学生可以综合应用所学的各种理论知识和技能，进行全面、系统、严格的技

术及基本能力的练习。

课题应尽可能地贴近生产实际、生活实

际。而注重课题的教学性能使知识承上

启下，一方面强化原有知识，另一方面

保证了知识的前后连贯性，有助于学生

进一步消化原有知识，提高自己。

药剂毕业设计（论

文）(2)

毕业设计是教学过程的最后阶段采用的一种总结性的实践教学环节。通过毕业设

计，学生可以综合应用所学的各种理论知识和技能，进行全面、系统、严格的技

术及基本能力的练习。

课题应尽可能地贴近生产实际、生活实

际。而注重课题的教学性能使知识承上

启下，一方面强化原有知识，另一方面

保证了知识的前后连贯性，有助于学生

进一步消化原有知识，提高自己。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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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制剂（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医学 专业代码：100702

一、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药学、生物药剂学、工业药剂学和药物制剂工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注重实践技能培养，能够在各类药物研究与开发单位、

医药院校、医药生产和商业企业、医院、药事管理和药检所等单位从事药物制剂的设计、研究、制备、生产、质量监控和管理的应用型

专业技术人才。

二、培养要求

1．掌握化学、药学、中药学等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2．掌握药剂学、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制剂分析学等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从事药物生产管理、质量控制与保障、药物开发、

剂型设计与评价、药品营销与流通管理等能力；

3．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阅的基本方法，具备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4．熟悉药事管理的法规、政策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了解现代药物制剂的发展动态；

5．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质、

表达与沟通

能力

2.创新创业

精神与终身

学习能力

3.化学及物

理基础知识

4.药物质量

控制与保障

5.药事管理

的法规及管

理规范

6.制剂分析

学

7.剂型设计

与评价

8.药物生产

管理知识

9.药品营销

与流通管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

形势与政策 1 √

形势与政策 2 √

形势与政策 3 √
形势与政策 4 √

大学英语 I √

大学英语 Ⅱ √
大学英语 Ⅲ √

体育Ⅰ √

体育Ⅱ √
体育Ⅲ √

体育Ⅳ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

概论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高等数学Ⅱ（上） √

高等数学Ⅱ（下） √

大学物理 II √
大学物理实验 II √

无机及分析化学 √

无机化学实验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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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实验 √

有机化学Ⅱ √
有机化学实验Ⅲ √

物理化学Ⅱ √

物理化学实验Ⅲ √
化工原理Ⅲ √

工程制图 √

仪器分析 II √
线性代数 II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
药剂学 √

药物化学 √

药物制剂工程学 √
企业精英大讲堂(1) √
企业精英大讲堂(2) √
企业精英大讲堂(3) √
企业精英大讲堂(4) √
药物分析学 √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 √
药物制剂专业英语 √

药物制剂专业实验 √

GMP与药事管理法规 √
化工制图与 AutoCAD
Ⅱ

√

应用光谱解析 √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

用
√

微生物学 √

市场营销 √

简明生物化学 √
物理药剂学 √ √ √

药理学Ⅰ √ √ √

中药制剂分析 √ √ √
中药与方剂学 √ √ √

毒理学 √

制药专利文献检索与

分析
√ √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 √

药物制剂的工艺研究

与开发
√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

II
√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

力学
√

天然药物化学 Ⅱ √

知识产权实务 √
化工单元操作原理 √

聚合物进展 √

药品学术推广与营销 √
工业药剂学 √

军事理论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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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劳动

安全教育

社会实践

工程训练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
药剂综合实验 √ √ √

药剂认识实习 II √ √ √

药剂顶岗实习及毕业

设计（论文）（1）
√ √ √

药剂顶岗实习及毕业

设计（论文）（2）
√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自 2006年招生以来，以化学药物制剂为专业方向，以药品质量控制与生产管理为特色，受到学生和用人单位的热烈欢迎。

五、主干学科

药学、化学、生物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药物分析学、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制剂工程学、药用高分子材料学、GMP
与药事管理法规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无机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药物制剂专业实验、药物制剂综合实验、药剂毕

业设计（论文）。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

节

要求学分 160 42 8 34.5 10 9 27.5 29 51.25

要求学时 2128+43周 672 128 584 160 144 440 43周 712+48周

学分占比 100% 26.25% 5% 21.56% 6.25% 5.63% 17.19% 18.13% 32.03%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化学、药学、中药学等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药剂学、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制剂分析学等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具备从事药物生产管理、质量控制与保障、药物开发、剂型设计与评价、药品营销与流通管理等能力，且具备人文精神、

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42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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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4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4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4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0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0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0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0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41001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 16 1 考试 B121610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

(Multimedia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6

小计 42.0 632.0 0.0 48.0 160.0 13.0 10.5 11.0 4.5 2.0 0.5 0.5 0.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

一年级开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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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34.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高等数学Ⅱ（上）Higher
MathematicsⅠ(Volume 1)

5 80 5 考试 B113103

高等数学Ⅱ（下）Higher
MathematicsⅠ
(Volume 2)

4 64 4 考试 B113104

大学物理 II (College Physics II) 4.5 72 4.5 考试 B113203

大学物理实验 II(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Ⅱ)

1 32 1 考查 B117202

无机及分析化学（Inorgan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4 64 4 考试 B043010

无机化学实验Ⅲ(In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0.7 24 0.7 考查 B043017

分析化学实验(Analyt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

0.8 24 0.8 考查 B043005

有机化学Ⅱ(Organic
ChemistryⅡ）

4 64 4 考试 B043013

有机化学实验ⅢI(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8

物理化学Ⅱ (Physical Chemistry
Ⅱ）

4 64 4 考试 B043014

物理化学实验Ⅲ（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sⅢ）

1 32 1 考查 B043019

化工原理Ⅲ（Principle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II)

4.5 64 16 4.5 考试 B043016

小计 34.5 472 160 0 0 9 4.8 9 11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

修

工程制图(Engineering
Drawing)

3 40 16 3 考试 B018003

仪器分析 II（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I)

2 24 16 2 考试 B048009

线性代数 II（ Linear Algebra
II）

2.5 40 2.5 考试 B1181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Ⅱ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Ⅱ）

2.5 40 2.5 考试 B118124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Chemical Meters and
Automation）

2.5 32 8 2.5 考试 B028102

小计 12.5 176 24 16 0 0 0 5.5 4.5 2.5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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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药剂学（Pharmaceutics） 3 48 3 考试 B044501

药物化学

（Medicinal chemistry）
3.5 56 3.5 考试 B044301

药物制剂工程学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engineering）

2.5 40 2.5 考试 B044503

小计 9 144 0 0 0 0 0 0 0 6.5 2.5 0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必

修

企业精英大讲堂（1）
(Corporate Elite lecture I)

0.5 4 8 0.5 考查 B045001

企业精英大讲堂（2）
(Corporate Elite lecture II)

0.5 4 8 0.5 考查 B045002

企业精英大讲堂（3）
(Corporate Elite lecture III)

0.5 4 8 0.5 考查 B045003

企业精英大讲堂（4）
(Corporate Elite lecture IIII)

0.5 4 8 0.5 考查 B045004

药物分析学（Drug analysis） 3 48 3 考试 B045501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Medical
polymer materials）

2.5 40 2.5 考试 B045502

药物制剂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of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2 32 2 考试 B045503

药物制剂专业实验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professional
experiments）

2 64 2 考查 B045504

GMP与药事管理法规（GMP
pharmaceutical affairs
manage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2.5 40 2.5 考试 B045303

小计 14 176 64 0 32 0 0 0.5 0.5 3 10 0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3.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

修

化工制图与 AutoCADⅡ 2.5 24 16 16 2.5 考查 B046206

应用光谱解析(Spectrum
Elucidation)

2 32 2 考试 B046307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用 2 24 16 2 考试 B046101

微生物学（Microbiology） 2.5 32 16 2.5 考试 B046306

市场营销(Marketing) 2 32 2 考查 B086231
简明生物化学(Concise
biochemistry)

2 32 2 考试 B046402

物理药剂学（Physical
Pharmacy）

2 32 2 考试 B04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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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Ⅰ（PharmacologyⅠ） 2.5 40 2.5 考试 B046512
中药制剂分析（Pharmacy
analysis of TCM）

2.5 40 2.5 考试 B046305

中药与方剂学（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ology）

2 32 2 考试 B046311

毒理学（Toxicology） 2 32 2 考试 B046312
制药专利文献检索与分析

（Pharmaceutical patent
document retrieval and
analysis）

1 16 1 考查 B046308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

（Computer aided drug
design）

2 32 2 考试 B046505

药物制剂的工艺研究与开发

（Drug prepar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 32 2 考查 B046506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 II
（Pharmaceutical botany and
pharmacognosy II）

2.5 32 16 2.5 考试 B046514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

（Biopharmaceutics and
pharmacokinetics）

2 32 2 考试 B046509

天然药物化学 Ⅱ（Natural
medicine chemistryⅡ）

2 32 2 考试 B046315

知识产权实务 2 16 32 2 考查 B046102
药品学术推广与营销（Drug
academic promotion and
marketing）

2 32 2 考查 B046511

工业药剂学（Industrial
Pharmaceutics）

2 32 2 考试 B046515

小计 41.5 608 32 32 48 0 0 0 0 21.5 15.5 0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29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Voluntary Labour)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Social Activity) （2） 考查

工程训练 2 2周 2 考查 B017102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1 1周 1 考查 B047001
药剂综合实验（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3 3周 3 考查 B047501

药剂认识实习 II（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cognition practice II）

1 1周 1 考查 B047503

药剂顶岗实习及毕业设计（论文）（1）
（Pharmaceutical field work and
graduation design (paper) (1)）

10 18周 10 考查 B047506

药剂顶岗实习及毕业设计（论文）（2）
（Pharmaceutical field work and
graduation design (paper) (2)）

10 18周 10 考查 B047507

小计 29 2 1 2 1 3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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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药物化学

《药物化学》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化学药物的化学结构、理化性质、

制备原理、体内代谢、构效关系、药物作用的化学机理以及寻找新药

的途径和方法的一门学科。课程是制药工程、药物制剂专业必修的核

心专业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为合理了解化学药物、开发新药

提供理论依据，为从事新药研究奠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和生物学等知

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生物化学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

药用高分子是药物制剂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程。药用高分

子材料学是将药物制剂学与高分子化学、物理、材料学的有关内容相

结合，为适应药剂学发展需要而设置的一门课程。本课程的任务只着

重于一般高分子材料的理论知识和药用辅料的介绍，要求学生掌握高

分子材料的基本理论和药物制剂中常用高分子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性

能及用途，能够将高分子材料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在普通药物制剂、

特别是在长效，控释及靶向制剂中应用，从而为药物新剂型的研究与

开发奠定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药剂学、高分子化学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药剂学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物理药剂学

应用物理化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手段研究药剂学中有关药物剂型设

计的一门理论学科。在 20世纪 50年代该科学已基本形成相对独立的

科学体系，主要通过对物质的化学、物理变化规律与机理的认识，指

导药物制剂、剂型的实践。如：应用胶体化学及流变学的基本原理，

指导混悬剂、乳剂、软膏剂等药物制剂的处方、工艺的设计和优化；

应用粉体学原理指导药物固体制剂的处方、工艺设计和优化；应用化

学动力学原理评价、提高药物制剂稳定性；应用表面化学和络合原理

阐述药物的增溶、助溶机理等。物理药剂学设计的研究范围很广泛，

并随着新科学的、新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物理药剂学是药物新剂

型发展的理论基础，重大基础理论的建立和突破必将致使药剂学学科

的“飞跃”。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物理化学、药剂学等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物理化学、药剂学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药剂学

药剂学是研究药物配制理论、生产技术以及质量控制合理利用等内容

的综合性应用技术学科。其基本任务是研究将药物制成适宜的剂型，

保证以质量优良的制剂满足医疗卫生工作的需要。由于方剂调配和制

剂制备的原理和技术操作大致相同，将两部分合在一起论述的学科，

称药剂学。现代药剂学有很大发展，还包括生物药剂学、物理药剂学、

化学药剂学，工业药剂学等。

本课程是以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为必

需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药物制剂工程学

药物制剂工程学是药物制剂专业的主要课程之一，是一门必修课。该

课程是一门以药剂学、工程学及相关科学理论和技术来综合研究制剂

生产实践的应用科学。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将所学的理论知

识与工程实际衔接起来，使学生掌握主要制剂的生产工艺流程及主要

洁净区域划分，熟悉车间 GMP 布置的原则以及主要设备工作的工作

原理，并能设计较为简单的 GMP制药车间设计及相关的设备选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工原理》、《化

工机械设备》、《药剂学》等知识，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药物分析学

药物分析是药学研究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药学类专业课程体系

中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通过药物分析的学习和实践，有助于专业

人员树立和巩固的药品质量第一的观念，有助于保障质量合格的药品

的生产、供应和使用，确保用药安全、有效。高水平的药物分析研究

和实践，有利于促进药品质量的提高，进而提高整个药学研究和实践

的水平。药物分析与检验是研究、检测药物的性状、鉴定药物的化学

组成、检查药物的杂质限量和测定药物组分含量的原理和方法的一门

应用学科。它主要运用化学、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的方法和技术研究

化学结构已经明确的合成药物或天然药物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方法，

也研究中药制剂和生化药物及其制剂有代表性的质量控制方法。

修读本课程需要具备《有机化学》、《分析

化学》与《药物化学》以及《仪器分析》等

有关课程的基础基础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6学期。

药物制剂专业英语

药物制剂专业英语主要讲授药物制剂专业词汇与短语、原文文献和阅

读材料。阅读材料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为学生开拓视野和训练阅读

技能提供合适的材料。通过学习本课程使学生掌握基本的专业词汇与

短语，能够相对独立地阅读英文原文文献及熟悉专业文献翻译的一些

方法。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英语、药剂学等知识

基础，先修课程为大学英语、药理学、药剂

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药物制剂专业实验

药物制剂专业实验是药物制剂专业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实

验的学习可以使学生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掌握药物合成、药物制剂、

药物分析等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实际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修读本课程需要具备《药剂学》、《药物化

学》以及《药物分析》等有关课程的基础知

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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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

本课程是为制药工程、药物制剂专业本科生开设的选修课程。任务主

要是使学生们掌握微生物的形态结构、营养、生理、代谢、生长方式

和生长规律、遗传和变异、传染和免疫、分类和鉴定以及微生物生态

学等基础知识，了解微生物学的发展简史和微生物的重要应用，了解

和掌握微生物菌种分离和培养、观察、菌种保藏以及有害微生物控制

等基本微生物学实验技术原理和方法。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了解微生物在现代医药领域的重要作用，为将来适应所在学科的发展

作必要准备。

《微生物学》是一门研究微生物形态结构、

类群、营养、生理代谢、生长、遗传和变异、

分类的学科。本课程应在学生学过基础化学

课程的基础上讲授。内容上与《生物化学》

重复的部分让学生在课下复习巩固。本课程

重点学习微生物所特有的生物学性质。

GMP与药事管理法规

药事管理与法规概述、药事组织、药品管理的法律法规、国家药物政

策与药品监督管理、药品注册管理、药品生产管理、中药管理、药品

信息管理、特殊药品的管理、医药知识产权保护。《GMP与药事管理

法规》力求体现我国药事管理工作的最新发展水平，准确概述近年来

我国颁布实施的有关药品研究、生产、营销、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

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反映我国药事管理与法规建设的新动态、新

进展，具有新颖性、生动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本课程包含执业药师与药品安全、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药品监督管

理体制与法律体系、药品研制与生产管理、

药品经营与使用管理、中药管理、特殊管理

的药品管理、药品标准与药品质量监督检

验、药品广告管理与消费者权益保护、药品

安全法律责任等内容，建议第六学期开设。

药理学Ⅰ

药理学的学科任务是要为阐明药物作用及作用机制、改善药物质量、

提高药物疗效、防治不良反应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开发新药、发现药

物新用途并为探索细胞生理生化及病理过程提供实验资料。药理学的

方法是实验性的，即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观察药物对机体或其组成部

分的作用规律并分析其客观作用原理。

。学习药理学的主要目的是要理解药物有什

么作用、作用机制及如何充分发挥其临床疗

效，要理论联系实际了解药物在发挥疗效过

程中的因果关系。

中药制剂分析

本课程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应用现代分析理论和方法，研究中药

制剂质量及控制方法的一门学科。本课程力求遵循药物制剂专业的培

养目标，努力适应 21世纪药学教育的需要，并注重突出实用性、先进

性及中药分析的特色。

本课程以章节为序，分重点难点提示、知识

点精析综合测试题及题解四部分。精简提炼

教材内容，采用田、表等便于理解，记忆的

形式巧解<中药制刑分析）知识点，再予以

于综合能力。

中药与方剂学

全课程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中药方剂的基础知识，介绍了中药

与方剂的起源和发展、中药的产地、采集与炮制、中药的性能、中药

的配伍与用药禁忌、方剂与治法、方剂的组成与变化、中药与方剂的

用法等内容；中篇为常用中药，介绍了 371种常用中药，其中需重点

掌握中药 137种，熟悉中药 118种，了解中药 116种；下篇为常用方

剂，介绍了 164 首代表方剂，其中需重点掌握方剂 40首，熟悉方剂

60首，了解方剂 64首。

在编写体例上，重点掌握中药除介绍其来

源、性味归经、功效、应用、用量用法、使

用注意外，还简述了其性能特点；对应了解

的中药和方剂，则列表进行介绍。

毒理学

药物毒理学是根据药物的理化特性, 运用毒理学的原理和方法, 对药

物进行全面系统的安全性评价并阐明其毒性作用机制, 以便降低药物

对人类健康危害程度的一门科学；其主要目的在于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降低药物不良反应及减少因药物毒性导致的新药开发失败。在现代医

学中许多药物的研究与研发都是基于药物毒理学展开的。

本课程是以药理学、生物化学、药物化学、

药剂学等课程为必需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学期。

制药专利文献检索与

分析

本课程分析了我国制药企业专利信息检索和分析的重要性,提出了制

药企业的专利信息检索和分析的策略,为制药企业进行有效的专利管

理并提升企业的专利竞争力提供参考。

本课程是以药理学、药物化学、药剂学等课

程为必需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computer aided drug design）是以计算机化学为

基础，通过计算机的模拟、计算和预算药物与受体生物大分子之间的

关系，设计和优化先导化合物的方法。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实际上就

是通过模拟和计算受体与配体的这种相互作用，进行先导化合物的优

化与设计。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大致包括活性位点分析法、数据库搜

寻、全新药物设计。

本课程是以药理学、药物化学等课程为必需

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药物制剂的工艺研究

与开发

本课程内容包括国内外药物研究概况，国内新药研究差距；药物研究

立项、情报收集和药物研究方法；药物发现、发明规律和途径；论述

了传统药物研究设计、复方药物研究设计和现代药物研究设计等内容。

本课程是以药物化学、药剂学等课程为必需

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

II

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 I是药物制剂、制药工程专业的重要专业课。药

用植物学是一门研究具有医疗保健作用的植物形态、组织、生理功能、

分类鉴定、细胞组织培养、资源开发和合理利用的科学。生药学是研

究生药的名称、来源、鉴定、活性成分、生产、采制、品质评价及开

发利用的科学。学习本课程是为了使学生熟悉和掌握药用植物学与生

药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础技能，把祖国药学的宝贵遗产和现

代药学较好的结合起来，以期能更好的利用我国丰富的天然药物资源，

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

本课程是以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

生物化学、药理学等课程为必需基础课开设

的，同时又与天然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物

分析等专业课程相关。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或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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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光谱解析

本课程面向制药工程、药物制剂等专业讲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全

面系统地学习紫外光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谱及质谱的产生原理，

各种谱图与化合物结构间的关系，谱图的解析和应用。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掌握有机化合物结构分析的一般程序：学会由相对分子

量和元素分析数据推测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分析；能熟练地运用波谱学

知识，掌握有机物进行表征和解析的手段；利用紫外吸收光谱对简单

化合物进行鉴定，了解溶剂性质对吸收光谱的影响；利用红外光谱对

复杂化合物进行解析；利用核磁共振波谱对未知物进行鉴定并对未知

物进行定量分析；利用质谱技术对物质的分子式、结构式进行确定。

还应联系实际工作需要，得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

提高，为学习专业课程打下良好基础。

本课程内容以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及仪器分

析等课程的知识点为基础进行展开，内容紧

密联系，并为后期的天然药物化学、药物化

学等专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4或 5学期。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

力学

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主要是定量研究药物在生物体内的过程（吸

收、分布、代谢和排泄），并运用数学原理和方法阐述药物在机体内

的动态规律的一门学科。确定药物的给药剂量和间隔时间的依据，是

该药在它的作用部位能否达到安全有效的浓度。药物在作用部位的浓

度受药物体内过程的影响而动态变化。在创新药物研制过程中，药物

代谢动力学研究与药效学研究、毒理学研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已

成为药物临床前研究和临床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课程是以药物化学、药剂学等课程为必需

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天然药物化学 Ⅱ

本课程面向药物制剂、制药工程专业讲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

学生明确天然药物化学在药物开发中的源头地位，建立天然药物的系

统概念。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各类天然产物中具有生物活性物质

的化学结构、理化性质、提取分离、结构鉴定、生理活性、天然药物

开发等方面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技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能熟练运

用本课程的相关理论对天然来源的药材进行提取、分离和对天然产物

进行鉴定。本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天然化合物相关理论、性质以

及天然活性成分的提取、分离、纯化、结构鉴定和结构修饰的技能，

具有从事天然药物的生产、开发、研究和管理的能力，为从天然资源

中寻找新药或新药先导化合物打下坚实基础。

本课程内容以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

学等课程的知识点为基础进行展开，内容紧

密联系，并对后期的生药学、药物化学等课

程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药品学术推广与营销

本课程全面介绍了在医药产品销售过程中所需的医药产品和医疗器械

相关知识，以及必备的专业营销技巧。国内外临床、医药界多名专业

人士共同参与了本课程的编写，同时引用了大量国内外精彩案例，注

重贴近医疗机构和医药企业的实际，与国内医药市场营销实际紧密结

合，保证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紧密联系。

本课程是以药剂学、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

学等课程为必需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工业药剂学

工业药剂学是研究药物剂型及制剂的理论、生产制备技术和质量控制

的综合性应用技术学科，是药物制剂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通过本课

程教学使学生获得药物剂型及制剂的基本理论、制备技术、生产工艺

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为从事药物制剂的生产、研究、开发

新制剂和新剂型等工作奠定基础。

本课程是以药物化学、药剂学等课程为必需

基础课，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药剂综合实验

药物制剂专业综合实验是以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为基础，

所进行的关于药物制剂和药物分析二方面知识的综合实验。通过综合

实验，掌握药物剂型的选择原则和各种制剂的制备方法、原料药及制

剂的质量检测内容和常规的检测手段。

本课程是以有机化学、药物化学、药剂学以

及药物分析等课程知识为必须基础课，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药剂认识实习 II

认识实习是药物制剂专业的实践教学课程，在学习理论课程的基础上，

通过将学生带到生产基地，使学生对化学原料药、生物技术药物、中

药和药用包装材料的生产设备、生产车间、生产工艺有较为全面而直

观的了解，一方面加深和巩固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时也培

养锻炼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今后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学、工程学等知识

基础，为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药

理学、药事法规、制药工程学等课程提供感

性认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药剂顶岗实习及毕业

设计（论文）（1）

建立毕业实习、毕业设计与就业的一体化工作模式，通过机制、制度、

管理以及条件建设，使学生获得身临其境的职业体验与岗位职业能力

训练、实现 与企业的“零距离”对接，是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的有效途径。

及时跟踪调研，加强顶岗实习、毕业设计指

导的针对性、实效性。

药剂顶岗实习及毕业

设计（论文）（2）

建立毕业实习、毕业设计与就业的一体化工作模式，通过机制、制度、

管理以及条件建设，使学生获得身临其境的职业体验与岗位职业能力

训练、实现 与企业的“零距离”对接，是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的有效途径。

及时跟踪调研，加强顶岗实习、毕业设计指

导的针对性、实效性。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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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美术学 专业代码：130404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系统掌握专业摄影知识和摄影艺术理论的基础上，具有国际视野,了解商业摄影的运作规律，掌握灵敏的影像艺术创作与

设计品质，具备较高的图片摄影、电影、电视摄像等独立操作技能，能够在企事业部门、公司、影视制作部门、广告宣传部门、音像出

版部门、科研单位等从事摄影商业性工作、艺术创作工作及摄影专业教学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摄影专门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秉持“教学与科研齐头并进，理论研究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的专业发展思路。依托学校综合优势，在不断调整、优化专业课程结

构的同时，已逐步建立起完善的课程体系和科学的专业定位，形成了独到的专业培养特色，集中表现为以下两个个方面：（1）人才培养

面向市场，呈多元化、立体化态势，充分满足“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 （2）实践教学的应用性与实效性。突出实践教

学，体现学科特色。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忠于人民，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愿为祖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和

艺术繁荣奋斗终身。

2.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心素质以及较强的适应能力，有奉献精神。

3.遵纪守法，团结协作，有团队精神和求真务实精神。

4.具有自学能力、创新意识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5.具有扎实的摄影专业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及相关知识与应用能力。

6.掌握科学的、理论与影像性兼备的分析方法、设计方法和技术；

7.掌握影视、商业图片、艺术图片的摄影制作和制作技法以及电视摄像的基本能力；

8.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9.具有摄影艺术创作与视觉艺术表现的综合能力。

10.具备较高的理论修养，创作能力、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11.掌握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和文献检索、资料调查的基本方法，能独立利用图书馆和现代信息技术研究专业问题、获取新知识。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

与沟通能

力

2.提高身

体素质、

健康水平

3.创新创

业能力

4.团队协

作能力

5.艺术理

论修养能

力

6.艺术造

型及色彩

搭配能力

7.研究能

力及工作

能力

8.创作能

力

9.动手能

力、创新

能力

10.技术

技法表现

能力

11.实践

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

形势与政策 1 √ √ √
形势与政策 2 √ √ √

形势与政策 3 √ √ √

形势与政策 4 √ √ √
大学英语Ⅰ √ √ √ √

大学英语Ⅱ √ √ √ √

大学英语Ⅲ √ √ √ √
体育Ⅰ √ √ √

体育Ⅱ √ √ √

体育Ⅲ √ √ √
体育Ⅳ √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 √

信息检索 √ √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 √
艺术概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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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基础与原理 √ √

数字影像处理 √ √ √ √ √ √ √
摄影用光 √ √ √ √ √ √ √

古典暗房工艺 √ √ √ √ √ √ √ √

摄影构图 √ √ √ √ √ √ √
摄影灯光照明 √ √ √ √ √ √ √ √

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 √ √ √ √ √ √ √

素描▲ √ √ √ √
色彩▲ √ √ √ √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

▲
√ √ √ √ √

摄影概论 √ √ √ √
摄影美学 √ √ √ √ √

摄影视觉心理学 √ √ √ √ √

摄影史 √ √ √ √ √
创意摄影 √ √ √ √ √ √ √ √ √ √

风光摄影 √ √ √ √ √ √ √ √ √

艺术摄影 √ √ √ √ √ √ √ √ √ √
主题摄影 √ √ √ √ √ √ √ √ √

数字摄像创作 √ √ √ √ √ √ √ √ √ √

摄影民俗采风与创作 √ √ √ √ √ √ √ √ √ √ √
专题摄影 √ √ √ √ √ √ √ √ √ √

广告摄影 √ √ √ √ √ √ √ √ √ √

商业摄影 √ √ √ √ √ √ √ √ √ √
人物摄影 √ √ √ √ √ √ √ √ √ √

观念摄影 √ √ √ √ √ √ √ √ √

广告摄影市场调研 √ √ √ √ √ √ √
建筑摄影 √ √ √ √ √ √ √ √

报道摄影 √ √ √ √ √ √ √ √ √ √

媒体图片编辑 √ √ √ √ √ √ √ √ √
新闻摄影考察 √ √ √ √ √ √ √ √ √

综合媒介与表现 √ √ √ √ √ √ √ √ √

纪实人像 √ √ √ √ √ √ √ √ √
摄影观察与方法▲ √ √ √ √ √ √ √ √ √

彩色摄影技术与技巧▲ √ √ √ √ √ √ √ √

影视摄像基础▲ √ √ √ √ √ √ √ √ √ √
静物摄影▲ √ √ √ √ √ √ √ √

新闻摄影▲ √ √ √ √ √ √ √ √ √

大座机的移动与调整 √ √ √ √ √ √ √ √
构成摄影 √ √ √ √ √ √ √ √

时装摄影 √ √ √ √ √ √ √ √ √

数字化影像管理流程 √ √ √ √ √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 √ √

公益劳动 √ √

安全教育 √ √
社会实践 √ √ √ √ √

色彩写生实习 √ √ √ √ √ √ √ √

摄影构图实习 √ √ √ √ √ √ √ √
古典暗房工艺综合实验 √ √ √ √ √ √ √ √

摄影灯光照明综合实验 √ √ √ √ √ √ √ √

静物摄影综合实验 √ √ √ √ √ √ √ √
彩色摄影技术与技巧综合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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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创意摄影综合实验 √ √ √ √ √ √ √ √
风光摄影实习 √ √ √ √ √ √ √ √ √

摄影观察与方法实习 √ √ √ √ √ √ √ √ √ √

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综合

实验
√ √ √ √ √ √ √

广告摄影市场调研实习

（广告摄影方向）
√ √ √ √ √ √ √ √ √ √ √

建筑摄影实习（广告摄影

方向）
√ √ √ √ √ √ √ √ √ √

商业摄影实习（广告摄影

方向）
√ √ √ √ √ √ √ √ √ √ √

新闻摄影实习 √ √ √ √ √ √ √ √ √

广告摄影综合实验 √ √ √ √ √ √ √ √

新闻摄影考察实习（纪实

摄影方向）
√ √ √ √ √ √ √ √ √ √ √

报道摄影实习（纪实摄影

方向）
√ √ √ √ √ √ √ √ √ √ √

媒体图片编辑实习（纪实

摄影方向）
√ √ √ √ √ √ √ √ √ √ √

摄影民俗采风与创作实习 √ √ √ √ √ √ √ √ √ √ √
毕业实习 √ √ √ √ √ √ √ √ √ √ √

毕业设计 √ √ √ √ √ √ √ √ √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以时代需要为基础，顺应国际摄影教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培养优秀的摄影专业人才。突出摄影教学先进性；摄影实践教学的时

效性；摄影文化活动的参与性，实现应用性人才培养的立体与多元化。围绕培养目标，在教学中以商业摄影、纪实摄影及电视摄像为主

体，兼顾各个摄影门类和相关影像领域的探索，建立系统、科学的教学大纲，形成本专业独具特色的教学形式。

五、主干学科

艺术学理论、设计学、美术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摄影美术基础、摄影灯光照明、摄影构图、彩色摄影技术与技巧、广告摄影、观念摄影、创意摄影、影视摄像基础、新闻摄

影、报道摄影、商业摄影、风光摄影、数字摄像创作、数字影像处理、摄影用光、古典暗房工艺、静物摄影、专题摄影。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说明：含主要专业实验）色彩写生实习（3学分/3周）、摄影灯光照明（1学分/32学时）、摄影构图（1学分

/32学时）、古典暗房工艺（1学分/32学时）、彩色摄影技术与技巧（1学分/32学时）、广告摄影（1学分/32学时）、观念摄影（1.5
学分/48学时）、创意摄影（1.5学分/48学时）、影视摄像基础（2学分/64学时）、商业摄影（1学分/32学时）、风光摄影（1学分/32
学时）、数字摄像创作（1学分/32学时）、主题摄影（2.5学分/80学时）、人物摄影（1.5学分/48学时）、商业摄影（1学分/32学时）、

综合媒介与表现（1.5学分/48学时）、风光摄影实习（2学分/2周）、摄影民俗采风与创作实习（3学分/3周）、摄影灯光照明综合实

验（1学分/1周）、创意摄影综合实验（1学分/1周）、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综合实验（1学分/1周）、广告摄影市场调研实习（广告摄

影方向）（1学分/1周）、建筑摄影实习（广告摄影方向）（1学分/1周）、新闻摄影实习（1学分/1周）、报道摄影实习（纪实摄影方

向）（1学分/1周）、毕业实习（2学分/2周）、毕业设计（8学分/16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39 8 20 12 24.5 23.5 33 66

要求学时 2624+41周 784 128 432 192 544 544 41周 1056+41周
学分占比 100% 24.38% 5% 12.50% 7.50% 15.31% 14.68% 20.63% 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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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艺术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系统掌握专业摄影知识和摄影艺术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兼顾当代视觉艺术观念及表达方式的研究，并能熟练掌握影像艺术创

作与设计以及影视艺术创作与传播等技能，具备全面的知识素养以及摄影操作技术能力，能够在新闻媒体、影视剧制作公司、文化宣传、

广告策划、等部门从事摄影艺术创作、教学和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不断提高的摄影领域人才的需求。

（说明：毕业要求应能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以及专业认证相关要求。）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39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5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5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5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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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91601

小计 39.0 592.0 0.0 32.0 160.0 11.0 9.5 8 7.5 0 2.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艺术概论

（Introduction of Art）
3 48 3 考试 B093609

摄影基础与原理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Photography）

4 64 4*16 考试 B093602

数字影像处理

（Picture Master）
2.5 16 48 4*16 考查 B093603

摄影用光

（Photography Light）
2.5 16 48 4*16 考查 B093604

古典暗房工艺

（Technology of Classic
Darkroom）

2 16 32 3*16 考查 B093605

摄影构图

（Photography Composition)
2 16 32 3*16 考查 B093606

摄影灯光照明

(Photography Lighting)
2 16 32 3*16 考查 B093607

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y and
Tone Control)

2 16 32 3*16 考查 B093608

小计 20 208 176 48 0 3 11 6 0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素描▲
(Sketch)

4 64 4*16 考查 B098601

色彩▲
(Colour)

4 64 4*16 考查 B098602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
(Design Basis)

4 64 4*16 考查 B098603

摄影概论

(Introduction to Photography)
4 64 4*16 考试 B098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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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美学

(Aesthetics of Photography)
4 64 4*16 考试 B098605

摄影视觉心理学

(Photographic visual psychology)
4 64 4*16 考试 B098606

小计 24 384 0 0 0 24 0 0 0 0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4.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摄影史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4 64 4*16 考试 B094601

创意摄影

(Creative Thinking Of
Photography )

2.5 16 48 4*16 考查 B094602

风光摄影

(Scenic Film)
2 16 32 3*16 考查 B094603

艺术摄影

(Artistic Photograph)
2.5 16 48 4*16 考查 B094604

主题摄影

(Subject Photography)
3.5 16 80 6*16 考查 B094605

数字摄像创作

(Digital Photography Creation)
4 48 16 16 5*16 考查 B094606

摄影民俗采风与创作

( Folk folk songs and creative
photography)

1 16 1*16 考查 B094607

专题摄影

(Thematic Photography)
2 16 32 3*16 考查 B094608

广告摄影

(Advertising Photography)
3 32 32 4*16 考查 B094609

小计 24.5 240 256 16 32 4 0 0 4.5 5.5 0 10.5 0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广
告摄

影)

商业摄影

(Commercial Photography)
2 16 32 3*16 考查 B095601

人物摄影

(Portrait Photography)
2.5 16 48 4*16 考查 B095602

观念摄影

(Conceptual Photography)
2.5 16 48 4*16 考查 B095603

广告摄影市场调研

(Advertising Photography Market
Research)

1 16 1*16 考查 B095604

建筑摄影

(Architectural Photography)
2 16 32 3*16 考查 B095605

小计 10 80 160 0 0 0 0 0 0 0 10 0 0

方向

二（纪

实摄

影）

报道摄影

(Photojournalism)
2 16 32 3*16 考查 B095606

媒体图片编辑

(Media Image Editing)
2 16 32 3*16 考查 B095607

新闻摄影考察

(Observation of News
Photography)

1 16 1*16 考查 B09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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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媒介与表现

(Integrated Media and
Performance)

2.5 16 48 4*16 考查 B095609

纪实人像

(Observed Portraits )
2.5 16 48 4*16 考查 B095610

小计 10 80 96 32 32 0 0 0 0 0 10 0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3.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摄影观察与方法▲
(Photographic Observation and
Method)

2 16 32 3*16 考查 B096601

彩色摄影技术与技巧▲
(Technique of Colour
Photography)

3 32 32 4*16 考查 B096602

影视摄像基础▲
(Television Camera Foundation)

4 32 48 16 6*16 考查 B096603

静物摄影▲
(Still Photography)

2 16 32 3*16 考查 B096604

新闻摄影▲
(News Photography)

2.5 32 16 3*16 考查 B096605

大座机的移动与调整

(Large Camera Movement And
Adjustment)

2.5 16 48 4*16 考查 B096606

构成摄影

(Constructed Photography)
2 16 32 3*16 考查 B096607

时装摄影

(Fashion Photography)
2 16 32 3*16 考查 B096608

数字化影像管理流程

(Digital Image Management
Process)

2.5 16 48 4*16 考查 B096609

小计 22.5 192 144 16 176 0 0 6 7 4.5 5 0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33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Public welfare labor）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色彩写生实习

（Color sketching practice）
3 3 3 考查 B097622

摄影构图实习

（Photographic composition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97602

古典暗房工艺综合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n
Technology of Classic Darkroom）

1 1 1 考查 B09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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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灯光照明综合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Photographic Lighting）

1 1 1 考查 B097604

静物摄影综合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Photography）

1 1 1 考查 B097605

彩色摄影技术与技巧综合实验

（Color photographic technique
and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1 1 1 考查 B097606

创意摄影综合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Creative Photography）

1 1 1 考查 B097607

风光摄影实习

（Landscape photography
internship）

2 2 2 考查 B097608

摄影观察与方法实习

（The photographic observation
and practice method）

1 1 1 考查 B097609

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综合实验

（Experiment of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y and Tone Control）

1 1 1 考查 B097610

广告摄影市场调研实习（广告摄

影方向）

（Advertising photography market
research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97611

建筑摄影实习（广告摄影方向）

（Architectural photography
internship）

1 1 1 考查 B097612

商业摄影实习（广告摄影方向）

（Commercial photography
internship）

1 1 1 考查 B097613

新闻摄影实习

（News photography internship）
1 1 1 考查 B097614

广告摄影综合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Advertising Photography）

1 1 1 考查 B097615

新闻摄影考察实习（纪实摄影方

向）（News photography
investigation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97616

报道摄影实习（纪实摄影方向）

（Reported photography
internship）

1 1 1 考查 B097617

媒体图片编辑实习（纪实摄影方

向）（Press photo editing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97618

摄影民俗采风与创作实习

（Photography folklore tour and
creation practice）

3 3 3 考查 B097619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2 2 2 考查 B097620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design）
8 16 8 考查 B097621

小计 36 44 2 4 3 4 4 6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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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是高等艺术院校（系）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它概要

地阐述艺术的基本原理和知识，诸如艺术的本质、艺术的特征、艺术作品

的构成、艺术的发展规律、创作规律、欣赏规律等基础知识，以及党和国

家对艺术的方针政策。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拓展艺术视野，提高理

论修养；塑造学生的科学创造精神，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以及艺术鉴赏

和批评的能力，使之成为适应新世代需求的创新型人才。本课程将力求深

入浅出，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使知识性、思想性、娱乐性相融汇。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素描、

色彩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无，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摄影基础与原理

摄影基础与原理是摄影专业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本课程着重介绍摄

影的基本理论和技能，包括照相机的类型、结构、功能，聚焦方法，镜头

的光圈、焦距、景深的调节技术，照相机的曝光、测光原理和技巧，光线

在摄影中的作用和运用技术，摄影构图的基本原理、构图基本程序和常见

的构图形式介绍等方面知识。本课程力求符合教学规律，达到科学性、系

统性、实用性的统一，使学生在掌握摄影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的同时，提高对摄影艺术作品的分析和鉴赏能力，树立良好的摄影理论基

础和拍摄工作作风，培养学生能够运用摄影器材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作

品，为今后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素描、

色彩、平面构成、摄影史课程知识

基础、素描、色彩、平面构成是一

切造型艺术的基础，通过对该课程

的学习为后期专业核心课奠定扎实

的理论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
学期。

数字影像处理

数字影像处理是摄影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该课程要求学生熟

练运用计算机数字技术处理影像作品，掌握“数字”在不同摄影领域中的位

置与角色，充分施展自己丰富的想象力，随心所欲的调整图像画面。从数

字影像创作的技术与意识方面，培养学生全新的创作观念与工作方式。学

生应熟悉和掌握数字影像的原理和实际的操作技术，能运用所学的数字技

术和后期处理方法独立的完成作业。培养学生能够运用计算机软件创作出

符合时代要求的数码作品，为今后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应当学习素描、

色彩、设计基础、摄影构图、摄影

基础与原理等课程。通过上述课程

的学习，对数字影像处理基础知识、

Photoshop软件的技术技巧等内容

的学习起到很好的理解作用。数字

影像处理课程的学习对创意摄影、

人物摄影和广告摄影等后续课程的

开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2学期。

摄影用光

摄影用光是摄影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本课程主要学习摄影用

光的基础知识与原理以及室外自然用光的部分内容。通过对摄影用光基础

知识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掌握不同光质、光位、光比、光型、光度及光

色的变化规律。理解与摄影直接相关的光线特性，以及如何活用这些特性

来指导和优化拍摄；学会对拍摄对象和场景进行识别和判断，选择和安排

适用的光线设置来完成拍摄，掌握对不同题材的用光技巧，并针对一些经

典难题给出完整、多样的解决方案；应对各种情形下的恶劣光线条件，以

及通过改善光源质量和后期处理来解决遇到的用光问题。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史、

素描、色彩、设计基础、摄影基础

与原理等相关课程的知识。通过上

述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摄影用

光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有助于

本课程的学习理解和深入。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2学期。

古典暗房工艺

古典暗房工艺是摄影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课程主要讲授

银盐感光材料的构造、银盐感光材料光化反应的基本特性、传统暗房必备

工具和设备、银盐感光材料和非银盐冲洗加工的技法技巧。通过讲授，使

学生系统的了解和掌握传统暗房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冲洗放大技术，为今后

摄影造型语言表达及摄影创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史、

摄影基础与原理、摄影构图、摄影

用光、摄影史之后，前期课程为古

典暗房工艺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和实

践拍摄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摄影构图

摄影构图是摄影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本课程旨在通过摄影构

图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使学生掌握摄影构图的基本法则与技巧。通过

本课程学习，要求学生在掌握基本艺术法则的同时，在拍摄过程中能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并将艺术修养达到一定的

层次。提高学生在构图方面的艺术修养和鉴赏水平，使学生自觉地将艺术

修养应用到实际的构图拍摄之中，为以后学习摄影专业课程打下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学习设计基础、

摄影概论、摄影基础与原理等课程，

在掌握了一定的摄影基础技术之后

再学习本课程。本课程作为研究构

图形式法则及原理的专业基础课，

它将为后续的专业课程如：静物摄

影、广告摄影、风光摄影及主题摄

影等专业课程夯实坚实的理论基

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摄影灯光照明

摄影灯光照明是摄影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课。通过对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了解摄影灯光照明所需的各种常用灯具、灯具的附件及灯光的

照明技巧。正确使用各种不同的灯光照明器材，并进行灯光照明的摄影创

作。学会对拍摄对象进行识别和判断，选择适用的摄影照明灯光的来完成

拍摄。掌握摄影灯光照明的用光技巧，并针对一些经典难题给出完整、多

样的解决方案来解决遇到的实践用光问题。摄影是用光的艺术，用光作为

摄影造型的重要手段，其效果直接关系着画面表现质量和视觉感受的第一

眼印象，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室内摄影灯光照明在摄影中正确表

现对象的造型、质感，并能在造型手段、表现形式上有所创新。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和掌握摄

影基础与原理、摄影构图、摄影用

光等相关课程的知识。通过上述课

程的学习，对室内摄影灯光照明知

识、摄影灯光照明所需的各种器材

及人造光源下各种光线的变化规律

起到很好的理解作用。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3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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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

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是摄影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主要讲

授黑白摄影的发展历程、摄影“想象”与影像控制、分区曝光法以及黑白滤

色镜的运用等方识，目的是让学生了解黑白摄影的创作理念以及如何通过

曝光、光线、物体固有色、滤色镜来控制影调关系，培养学生对黑、白、

灰影调的把控意识，使其具备黑白摄影的造型能力和摄影语言的表现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先修摄影

原理、黑白暗房技术、摄影用光、

摄影构图等课程。本课程结合摄影

用光和构图等理论知识的学习来培

养学生对黑、白、灰的观察能力、

被摄对象的选择以及组织画面的能

力。同时，本课程也加深了对光线、

构图、曝光以及影调等方面知识的

理解，为以后其他摄影专业课的学

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3学期。

素描▲

素描是用单色来表现物体的透视、体积、三维空间的一门学科，它是

摄影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帮助学生掌握艺术造型的方法，需

要利用人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研究自然物体的形式特点和认识它的变

化规律，更重要的是表现物体中各种形式的有机关系设计。素描是解决这

些造型问题的最佳途径。素描的任务是解决学生的基本造型能力，培养学

生观察、分析、理解和表达造型的能力，为今后的艺术设计活动做技术和

观念上的准备，从而达到艺术完美地表现对象。在理解对象的基础上绘画，

从根本上解决学生在素描学习中经常遇到的重要问题，并使之逐步体会到

素描造型的一般规律，以达到触类旁通的目的。为学生在今后的设计工作

及专业研究中能够成为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艺术概

论，本课程是以造型为基础，结合

美学、透视学、艺术学、设计学及

心理学等的一门重要的设计表达基

础学科，是设计创意过程中表达设

计创意观念的主要手段之一。学好

素描有助于解决学生的造型能力、

对空间的理解能力以及通过素描来

理解设计的含义等，是摄影专业的

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1学期。

色彩▲

色彩是摄影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色彩是基础选修课的重要组

成部分，同时也是一门独立的绘画门类。通过学习，对培养学生敏锐的色

彩观察能力，深入研究色彩语言，表现色彩语言，丰富色彩语汇有着重要

的作用。通过色彩课程，使学生具备坚实的色彩造型能力，树立正确的绘

画观、造型观、艺术观、专业观，具备良好的艺术修养，将专业知识更好

的应用于专业创作之中。并掌握表现色彩的形式美和艺术效果；掌握客观

物象的色彩搭配技巧，培养学生对客观物象的外观与内在感知能力、解读

能力和自觉运用色彩进行表现的能力，促进学生专业创造力的发展。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素描，素

描为今后专业课程的开设提供了造

型表现能力和色彩表达能力。色彩

课程的开设使学生掌握色彩的表现

形式美和色彩效果，研究客观物象

的色彩关系，通过观察和色彩写生

获得对色彩的认识，是学习其它专

业课程的基础。色彩课程的开设使

学生掌握色彩形式美的法则以及色

彩的应用规律，为后续专业课程的

开设奠定了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1学期。

《设计基础》 （平面、

色彩）▲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课程包括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两大构成

形式，让学生利用手绘及电脑作为表达媒介，进行平面构成与色彩构成的

学习。培养学生的造型创造能力、形与色调和能力、鉴赏能力与表达能力。

通过该课程掌握平面构成与色彩构成的基本原理，认识形与色的体系，实

验构成的思维方法、配色方法及表现方法。通过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平面

构成的概念、基本要素、构成方法，掌握形式美的构成原则；还要掌握色

彩构成的构成原则和色彩搭配技巧，培养学生对色彩的欣赏能力、解读能

力和自觉运用色彩进行表现的能力，促进学生创造力的发展，逐渐实现“厚
基础、宽口径”的课程战略思想。培养基础较为扎实，善于创新，掌握实际

技能的应用型设计人才。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素描与色

彩，它们为设计基础课程的开设提

供了造型表现能力和色彩表达能

力。设计基础课程的开设使学生掌

握了形式美法则以及色彩的应用规

律，为各专业后续专业课程的开设

奠定了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
学期。

摄影概论

摄影概论是摄影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简明概括的

讲述摄影艺术的基本理论，概述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一切摄影艺术现象，探

索和揭示各类摄影艺术的基本规律，研究各类摄影艺术的共性问题、基本

原理和概念范畴等问题。课程讲授内容包括摄影艺术的内涵、摄影艺术的

本质特征摄影艺术的不同门类、不同流派的艺术思想以及摄影艺术的创作

方法等理论知识。本课程通过深入系统的学习摄影艺术的本质内涵、功能、

构成、创作、源流等基础理论，旨在使学生对摄影有一个总体认识。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素描、色

彩、艺术概论等课程的知识，前面

所学课程是摄影概论能顺利进行的

重要基础。而对摄影概论课程的开

设为以后学生学习其他摄影艺术课

程打好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
学期。

摄影美学

摄影美学是摄影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是研究人对现实的

审美关系及其最高表现形式——艺术规律的科学。本课程探讨和研究摄影

审美对象、摄影审美主体、摄影艺术美的表现形式，即美的存在、美的感

受、美的创造。摄影美学的研究基于“艺术是美的集中表现，而美又是艺术

的一个属性”这一辨证关系。摄影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美在其中间所占的地

位十分重要，因而，美学和摄影的关系及其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本课

程学习的重要方面。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艺术概

论、素描、色彩等课程的知识，是

摄影美学能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

而对摄影美学课程的开设为以后学

生对摄影的学习奠定下坚实的审美

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989



摄影视觉心理学

视觉是人类获取信息和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视觉心理学理论是摄影

的基础。它不仅是摄影教育的重要基础理论，而且对摄影实践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本课程的开设对摄影学的理论体系和课程的充实和完善具有重

要意义。视觉心理学理论是摄影实践的基础，是每一个摄影工作者必备的

修养和应具备的基本知识。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提高视。知觉的想

象力，即更准确地进行观察，发挥想象力和运用照片更有效地表现主题。

通过清除思想杂念，控制思路发展，帮助学生更准确地观察事物，再现主

题。让思维自然发展是真正观察的一个基本前提。脱离传统思维模式能帮

助学生打破那些影响观察和摄影的旧习惯。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素描、色

彩、设计基础（平面、色彩）之后，

学生在掌握了传统造型能力及色彩

表现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摄影视

觉心理导入学习，更有助于表达自

己的拍摄创意和思想情感。引导学

生创造一种新的影像的同时也在教

会学生怎样去关注“客观存在的却

又主观并存的”影像。正是由于摄影

的客观记录性、主观表现性以及时

间切片性才让影像丰富多彩，才给

观者带来视觉盛宴。观者“看照片”
的视觉心理离不开摄影的特性，更

离不开“观看”本身所具有的“确定

与不确定性”。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
学期。

摄影史

摄影史是摄影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课程主要讲述摄影的诞

生与发展、各种摄影流派、风格的演变过程以及摄影器材的发展历程，目

的是使学生较全面的了解中外著名摄影家、摄影作品以及摄影组织或团体

的创作理念，使学生认清各个历史时期的摄影流派及其美学风格，深刻理

解著名摄影家的成长历程及经典摄影作品产生的文化背景，从而开阔眼界、

开拓思路，提升文化底蕴和创新意识，为以后的摄影创作提供可借鉴的资

源。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艺术概论

等先修课程的学习，为摄影史奠定

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认识水平。对

摄影史的系统学习，全面加深对中

外著名摄影家的摄影作品及其创作

理念，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摄影流派

和美学风格的认识，为以后专业课

的学习和创作奠定良好的理论基

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创意摄影

创意摄影是摄影专业重要的专业核心课。本课程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以及创造性思维在摄影创作中的运用。使学生将平面构成设计、

图形设计、图形创意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摄影创作中。通过该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掌握创意摄影的拍摄技巧、造型手段及表现形式，并能在表现形式

上有所创新。本课程主要讲授：创意摄影概述、创意摄影与创造性思维、

创意摄影的拍摄技巧、创意摄影的表现形式等内容。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摄影用光、摄影构图及艺

术摄影等相关课程的知识。通过对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创意思

维的培养过程，创意摄影者的素质

构成，创意构思的形成过程，创意

摄影的拍摄技巧及表现形式等内

容。创意构思要依靠一定的造型表

现手段才能实现为摄影艺术作品，

对造型手段的掌握与运用，有助于

好的创意的形成，它是突出主题，

渲染气氛重要手段。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5学期。

风光摄影

风光摄影是以大自然和人类对大自然的改造成果作为题材加以表现，

主要包括自然风光、乡村风光、城市风光和名胜古迹等。风光摄影吸纳、

融合了现代绘画新空间组合方式与透视关系，将新有的结构、变调的色彩，

增强了作品的形式感，加深画面的艺术底蕴，构成一种强劲的艺术张力。

主要授课内容：风光摄影的源流、风光摄影的器材、风光摄影的技术、风

光摄影的创作。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了解和掌握并能熟练使用风光摄影所

需的各种器材，培养风光摄影的专业眼光及时有效的进行最有创造性的拍

摄能力，学会风光摄影的拍摄技巧、造型手段、表现形式，并能在表现形

式上有所创新。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数字影像处理、摄影用光、

摄影构图、摄影灯光照明、古典暗

房工艺、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构

成摄影之后，学生在掌握了传统影

像的构图、用光及曝光技巧的基础

上，进行风光摄影的拍摄与学习，

更有助于表达自己的拍摄创意和思

想情感。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艺术摄影

艺术摄影是整个摄影体系中的一个门类和分支，区别于其他非艺术摄

影，如新闻摄影、广告摄影等。在艺术领域中艺术摄影与雕塑、文学、音

乐、绘画等艺术门类一样，是根植于艺术母体上的一个独立的艺术形态。

如果深入探究艺术摄影的概念可以从两个角度切入，一是艺术，二是摄影。

艺术摄影首先可以理解为艺术化的摄影、艺术性的摄影，区别于新闻摄影、

广告摄影等，艺术性与艺术化是这类摄影活动围绕的主题，行动的核心。

艺术摄影是：以艺术的观念和方法，以摄影媒介为工作方式，表达感受、

创造意境、传递思想。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了解艺术摄影的的概念、历史

脉络、主要题材，熟悉摄影创作的心理过程。掌握艺术摄影的基本规律、

本体研究和创作技巧并能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创新。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古典暗房工艺、数字影像

处理、摄影用光、摄影构图、摄影

灯光照明、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之

后，学生在掌握了影像的构图、用

光及曝光技巧的基础上，使摄影艺

术表现形式多样化，同时各种艺术

之间高度快速的融合，使之产生新

的表达方式，为摄影艺术样式提供

新的血液和营养。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4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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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摄影

主题摄影使学生对摄影的创作知识了解和掌握，并能熟练地综合利用主

题摄影所需的各种专业知识，正确使用表现手法表现主题，学会主题摄影

的拍摄技巧、造型手段、表现形式，并能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创新。

注重在主题摄影表现领域的创意性培养，以及对于各个创作形态完成与表

现的手段。探究主题摄影形态的多向性，凸显学生的个性化风格和摄影的

特异性，强调摄影人的工作方式。强化平面语言和视觉符号语汇，关注当

代艺术思潮，提高对艺术的敏感性，拓展创作思维空间。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古典暗房工艺、数字影像

处理、摄影用光、摄影构图、摄影

灯光照明、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之

后学生通过主题摄影的创作，融会

所学的各种专业知识，进一步提高

个人的观察力、综合力、创造力和

表现力；为学生的毕业创作做了充

分的心理准备和综合能力的储备。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数字摄像创作

数字摄像创作课程是摄影专业的专业核心课，课程内容是学习用数字

设备拍摄创意素材和数字视频后期制作的创作过程，通过课程学习，使学

生能够独立制作完整的影视创意短片，此课程能够加强摄影专业学生的专

业素质及实践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艺术概

论、摄影构图、摄影用光、摄影灯

光照明、专题摄影、彩色摄影技术

与技巧、摄影观察与方法等。本课

程不仅要求学生要掌握一定的摄像

的方法，还要了解视频制作的技术

和工艺流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摄影民俗采风与创作

摄影民俗采风与创作是摄影专业一门专业核心课。采风是对课堂教学

的一种重要的补充，是学生学习与实践的最佳平台，它能够引导学生在采

风中找寻创作的灵感，观察到现实,是学生提高综合素质最有效的一种实践

教学方式。在采风实践过程中，让学生走出校门， 走向自然，深入社会。

同时，在专业采风的过程中学生还可以有目的地进行创作、收集大量的创

作素材，使其向民间学习、向社会学习、向自然学习,传承和弘扬中国民族

的传统文化艺术，为现代的艺术设计积累丰富而宝贵的民间艺术元素，从

而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强化与社会的“零距离”接触,以便将来更好地为社会

服务。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数字影像处理、摄影用光、

摄影构图、摄影灯光照明、古典暗

房工艺、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构

成摄影、艺术摄影、风光摄影课程

之后，“艺术采风”教学课程具有专

业教学、社会实践和课外考察等多

重意义，是摄影专业的特色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专题摄影

专题摄影是摄影专业一门专业核心课。专题摄影，又称专题照片、摄

影通讯，是摄影的一种体裁。它通过多幅、成组的画面，结合一定的文字，

集中地阐述一个主题思想，深刻、细致地刻划人物的精神面貌，或概括、

深入地反映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揭示其内在的思想内涵及社会意义，是

报刊杂志经常使用的一种报道形式。专题摄影要寻找照片与照片之间的逻

辑联系，逻辑关系的紧密程度是结构的关键。专题摄影必须有直观的形象

可以拍摄；专题摄影必须有很好的题材表达方式；专题摄影必须有鲜明的

特色突出主题。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拍摄，采用多幅图片与文字结合，通过

媒体进行传播的摄影形式。这个主题可以是一个想法，一种观念，一个人

物，一个事件，一个地点等等，范围十分宽泛，形式也很自由。但最重要

的是图片通过某种形式组合，呈现在读者面前，任何一张照片都不再是单

一的，它与其他照片和文字一起，构成一个整体。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古典暗房工艺、摄影观察

与方法、数字影像处理、彩色摄影

技术与技巧、摄影构图、摄影用光、

摄影灯光照明、风光摄影、艺术摄

影、静物摄影之后，专题摄影教学

以培养学生观察能力为主旨，强化

他们对生活的体验、对社会观察的

角度和大量的实际操作，能让学生

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摄影的基本拍

摄要领，对于抓拍能力是一个很好

的训练机会，同时能够得到阅历的

提高。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广告摄影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了解和掌握并能熟练使用广告摄影所需的各种器

材，正确使用灯光和曝光控制，学会广告摄影的拍摄技巧。在广告摄影的

基本技能训练的同时，使学生能够准确地完成各种形象的还原操作。了解

图片在商业运作程序中的作用，使学生能够在商业操作中定位个人意识与

商业运作的整体关系，明晰实际商业操作中的拍摄尺度。在商业操作环节

中，如何准确再现商业要求的形象是摄影师要完成的重点工作。而对于具

体的文字要求，摄影师是否能够确实了解其拍摄的要求和目的并确切的还

原文字所描述的商业形象是商业操作中摄影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课

程设置的重点放在具体技术表现方面，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商业创意。通过

逐渐引导、磨合的教学方式，最终实现学生在把握摄影技术、技巧的同时

兼顾其商业属性，运用多重视觉语言，展现摄影师的个性魅力的教学目的。

主要授课内容：广告摄影与广告摄影师、广告摄影创意观的发展与演变、

现代广告摄影新形象表手法、广告摄影不同质感的表现、广告摄影常用的

技巧、广告摄影的信息传递等。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摄影构图、摄影用光、静

物摄影等课程之后，教授学生作为

一个专业广告摄影师所应具备的各

项专业知识，促进学生对于广告摄

影所必须的摄影器材、照明工具、

各类照明灯具的光质特点和基本控

制方法及其综合处理措施的了解；

培养学生对于影棚拍摄的组织、创

作能力，提高学生的理论修养。 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商业摄影（广告摄影方向）

商业摄影创意是商业摄影制作的核心，是整个广告推广系统的关键部

分，它将直接影响广告品牌形像的树立、影响受众者对广告的信赖感，进

而影响提高消费群体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情趣、满足现代生活要求等。该课

程讲述了商业摄影创意的两个要求，商业摄影创意构思的方法。总结了优

秀的商业摄影创意必须以商品的广告销售推广为本，兼顾视觉传达艺术性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古典暗房工艺、摄影观察

与方法、数字影像处理、彩色摄影

技术与技巧、摄影构图、摄影用光、

摄影灯光照明、风光摄影、艺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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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求，从而使商业性要求和艺术性要求完美结合。在商业摄影创意中，

其作品会描述一个产品的内涵，展现一个视觉片断，并极力去扑捉情感的

瞬间。该课程用摄影独特的视觉语言和叙述方式，按照审美规律，把介于

现实和虚幻之间的情感付诸于画面，把受众人的情感从记忆中唤醒。立异

与独创，在商业摄影思维的领域中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商业艺术的创

作是要不断创新，无论在风格、内涵、形式、表现等诸多方面要强调与众

不同。不落于俗套，标新立异、独辟蹊径，这些都是商业摄影家必须的追

求。

影、静物摄影之后，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了解商业摄影的表现

风格、表现技法、设计准则，并能

依据其所掌握的商业摄影的知识进

行商业摄影作品创作。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人物摄影（广告摄影方向）

人物摄影是摄影专业的一门选修课程。本课程着重介绍人物摄影的定

义、种类、分类以及人物摄影所需的各种摄影器材、人物摄影的构图、布

置摄影灯光和控制曝光，人物摄影的拍摄技巧与手法等方面内容。通过学

习人物摄影的有关知识，任务是掌握人物摄影的拍摄技巧，能够表现出人

物的外部特征和内在性格。培养学生对于人物摄影的艺术修养，提高学生

在人物摄影表现形式上有所创新的能力，为今后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工

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摄影构图、摄影用光、摄

影灯光照明、创意摄影、静物摄影、

艺术摄影、数字影像处理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观念摄影（广告摄影方向）

观念摄影是摄影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该课程以摄影所传递的某种

观念为媒介，展现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剖析，并且提出一些有意味的话题，

帮助人们摆脱浅层次、无意味的探索，从而引发形而上的思考。课程主要

讲授观念摄影的界定、观念摄影的表现特征、创作形态以及观念摄影的影

像评价。由于观念摄影包含对社会现象的表达与讽刺、对人类价值观和审

美观的批判、以及对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因此，观念摄影作

品往往不是给出一个答案，而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指向，让观众自己去悟会；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课程的开设将有助于学生多角度看待社会文化现象，

并利用摄影视觉语言表达自身对某种问题的看法。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摄影构图、摄影用光、数

字影像处理等课程之后。学生已具

备摄影的基础知识和摄影视觉语言

表达能力，为观念摄影创作的完成

提供技术保障。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广告摄影市场调研（广告

摄影方向）

广告摄影市场调研掌握市场调研是了解市场和把握顾客的重要手段，

是辅助决策的重要工具。“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在实际工作和生

活中人们对事物的评判者和决策者提出的共识性要求。通过市场调查，提

前接触社会，为大学毕业之后步入社会打下一定的基础。除了做到与广告

设计、美术基础、美学理论、影视广告等广告艺术表现类专业的纵向联系

外，还考虑到广告策划、市场调研、广告方案等相关广告学专业的横向联

系。本课程对广告摄影的表现方法进行分析以便与广告的各相关学科形成

一个有机的整体。市场调研是企业了解目标市场需求和竞争对手行动的真

正有效手段。因此，随着营销手段的逐步深入人心，市场调研在全球范围

得到了广泛重视。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数字影像处理、摄影用光、

摄影构图、摄影灯光照明、古典暗

房工艺、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构

成摄影、静物摄影、艺术摄影、风

光摄影之后，通过本课程学习，要

求学生系统掌握市场调研的一般理

论和方法，设计调研提纲和调研方

案，组织实施市场调研活动，通过

对有关数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

析，提炼出调研成果，以指导企业

的营销决策，使企业的营销活动更

有科学性、目的性和针对性。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建筑摄影（广告摄影方向）

建筑摄影是以建筑物和结构物体为对象的摄影，用小型摄影机只能拍

出快照式的照片。大多使用带摇摆结构的大型摄影机进行拍摄。用摄影语

言来表现建筑的专题摄影，在拍摄选题、器材选用、构图用光、捕捉瞬间

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专业要求。一幅优秀的、能被摄影界和建筑界所共同认

可的作品不仅仅可被用作观赏，而且在新闻、商业上有着广泛的利用价值、

特别是在建筑学术领域更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主要授课内容：建筑摄影

概论、建筑摄影的用光技巧、建筑摄影的构图、室内外建筑拍摄技巧。通

过该课程的学习，了解和掌握并能熟练使用建筑摄影所需的各种器材，培

养建筑摄影的专业眼光及时有效的进行最有创造性的拍摄能力，学会建筑

摄影的拍摄技巧、造型手段、表现形式，并能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创新。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数字影像处理、摄影用光、

摄影构图、摄影灯光照明、古典暗

房工艺、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构

成摄影、艺术摄影、创意摄影、风

光摄影课程之后，学生在掌握摄影

的构图、用光及曝光技巧的基础上，

进行建筑摄影的拍摄与学习，更有

助于表达自己的拍摄创意和思想情

感。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报道摄影（纪实摄影方向）

报道摄影是摄影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报道摄影是以社会生活为题

材的摄影艺术，要求学生捕捉社会热点、记载生活中的原生态现象文化，

主旨在于用生动典型的视觉形象，引发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唤起社会

良知，引发思考。课程讲授内容包括：报道摄影的发展历史、报道摄影的

定义与体裁、报道摄影的发展趋势以及报道摄影的创作方法与技巧等方面

理论知识。由于报道摄影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人文关怀意

识，因此本课程在理论知识讲授的同时，非常注重学生文化修养和人文精

神的培养。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史、

摄影基础与原理、摄影用光、摄影

构图、新闻摄影等课程，是报道摄

影能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而报道

摄影课程的开设为以后学习媒体图

片编辑、纪实人像等课程奠定坚实

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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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图片编辑（纪实摄影

方向）

媒体图片编辑是摄影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课程讲授内容包括图片

编辑的基本方法、不同题材、不同媒体版面的编辑方式以及版面设计和版

面印刷的相关知识。培养学生在摄影后期的图片处理、图片出版与选题策

划、图片组稿与审稿、图片编辑加工、图片与文字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

本课程讲授与实践并重，使学生能够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更深入的理解图

片编辑的创作方法及设计流程，形成具有视觉感染力和组织严密的影像文

本，赋予摄影作品生命力。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设计基础

（平面、色彩）、数字影像处理、

摄影构图、艺术摄影、新闻摄影等

课程的知识，是媒体图片编辑课程

能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学期。

新闻摄影考察（纪实摄影

方向）

新闻摄影考察是摄影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掌握市场调研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并具备一定的实施市场调查的能力。

课程从新闻摄影行业出发，通过理论学习和市场调研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现

代化新闻传播媒介的发展状况、特点和规律，提高学生们对知识的综合应

用以及对当下摄影市场的分析能力。通过考察检验学生掌握新闻摄影基本

知识和基本理论的程度，特别是检验学生能否将所学到的知识和理论运用

到新闻摄影市场调研中去，发现不足，找差距，有针对性的加以提高，为

学生专业学习树立方向与目标。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摄影用光、摄影构图、新

闻摄影等课程的知识，是新闻摄影

考察能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综合媒介与表现（纪实摄

影方向）

综合媒介与表现是摄影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课程讲授内容包括综

合媒介与表现的概述、现代艺术流派对综合媒介的运用、材料媒介的形式

空间与创意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材料媒介在摄影中作用与表现等方面知

识。不同媒介材料的使用，让摄影的多样性表达成为可能，并能激发学生

创作的积极性、新奇性，引发学生对摄影艺术表现的多元化思考。课程注

重不同媒介表现领域的创意性与画面空间感的培养，以及对各种媒介创作

形态与表现手段展示效果的深入了解，探索摄影表现形态的多元化，彰显

学生创作的个性化和风格化，达到提高拓展创作思维空间目的。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设计基础

（平面、色彩）、摄影基础与原理、

摄影用光、摄影构图、摄影观察与

方法、艺术摄影等课程，是综合媒

介与表现课程能顺利进行的重要基

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纪实人像（纪实摄影方向）

纪实人像是摄影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课程以纪实人像的实践拍摄

为中心，同时注入摄影的多元化时空新观念。通过学习，使学生熟练掌握

纪实人像所需的各种摄影器材、学会纪实人像的拍摄技巧与手法，准确扑

捉到纪实人像的性格与灵魂、让学生全面深入的认识人文主义摄影以及背

后的思想和文化内涵。通过学习当代纪实人像的经典作品，充实艺术心灵

空间，研究和掌握纪实人像和时代背景的关系，围绕创作观念进行摄影文

化意识和创作技巧的强化训练。认识和理解纪实人像创作过程中视觉思维

与表达的特殊性，拓展摄影艺术的“瞬间”概念和内涵。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用

光、摄影构图、摄影灯光照明、摄

影观察与方法、新闻摄影、艺术摄

影等课程，这些专业课程的开设为

纪实人像的学习打下坚实的专业基

础。而纪实人像课程的学习，则为

后续其他课程的学习起到了承上启

下的作用。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
期。

摄影观察与方法▲

摄影观察与方法是摄影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摄影观察的基本知识与方法。注重培养学生在摄影表现

领域形成视觉独特的观察方法，以及在司空见惯的事物中感知美、发现美

和创造美的能力。探究摄影形态的多元性，彰显学生个性化风格的视觉语

言，关注当代艺术思潮与文化现象，提高学生的艺术品位。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概

论、摄影美学、摄影史、摄影构图、

摄影用光、古典暗房工艺等课程。

该课程的学习对本专业的以后的其

它课程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后期

课程开展起到奠定基础的作用。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彩色摄影技术与技巧▲

彩色摄影技术与技巧课程是摄影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课程通过系

统的介绍色彩学、光学、视觉传达基础及美学、传播学等相关领域与摄影

的密切关系。通过在摄影中的客观应用，研究对拍摄主体的色彩感知、判

断和创造，研究对摄影作品的审美特征的鉴别观察方法。通过对本课程的

学习，提高学生对美的悟性，进一步掌握摄影艺术特性，有利于提高学生

对色彩感觉及瞬间事物及的把握能力。提高学生的观察、对比、分析能力，

进一步掌握彩色负片及其在彩色摄影艺术中运用的特性，本课程的教学目

的是培养学生独立完成彩色摄影的艺术构思、表现、制作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史、

摄影基础与原理、黑白摄影与影调

控制、摄影构图、摄影用光等课程

之后，学生在掌握了对传统影像的

构图、用光及曝光技巧的基础上，

更有助于表达自己的拍摄创意。本

课程以理论讲授结合实践拍摄进

行。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影视摄像基础▲

影视摄像基础课程是摄影专业学生的专业任选课，课程内容有学习摄

像机的操作方法、摄像过程中所用到的基本原理，构图方式、景别选择等

内容，并通过实际的视频拍摄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再通过后期编辑软件的

处理得到较为艺术化的作品，可加强摄影专业学生的专业素质及实践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概

论、摄影美学、摄影构图、摄影用

光等。先期的摄影课程解决学生的

造型基础和色彩应用的问题，摄影

概论、摄影美学、摄影视觉心理学

等解决了形式美的规律及摄影的审

美问题，各门课的融会贯通为本课

程的开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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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物摄影▲

静物摄影是摄影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本课程旨在通过对静物摄影

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不同质感静物的拍摄技巧。通过教学让学生完成透光

体、反光体及吸光体静物的摄影创作。本课程的学习应结合现实生活中的

观察与体验，强化训练视觉表达能力，培养静物摄影的艺术创作观念意识。

使学生建立自己观看艺术形象的方式方法，并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语言进

行表现。要求学生在限定的大范围内确立个性的拍摄题材和研究方向，对

作品题目和观念要做简明的综述。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史、

摄影基础与原理、黑白摄影与影调

控制、摄影用光、摄影构图、摄影

灯光照明等专业课程知识。通过上

述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对本课

程的学习理解和深入。让学生能够

更好的掌握静物摄影的基础理论知

识和实践技能。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新闻摄影▲

新闻摄影是摄影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是理论指导下进行新闻

摄影创作的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新闻

摄影的基本技能和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观察新闻事件特征的能力、以及利

用镜头抓拍新闻的意识，使其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初步达到独立从

事新闻摄影工作的要求。本课程主要讲授新闻摄影基本原理、新闻摄影特

性与社会地位、新闻摄影发现与前期准备以及新闻摄影技术、技巧等知识

内容。课程强调系统性、实战性，结合大量案例分析，演示具体操作方法。

在梳理总结实践经验的同时，进行了必要的理论提升，做到了理论联系实

际。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史、

摄影基础与原理、摄影用光、摄影

构图、彩色摄影技术与技巧等课程

的知识点是新闻摄影能顺利进行的

重要基础。而对新闻摄影知识的掌

握为以后学习报道摄影、媒体图片

编辑、纪实人像等课程奠定下坚实

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大座机的移动与调整

大座机的移动与调整是摄影专业的选修课程。本课程要求学生了解大

型座机的分类及构造，学会选择所需的大型相机的镜头。熟练掌握大型相

机的基本操作程序及拍摄技术，并能灵活运用大型相机的位移与摇摆功能

而进行摄影艺术创作。学会使用大型座机进行摄影创意的拍摄技巧、造型

手段及表现形式，并能有所创新。对大画幅画面品质与构成的分析，使学

生能够独立创作出一定艺术要求的影像作品。本课程主要讲授：大座机的

镜头、大座机的空间透视与影像变形控制、大座机影像清晰度的控制等内

容。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摄影用光、摄影构图、摄

影灯光照明、静物摄影、广告摄影

及创意摄影等相关的课程知识。通

过先修课的学习，为本课程奠定了

理论及实践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6学期。

摄影构成

摄影构成是摄影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以三大构成为基础，探索摄

影的形式美法则，对摄影各专业课程的学习具有指导和帮助作用。摄影构

成是利用构成原理以摄影的手段来探索和发现现实生活中的构成要素，通

过镜头的选取，有效的把诸多的构成元素截取或组合在画面中，并通过适

当的摄影技术手段完成极具构成特质的摄影作品。该课主要是训练并培养

学生的抽象审美能力、对形式美的发现能力，以及通过摄影技术手段完善

画面构成的创作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概

论、摄影美学、摄影视觉心理学、

摄影原理、摄影史、摄影构图等课

程。前期的课程为这门课程奠定了

基础。构成摄影之后开设的主要课

程有彩色摄影技术与技巧、静物摄

影、商业摄影等，构成摄影课对后

续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启发和引导学

生创造性理解摄影各个门类之间的

关系。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时装摄影

时装摄影是摄影专业一门专业任选课。本课程着重介绍时装摄影的基

本理论知识和拍摄技巧，主要内容包括时装摄影的定义、特点、基本法则、

发展史，时装摄影拍摄所具备的拍摄设备及灯光器材，时装摄影的拍摄技

法和表现手法，时装摄影的构图形式，时装摄影的用光及布光方式等方面

的知识。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时装摄影所需的各种器材的操作

技术，正确使用灯光和曝光控制，学会时装摄影的拍摄技巧，培养学生对

于时尚、对于时装审美的艺术修养，提高学生在时装摄影表现形式上有所

创新的能力，为今后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概

论、摄影美学、摄影构图、摄影用

光、创意摄影、静物摄影课程之后，

通过本课程学习，要求学生在掌握

基本艺术法则的同时，在拍摄过程

中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

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并将艺术修

养达到一定的层次。提高学生在时

装摄影方面的艺术修养和鉴赏水

平，为以后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数字化影像管理流程

数字化影像管理流程是摄影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本课程着重介绍

数字影像的输入、编辑处理及输出打印一系列的工作流程，重点介绍图像

编辑以及在 Photoshop软件中的实际应用，更进一步介绍怎样处理和思考

图像，能够为学生提供一套完整的数码后期处理的解决方案。任务是让学

生掌握大量不同类型风光、人物、静物等图片的后期处理思路及处理技法，

解决从照片导入、组织、管理、修饰和输出的所有数码后期处理问题。培

养学生运用数字软件创作出优秀的数字化影像作品，为今后其他专业课程

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史、

摄影美学、摄影构图、摄影用光、

创意摄影、彩色摄影技术与技巧等

课程，之后学习本专业课程。该课

程所学内容在所有专业核心课程中

都有广泛应用，为其它后续摄影课

程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学期。

色彩写生实习

色彩写生实习的目的是为巩固课堂所学色彩知识，培养学生观察、分

析和综合表现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审美能力，以及对自然、人文景观的感

悟能力。本课程的实习，以透视原理为依据，通过徒手绘画，培养学生敏

锐的色彩观察力，主要包括正确分析色彩组合与概括提炼的能力，对色彩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艺术概

论、素描、色彩、摄影史、摄影基

础与原理等课程，之后学习本专业

课程，为其它后续摄影课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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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理解、想象力以及准确的表现能力。通过实习，让学生了解和掌握

色彩写生的基本技法、光色规律和色彩写生规律，认识三维空间在表达上

的丰富多彩性，充分了解自然界色彩对艺术创作灵感的启示，解决构图能

力和组织色调能力。

打下坚实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摄影构图实习

摄影构图实习对培养学生深入研究摄影语言、表现摄影观念、丰富摄

影实践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本课程的实习，使学生认识到摄影构图实习

是专业基础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门基础能力课程；通过掌握和

熟悉摄影构图的原则和方法，使学生具备专业的眼光和良好的审美修养，

培养学生对景物的外观与内在感知能力、解读能力和自觉运用构图进行表

现的能力，从而将专业知识更好的应用于专业创作之中，促进学生创造力

的发展。

修读该门课程学习设计基础、

摄影概论、摄影基础与原理等课程，

在掌握了一定的摄影基础技术之后

再学习本课程。本课程作为研究构

图形式法则及原理的专业基础课，

它将为后续的专业课程如：静物摄

影、广告摄影、风光摄影及主题摄

影等专业课程夯实坚实的理论基

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古典暗房工艺综合实验

古典暗房工艺综合实验培养学生掌握传统照相机的使用和黑白灰表达

的基本规律，使学生了解各种黑白感光材料的主要性能，并根据实际需要

进行选择；通过对暗房技术的操作，掌握暗房工艺的全过程及常见显、定

影液的配方和性能。为摄影专业奠定传统摄影后期制作的良好基础，为以

后的摄影课程的开展打下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史、

摄影基础与原理、摄影构图、摄影

用光、摄影史之后，前期课程为古

典暗房工艺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和实

践拍摄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摄影灯光照明综合实验

摄影灯光照明综合实验使学生了解摄影灯光照明的基本知识和表现方

法，理解灯光照明在摄影创作中的作用。掌握摄影用光所需的各种灯光照

明器材；掌握不同摄影灯光照器材的光线变化规律，并能运用其变化规律

进行创作。要求学生应独立在不同的灯光照明灯具下完成多种光线的拍摄。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和掌握摄

影基础与原理、摄影构图、摄影用

光等相关课程的知识。通过上述课

程的学习，对室内摄影灯光照明知

识、摄影灯光照明所需的各种器材

及人造光源下各种光线的变化规律

起到很好的理解作用。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3学期。

静物摄影综合实验

静物摄影综合实验课程是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静物摄影的拍摄技巧，

坚持理论教学带动实践的学习，努力消除理论教学中的僵化思想，在熟练

掌握静物摄影拍摄技巧的同时，加强学生视觉审美能力的培养，使得摄影

艺术与摄影技术并行发展。了解和掌握静物摄影的特性，掌握创意摄影的

拍摄技巧及技术手段，培养学生对影像的创意表达，并在表现形式上有所

创新。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史、

摄影基础与原理、黑白摄影与影调

控制、摄影用光、摄影构图、摄影

灯光照明等专业课程知识。通过上

述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对本课

程的学习理解和深入。让学生能够

更好的掌握静物摄影的基础理论知

识和实践技能。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彩色摄影技术与技巧综合

实验

彩色摄影技术与技巧综合实验要求学生掌握光与色的关系，色彩的基

本知识与画面构成，色彩的心理因素，滤镜的运用以及色彩的运用，彩色

影像的画面品质与构成的、分析与评价。要求学生能独立创作出具有一定

艺术水准的彩色作品。培养学生对摄影画面的预先想象力、拓展学生的思

维力和创造力，使学生能顺利拍摄各种场景的彩色影像，为丰富、提高学

生的视觉艺术修养，为将来从事各种图像视觉造型艺术工作奠定扎实的基

础。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史、

摄影基础与原理、黑白摄影与影调

控制、摄影构图、摄影用光等课程

之后，学生在掌握了对传统影像的

构图、用光及曝光技巧的基础上，

更有助于表达自己的拍摄创意。本

课程以理论讲授结合实践拍摄进

行。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创意摄影综合实验

创意摄影综合实验课程实验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使学生个人创作语

汇的完善，更是个人创作延续性能力的培养。了解和掌握创意摄影的特性，

掌握创意摄影的拍摄技巧及技术手段，培养学生对影像的创意表达，并在

表现形式上有所创新。启发学生在摄影创作中潜能的发挥，探索摄影表现

样式的多种可能性。重点解决学生在个人创作处理中的意识问题。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摄影用光、摄影构图及艺

术摄影等相关课程的知识。通过对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创意思

维的培养过程，创意摄影者的素质

构成，创意构思的形成过程，创意

摄影的拍摄技巧及表现形式等内

容。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风光摄影实习

风光摄影实习使学生掌握并能熟练使用风光摄影所需的各种器材，学

会风光摄影的拍摄技巧、造型手段、表现形式，培养学生风光摄影的专业

眼光，及时有效的进行创造性拍摄的能力，并能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创新。

掌握风光拍摄的技巧、手段和表现形式，训练构图能力和对光线的把控能

力，培养专业眼光和美学素养。在拍摄过程中，学会利用滤色镜、光线、

环境等方法来增加画面的空间感、表现力和艺术效果。从题材、意境、画

面与色彩几个方面突出风光摄影的特点，进一步掌握风光摄影艺术特性及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数字影像处理、摄影用光、

摄影构图、摄影灯光照明、古典暗

房工艺、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构

成摄影之后，学生在掌握了传统影

像的构图、用光及曝光技巧的基础

上，进行风光摄影的拍摄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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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达能力；提升人文素养，丰富摄影意象和表达能力，并据此来指导个

人创作与实践。

更有助于表达自己的拍摄创意和思

想情感。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摄影观察与方法实习

通过摄影观察与方法实习，深入学习领会优秀摄影理念与创作方法及

表现形式，提升审美意识，了解摄影的发展趋势和动向；通过考察与调研

活动，使学生了解摄影的现状及前沿动态，开阔视野与创作思路，充分印

证课程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增强对本课程学习意义的认识；提高学生收集

资料、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专业综合能力，为后续课程做好

知识储备和资料准备工作。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概

论、摄影美学、摄影史、摄影构图、

摄影用光、古典暗房工艺等课程。

该课程的学习对本专业的以后的其

它课程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后期

课程开展起到奠定基础的作用。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综合

实验

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综合实验实验教学的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能够

掌握利用曝光对被摄物体进行黑、白、灰影调的表达，把握传统黑白摄影

与数码黑白影像在后期影调控制的区别。在培养学生实践基本功的同时，

利用实验课程的操作要求进行黑白摄影的艺术创作。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先修摄影

原理、黑白暗房技术、摄影用光、

摄影构图等课程。本课程结合摄影

用光和构图等理论知识的学习来培

养学生对黑、白、灰的观察能力、

被摄对象的选择以及组织画面的能

力。同时，本课程也加深了对光线、

构图、曝光以及影调等方面知识的

理解，为以后其他摄影专业课的学

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3学期。

广告摄影市场调研实习

（广告摄影方向）

广告摄影市场调研实习使学生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熟悉和

掌握市场调查的方法，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锻炼与人沟通的能力。

通过实习和对广告摄影市场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使学生能够得出关于国

内广告摄影市场的情况与当代广告摄影发展趋势；通过与团队成员的协作

分工，增强个人的组织能力和团队协作的能力；通过市场调查，提前接触

社会，为大学毕业之后步入社会打下一定的基础。通过实习，使学生正确

认识市场调研的价值，灵活掌握广告摄影市场调研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

巧；能够独立设计、组织常规性的市场调研项目，有效运用市场调研的基

本方法与技巧解决市场营销中的实际问题；同时进一步培养学生观察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毕业后能够迅速适应和驾驭广告摄影市场

调研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数字影像处理、摄影用光、

摄影构图、摄影灯光照明、古典暗

房工艺、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构

成摄影、静物摄影、艺术摄影、风

光摄影之后，通过本课程学习，要

求学生系统掌握市场调研的一般理

论和方法，设计调研提纲和调研方

案，组织实施市场调研活动，通过

对有关数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

析，提炼出调研成果，以指导企业

的营销决策，使企业的营销活动更

有科学性、目的性和针对性。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建筑摄影实习（广告摄影

方向）

建筑摄影实习以建筑为拍摄对象，用摄影语言来表现建筑的专题摄影，

优秀的建筑摄影作品不仅可以被观赏，还具有新闻、商业上的利用价值。

建筑摄影实习的目的是让学生走出教室、开阔眼界，收集建筑影像资料，

了解和掌握建筑物各组成部分的构造，并能根据建筑物的功能要求，提高

建筑摄影的鉴赏和拍摄创作能力。此外，该课程的实习也有助于学生加深

建筑摄影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在建筑形象上形成具体概念，并在此基础上

认识建筑群体的空间组合关系及建筑单体的环境特征。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数字影像处理、摄影用光、

摄影构图、摄影灯光照明、古典暗

房工艺、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构

成摄影、艺术摄影、创意摄影、风

光摄影课程之后，学生在掌握摄影

的构图、用光及曝光技巧的基础上，

进行建筑摄影的拍摄与学习，更有

助于表达自己的拍摄创意和思想情

感。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商业摄影实习（广告摄影

方向）

商业摄影实习通过将学生派送到图片公司、广告公司、设计公司及媒

体传播公司，让学生学以致用，掌握商业摄影的基本技能，并零距离的体

验所学知识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的距离，反思学习方法；认识商业摄影在

广告和商业活动中的价值，提高对商业摄影的认识，加深商业摄影在各领

域应用的感性认识，开阔视野。

在这一过程中，重点让学生了解公司图片管理、图片设计、图片拍摄、图

片运营及媒体传播基本流程，将对今后从事商业摄影工作产生巨大的作用。

通过实习，掌握商业摄影的基本理论和一定的摄影技术与技巧，拓展摄影

思路，发挥想象力与创作力，培养商业摄影创作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古典暗房工艺、摄影观察

与方法、数字影像处理、彩色摄影

技术与技巧、摄影构图、摄影用光、

摄影灯光照明、风光摄影、艺术摄

影、静物摄影之后，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了解商业摄影的表现

风格、表现技法、设计准则，并能

依据其所掌握的商业摄影的知识进

行商业摄影作品创作。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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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摄影实习

新闻摄影实习是通过实习检验新闻摄影课程的教学水平，掌握新闻摄

影的拍摄程序和方法，将时效性应用于新闻摄影实践中；检验所传授的知

识和理论是否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为今后改进教学内容、方法提供实际

依据；检验学生掌握新闻摄影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程度，特别是检验学

生能否将所学到的知识和理论运用到新闻摄影实践活动中去，有针对性的

加以提高。通过实习，身临其境的体会“画面第一”与“新闻性第一”在新闻

摄影中的冲突与调和，进一步认识新闻摄影的性质。在实习中继续不断学

习了解新知识、发现新问题，逐步积累在课堂理论教学中难以学到的经验，

进一步充实专业知识面。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摄影用光、摄影构图、新

闻摄影等课程的知识，是新闻摄影

考察能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广告摄影综合实验

广告摄影综合实验使学生能够掌握广告摄影器材并熟练地运用于拍

摄，以及数字摄影、摄影创作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术，掌握对摄影

用光艺术、摄影曝光艺术、摄影创作的主体意识等摄影艺术方面的基本理

论和实践。了解广告摄影的前沿动态，具备广告摄影的设计和创作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摄影构图、摄影用光、静

物摄影等课程之后，教授学生作为

一个专业广告摄影师所应具备的各

项专业知识，促进学生对于广告摄

影所必须的摄影器材、照明工具、

各类照明灯具的光质特点和基本控

制方法及其综合处理措施的了解；

培养学生对于影棚拍摄的组织、创

作能力，提高学生的理论修养。 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新闻摄影考察实习（纪实

摄影方向）

新闻摄影考察实习课程是一门理论联系实践、培养学生成为合格摄影

人才的综合性、实践性的课程，在摄影专业的办学方向以及确保摄影专业

培养规格方面具有特殊功能。通过本课程的实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现代

化新闻摄影传播媒体的发展状况、特点和规律，加深对专业理论知识和摄

影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新闻摄影行业所需的职业素质和基本技能，为今

后从事新闻摄影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摄影用光、摄影构图、新

闻摄影等课程的知识，是新闻摄影

考察能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报道摄影实习（纪实摄影

方向）

报道摄影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方向课，将纪实性思维应

用于报道摄影实习中，能够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报道摄影的拍摄程序和方法。

通过实习，目的是检验报道摄影课程的教学水平，所传授的知识和理论是

否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为今后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提供实际依据。通过

实习，检验学生对报道摄影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特别是检验

学生能否将所学到的知识和理论运用到报道摄影实践活动中去，能否将文

字与图片在实践过程中和谐统一，并发现不足，及时修正，有针对性地提

高学生实践操作技能。在实习中不断学习和了解新知识、发现新问题，补

充课堂理论教学之外的实践经验，培养专业素养，进一步拓展专业知识的

深度和广度。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史、

摄影基础与原理、摄影用光、摄影

构图、新闻摄影等课程，是报道摄

影能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而报道

摄影课程的开设为以后学习媒体图

片编辑、纪实人像等课程奠定坚实

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媒体图片编辑实习（纪实

摄影方向）

媒体图片编辑实习旨在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社会实践能力，锻炼学

生与人沟通的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实习，检验学生掌握图片编辑基本知识

和基本理论的程度，特别是检验学生能否将所学到的知识和理论运用到图

片编辑实践活动中去，发现问题，有针对性的加以提高，为今后改进教学

内容、方法提供实际依据。通过实习，验证媒体图片编辑课程的教学水平、

与时代的切合度，所传授的知识和理论是否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根据课

程要求拍摄图片编辑资料，为后续的上机实验提供所需的图片编辑资料。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设计基

础（平面、色彩）、数字影像处理、

摄影构图、艺术摄影、新闻摄影等

课程的知识，是媒体图片编辑课程

能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学期。

摄影民俗采风与创作实习

摄影民俗采风与创作实习深入到考察对象所在的环境中,了解各采风

区域生活的各种状态,指导学生进行考察、学习同时要感受考察地区的风土

人情、民风民俗,既增加了学生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又丰富了其自身的民族文

化知识,并且激发了爱国心与关注国家发展的热情。在实习中，培养“文化

眼光”，突出民俗作为艺术创作形式的特点；将民俗作为一种表现文化的手

段放置于一定的人文环境中，并结合文化背景去认识和思考。在抓好课堂

教学、掌握理论知识之外，适时地让学生走出课堂，开阔视野，积累艺术

修养。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数字影像处理、摄影用光、

摄影构图、摄影灯光照明、古典暗

房工艺、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构

成摄影、艺术摄影、风光摄影课程

之后，“艺术采风”教学课程具有专

业教学、社会实践和课外考察等多

重意义，是摄影专业的特色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针对在校学生设置的最后一个重要实践环节，通过实习使

学生更全面了解摄影专业方向的内容及范畴，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进一步了解社会，接触实际，

培养市场意识、经济意识、服务意识，树立正确的事业心和专业责任感。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数字影像处理、摄影用光、

摄影构图、摄影灯光照明、古典暗

房工艺、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构

成摄影、艺术摄影、风光摄影课程

之后，是摄影专业学生社会实践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8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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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

毕业设计创作培养学生的专业创作思维及服务性意识。毕业设计创作

是对学生在四年中所学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的一次强化过程，也是对摄影

专业学生走向社会的一次岗前职业培训。通过毕业设计创作培养学生综合

运用专业知识与专业器材，独立完成专业创作的能力。培养学生理论联系

实际，从摄影的角度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

使学生通过独立调查研究、收集资料、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联系实际，

获取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应学习摄影基础

与原理、数字影像处理、摄影用光、

摄影构图、摄影灯光照明、古典暗

房工艺、黑白摄影与影调控制、构

成摄影、艺术摄影、风光摄影课程

之后，是摄影专业学生所学知识的

强化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8学
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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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艺术学 专业代码：130504

一、培养目标

产品设计专业培养具有“厚基础、宽口径、重能力”、“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具有扎实的工业设计基础理论知识及产品造型能力、

良好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能在企事业单位、专业设计部门、教学科研单位从事以产品创新为重点的设计、管理、科研或教学工作，

也能从事与产品设计相关的视觉传达设计、信息设计、环境设施设计或展示设计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1.具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和艺术学科的基本知识，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市场经济、管理、环保等基础知识，具有正确的运用本国语

言、文字的表达能力。

2.较系统地掌握本专业必需的设计理念、设计方法等知识和视觉艺术传达知识，掌握一定的心理学、工程学和人因学知识。

3.具有较强的表达技能、动手能力、美学鉴赏与创造能力及计算机应用能力。

4.熟悉本专业领域内的专业方向，了解其学科前沿及发展趋势。

5.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创新理念，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开发及组织管理能力，有一定的创业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

2.技术创

新能力

3.创新创

业能力

4.文化艺

术修养

5.表达与

沟通能力

6.手绘表

达能力

7.计算机

辅助设计

能力

8.动手实

践能力

9.工程应

用能力

10.市场

营销能力

11.心理

学与人因

科学应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形势与政策 √ √

大学英语 √ √
体育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信息检索 √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 √ √
艺术概论 √ √ √

工业设计史 √ √ √

素描 √ √
色彩 √ √ √

产品速写 √ √ √

设计基础 √ √
立体构成 √ √

设计心理学 √ √ √

产品造型基础 √ √
电子商务 √

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 √

设计草图 √ √ √
产品色彩研究 √ √

金木工制作 √ √

材料与工艺 √ √
产品设计表现技法 √ √

产品模型制作 √ √

造型考察与设计 √ √ √ √
人机工程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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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 √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 √ √
产品形态设计 √ √ √ √ √ √ √

产品专题设计 √ √ √ √ √ √ √

日用器皿设计 √ √ √ √ √ √ √
灯具设计 √ √ √ √ √ √ √

家用电器设计 √ √ √ √ √ √ √

家具设计 √ √ √ √ √ √ √
产品开发设计 √ √ √ √ √ √ √

交互设计 √ √ √ √ √ √

儿童玩具车设计 √ √ √ √ √ √ √
电动自行车设计 √ √ √ √ √ √ √

老年代步车设计 √ √ √ √ √ √ √

交通工具概念设计 √ √ √ √ √ √ √
产品设计快速表现 √ √ √

产品包装设计 √ √ √ √ √ √ √

产品语义设计 √ √ √ √ √ √ √
旅游产品设计 √ √ √ √ √ √ √

展示设计 √ √ √ √ √ √ √

学科前沿课程 √ √ √
产品仿生设计 √ √ √ √ √ √ √

玩具设计 √ √ √ √ √ √ √

陶艺设计 √ √ √ √ √ √ √
公共设施设计 √ √ √ √ √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

色彩写生 √ √ √
造型考察与设计实习 √ √ √ √ √

人机工程学实习 √ √ √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实习 √ √ √ √
产品包装设计实习 √ √ √ √

产品形态设计实习 √ √ √ √

产品形态设计综合实验 √ √ √ √
展示设计实习 √ √ √ √

灯具设计（儿童玩具车设

计）实习
√ √ √ √

家具设计（老年代步车设

计）实习
√ √ √ √

家具设计（老年代步车设

计）综合实验
√ √ √ √ √

旅游产品设计实习 √ √ √ √

产品开发设计（交通工具

概念设计）综合实验
√ √ √ √ √

产品专题设计综合实验 √ √ √ √ √

毕业实习 √ √ √ √ √ √ √ √ √

毕业设计 √ √ √ √ √ √ √ √ √ √ √

四、专业特色

产品设计专业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本专业通过大量的设计实践，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审美能力及设计表现能力。理论教学以应用为目

的，以“系统、必需、够用”为度；实践教学以项目实训为载体，着重加强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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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干学科

产品设计方法学、人机工程学、材料与工艺学等。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工业设计史、设计基础、立体构成、产品色彩研究、设计心理学、材料与工艺、产品设计表现技法、产品模型制作、机械制

图、造型考察与设计、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产品形态设计、产品包装设计、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人机工程学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素描（1学分/32学时）、色彩（1学分/32学时）、产品速写（1学分/32学时）、立体构成（1学分/32学时）、产品造型基础（1学分

/32学时）、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 I（1学分/32学时）、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 II（1学分/32学时）、产品设计表现技法（1学分/32学时）、

产品模型制作（1学分/32学时）、机械制图（1学分/32学时）、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1学分/32学时）、产品专题设计（1学分/32学
时）、日用器皿设计（1学分/32学时）、灯具设计（1学分/32学时）、家用电器设计（1学分/32学时）、交互设计（1学分/32学时）、

儿童玩具车设计（1学分/32学时）、电动自行车设计（1学分/32学时）、产品设计快速表现（1学分/32学时）、产品包装设计（1学
分/32学时）、产品语义设计（1学分/32学时）、旅游产品设计（1学分/32学时）、展示设计（1学分/32学时）、学科前沿课程（2学
分/64学时）；色彩写生（3学分/3周）、造型考察与设计实习（2学分/2周）、人机工程学实习（1学分/1周）、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

实习（1学分/1周）、产品包装设计实习（1学分/1周）、产品形态设计实习（1学分/1周）、产品形态设计综合实验（2学分/2周）、

展示设计实习（1学分/1周）、灯具设计（儿童玩具车设计）实习（1学分/1周）、家具设计（老年代步车设计）实习（1学分/1周）、

家具设计（老年代步车设计）综合实验（2学分/2周）、旅游产品设计实习（1学分/1周）、产品开发设计(交通工具概念设计)综合实验

（2学分/2周）、产品专题设计综合实验（2学分/2周）、毕业实习（2学分/2周）、毕业设计（8学分/16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39 8 24 10 21 25 33 63

要求学时 2544+41周 784 128 448 208 416 560 41周 896+41周
学分占比 100% 24.00% 5% 15.00% 6.00% 13.00% 16.00% 21.00% 39.38%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艺术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必需的设计理念、设计方法和视觉艺术传达的理论知识，具备综合运用表达技能、动手能力、美学鉴赏与创造力，结合

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产品设计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从事产品设计与开发、科技研究与创新、市场营销与组织的工作，且具备人

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说明：毕业要求应能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以及专业认证相关要求。）

九、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39 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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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Ⅰ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5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5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5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II)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III)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IV)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 16 1 考查 B091501

小计 39 592 32 160 11 9.5 8 7.5 2.5 0.5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

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艺术概论

(Introduction of Art)
3 48 3 考试 B093001

工业设计史

(Industrial Design History)
3 48 3 考试 B093502

素描

(Sketch)
3 32 32 4*16 考查 B09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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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Colour)
3 32 32 4*16 考查 B093504

产品速写

(Product Sketch)
3 32 32 4*16 考查 B093505

设计基础

(Design Basis)
4 64 4*16 考查 B093802

立体构成

(Stereoscopic Constitution)
3 32 32 4*16 考查 B093507

设计心理学

(Psychology for Design)
2 32 2*16 考试 B093508

小计 24 320 128 16 8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0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产品造型基础▲
(Product Form Design
Foundation)

2 16 32 3*16 考查 B098501

电子商务▲
(Electronic Commerce)

2 32 2*16 考查 B098502

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Ⅰ▲
(Computer Aided Product
Design I)

3 32 32 4*16 考查 B098503

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Ⅱ▲
(Computer Aided Product
Design II)

3 32 32 4*16 考查 B098504

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Ⅲ

(Computer Aided Product
Design III)

3 32 32 4*16 考查 B098505

设计草图

(Design Sketch)
2 16 32 3*16 考查 B098506

产品色彩研究

(Product Color Research)
2 16 32 3*16 考查 B098507

金木工制作

(Making of Metalwork and
Carpentry)

2 16 32 3*16 考查 B098508

小计 19 192 128 96 6 3 7 3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材料与工艺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3 48 3*16 考试 B094510

产品设计表现技法

(Product Design
Performance Techniques)

3 32 32 4*16 考查 B094502

产品模型制作

(Making of Product Model)
3 32 32 4*16 考查 B094503

造型考察与设计

(Form Investigation and
Design)

1 16 1*16 考查 B09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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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工程学

(Man-Machine Engineering)
3 48 3*16 考试 B094505

机械制图

(Machine Drawing)
3 32 32 4*16 考试 B094506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

(Products Design Program
and Method)

2 16 32 3*16 考查 B094507

产品形态设计

(Product Form Design)
1 16 1*16 考查 B094508

产品专题设计

(Senior Project of Product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4509

小计 21 256 160 3 9 6 1 2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9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生

活用

品设

计

日用器皿设计

(Design of Utensils for Daily
Use)

2 16 32 3*16 考查 B095501

灯具设计

(Lamp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5502

家用电器设计

(Household Appliances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5503

家具设计

(Furniture Design)
1 16 1*16 考查 B095504

产品开发设计

(Product Explitation and
Design)

2 32 2*16 考查 B095505

小计 9 96 96 9

方向

二交

通工

具设

计

交互设计

(User Interface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5506

儿童玩具车设计

(Children's Toy Car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5507

电动自行车设计

(Electric Bicycle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5508

老年代步车设计

(Elderly Scooter Design)
1 16 1*16 考查 B095509

交通工具概念设计

(Concept Design of Vehicle)
2 32 2*16 考查 B095510

小计 9 96 96 9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产品设计快速表现▲
(Rapid Product Design
Performance)

2 16 32 3*16 考查 B096501

产品包装设计▲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6502

产品语义设计▲
(Product Semantic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6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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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品设计▲
(Tourism Product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6504

展示设计▲
(Space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6505

学科前沿课程▲
(Frontiers of Product Design
Discipline)

4 32 64 6*16 考查 B096506

产品仿生设计

(Design Bionics of Product)
2 16 32 3*16 考查 B096507

玩具设计

(Toy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6508

陶艺设计

(Ceramic Art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6509

公共设施设计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6510

小计 27 256 352 2 10 5 1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33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Public Welfare Labor)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色彩写生

(Clour Sketch)
3 3 3 考查 B097501

造型考察与设计实习

(Form Investigation and Design)
2 2 2 考查 B097502

人机工程学实习

(Man-Machine Engineering)
1 1 1 考试 B097503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实习

(Products Design Program and Method)
1 1 1 考查 B097504

产品包装设计实习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505

产品形态设计实习

(Product form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506

产品形态设计综合实验

(Product form design)
2 2 2 考查 B097507

展示设计实习

(Space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508

灯具设计（儿童玩具车设计）实习

(Lamp Design)(Children’s Toy Car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509

家具设计（老年代步车设计）实习

(Furniture Design)(Elderly Scooter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510

家具设计（老年代步车设计）综合实验

(Furniture Design)(Elderly Scooter Design)
2 2 2 考查 B097511

旅游产品设计实习

(Tourism Product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512

产品开发设计(交通工具概念设计)综合实

验
2 2 2 考查 B097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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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Explitation and Design)(Concept
Design of Vehicle)

产品专题设计综合实验

(Senior Project of Product Design)
2 2 2 考查 B097514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2 2 2 考查 B097515

毕业设计

(Graduation Design)
8 16 8 考查 B097516

小计 33 41 2 3 1 3 5 6 3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是产品设计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它概要地阐述艺术的

基本原理和知识，诸如艺术的本质、艺术的特征、艺术作品的构成、艺术的发展

规律、创作规律、欣赏规律等基础知识，以及党和国家对艺术的方针政策。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拓展艺术视野，提高理论修养；塑造学生的科学创造精神，

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以及艺术鉴赏和批评的能力，使之成为适应新世代需求的

创新型人才。

修读该门课程是展开设计学习的必要

过程，能够明确艺术与设计的理念与范

畴，使学生明确设计学习与艺术探索的

共性和差异。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工业设计史

《工业设计史》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主要讲授世界工业发展

的线索、概貌、各个时期主要流派、组织、代表人物以及代表作品，从而归纳历

史经验和教训，提出今后设计工作需注意的若干问题。从而使学生掌握基本历史

知识、借鉴历史经验、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对于启发学生的观察、分析、创造

能力和研究国内工业设计基本动向和独立思考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修读该门课程既是对《艺术概论》、《设

计基础》等理论类课程另一角度的解读

与发展，也丰富了产品设计专业学生第

二个学期设计类课程学习，更是为接下

来的课程和设计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它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2学期。

素描

《素描》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该课程能够促使学生掌握艺术

造型的方法，需要利用人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研究自然物体的形式特点和认

识它的变化规律，更重要的是表现物体中各种形式的有机关系，素描是解决这些

造型问题的最佳途径。素描的任务是解决学生的基本造型能力，培养学生观察、

分析、理解和表达造型的能力，为今后的产品设计活动做技术和观念上的准备，

从而达到艺术完美地表现对象。在理解对象的基础上绘画，从根本上解决学生在

素描学习中经常遇到的重要问题，并使之逐步体会到素描造型的一般规律，以达

到触类旁通的目的。

该课程主要是以造型为基础，结合美

学、透视学、传播学、艺术学、设计学

及心理学等的一门重要的设计表达基

础课程。学好素描有助于解决学生的造

型能力、对空间的理解能力以及通过素

描来理解设计的含义等等，是产品设计

专业的必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
学期。

色彩

《色彩》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通过色彩静物写生、创意绘画

等形式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能力、深入研究色彩语言和色彩规律、丰富色彩语言，

培养坚实的色彩造型能力，培养正确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手法，逐步提高学生的审

美修养，掌握熟练的塑造方法和表现技巧，绘制出优秀的作品，将基础知识和技

能更好的应用于专业课学习之中。

色彩课是产品设计专业的基础。色彩感

觉、色彩表现技能的水平直接影响到以

后的专业课学习。理解色彩的深刻含义

有助于解决学生的造型能力、理解能

力、色彩感觉和色彩表现技法的提高。

色彩课的学习主要为专业课程的学习

做审美和技法两个方面的准备。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1学期。

产品速写

《产品速写》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就其造型方法而论，该课

程是以“简便的表达方式，迅速准确地描绘物象特征为特点的一种绘画表现形式。

它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随时随地地记录一些形态的结构关系和主要特征。”这
些进入设计构思之前完成的速写，无论是根据具体的设计题目有目的的完成的速

写，还是为了今后的设计课题而进行的图形储备，都是十分必要的。

本课程是针对产品设计专业学生培养

要求而开设，是以培养学生对造型、构

图、明暗、结构关系的表现和画面构想、

材料运用以及记录、表达等综合能力为

目的。让学生在接触纯艺术、提升视觉

品味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训练自身的

创造力、感知力和洞察力。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2学期。

设计基础

《设计基础》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包括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

两大构成形式，让学生利用手绘及电脑作为表达媒介，进行平面构成与色彩构成

的学习。培养学生的造型创造能力、形与色调和能力、鉴赏能力与表达能力。通

过该课程掌握平面构成与色彩构成的基本原理，认识形与色的体系，实验构成的

思维方法、配色方法及表现方法。通过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平面构成的概念、基

本要素、构成方法，掌握形式美的构成原则；还要掌握色彩构成的构成原则和色

彩搭配技巧，培养学生对色彩的欣赏能力、解读能力和自觉运用色彩进行表现的

能力。

设计基础包含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属

于设计专业学生的先修课程。讲述了平

面、色彩构成的原理和基本方法，为立

体构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课程是在

构成的基础上解决平面和色彩之间的

问题，研究如何利用线条和色彩进行排

列组合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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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构成

《立体构成》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是用一定的材料、以视觉

为基础、力学为依据，将造型要素，按照一定的构成原则，组合成美好形体的构

成方法。它是以点、线、面、对称、肌理由来，研究空间立体形态的学科，也是

研究立体造型各元素的构成法则。其任务是，揭开立体造型的基本规律，阐明立

体设计的基本原理。立体构成应用于建筑设计、商品、产品、工业设计等。立体

构成有半立体构成、线立体构成、面立体构成、块立体构成和综合材质立体构成。

《设计基础》是立体构成课的先修课

程，为立体构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

课程是在此基础上解决立体空间的问

题，研究如何利用材料进行空间立体造

型，以及造型的美感、力学特征等问题，

侧重于对学生空间意识或空间直觉的

培养，要求能通过抽象的立体形态体现

形式美的法则，提高学生的形象思维能

力和设计创造能力。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设计心理学

《设计心理学》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其内容包括日用品心理

学、日常行为心理学、知识与记忆、物品的意义、设计的三个层次等。通过学习

《设计心理学》，使学生了解设计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和设计心理学的研究成

果，初步学会从设计心理学的研究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和解决设计问题，在课程

学习的基础上，提高设计理论水平。

《艺术概论》和《工业设计史》都是设

计心理学的先修课程，通过学习设计心

理学使同学具备设计心理学方面的有

关知识，并且运用到专业设计的课程中

去，为后续的产品设计课程打下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产品造型基础

《产品造型基础》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是为学生设计思维开

发和创造性训练而开设的课程。课程内容包括现代造型设计基础的意义，从实践

中提取综合造型设计的思维方法，自然形态与人工形态，产品造型材料、结构和

加工工艺，色彩与肌理，设计思维创新等方面的问题。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全面理

解、掌握形态创造的基本规律和方法，培养运用“眼、手、脑、心”的基本技能，

以正确的思维导向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立系统的评价体系，为最终向专业课

过渡奠定牢固而坚实的基础。

《产品速写》、《设计基础》和《立体

构成》是《产品造型基础》的先修课程。

通过这些课程的训练，使学生学会如何

快速记录表达设计创意，如何运用平面

构成要素和立体构成要素表达造型概

念。从而综合培养学生的手绘表达能

力、平面造型能力和立体造型能力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基础选修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管理科学的

重要分支，是国民经济信息化过程中新技术的应用。它涉及的内容包括：计算机

技术、网络技术、软件技术、数据库技术、安全技术、标准化等信息技术领域，

还涉及到经济、贸易、法律和人文等社会经济领域，是一门文理相互渗透、先进

科学技术与人文经济社会学科知识互相融合的交叉综合性应用学科。

学习《电子商务》课程，学生能够掌握

有关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实现技术和

应对策略，宏观把握企业开展电子商务

的应对方法和实现步骤，掌握对网络环

境下的企业管理方法，为现代企业管理

和信息系统的运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计算机辅助产品

设计 I

《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Ⅰ》是计算机科学在产品设计领域一个重要的应用，它综

合运用软件工程设计原则、计算机图形学的基本算法并结合设计理论的美学原则

进行工业产品的设计、开发与创作 ，促进计算机图形、图像方面的研究成果在

产品设计方面的产业化运用，是对综合实践技能要求较高的一个教学环节。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熟练地运用

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的方法和基本技术；了解计算机辅助设计各领域的发展动

向；培养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高素质高水平的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人才。

《大学计算机基础》和《设计基础》是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大学计算机基础》

使学生了解了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和基

本操作，《设计基础》使学生具备初步

的设计理论和方法，为本课程的学习打

下了必备的基础。产品设计专业的产品

设计课程和毕业设计都需要《计算机辅

助产品设计Ⅰ》课程的学习。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3学期。

计算机辅助产品

设计 II

《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Ⅱ》是计算机科学在产品设计领域一个重要的应用，它综

合运用软件工程设计原则、计算机图形学的基本算法并结合设计理论的美学原则

进行工业产品的设计、开发与创作，是对综合实践技能要求较高的一个教学环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利用 Rhino来辅助产品设计的方法，并且

能够做好效果图的绘制，了解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各领域的发展动向，为以后的

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培养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人才。

《大学计算机基础》和《计算机辅助产

品设计Ⅰ》是本课程的先修课程。《大

学计算机基础》使学生了解了计算机的

基本原理和基本操作，《计算机辅助产

品设计Ⅰ》使学生具备初步的计算机辅

助产品设计的理论和方法，为本课程的

学习打下了必备的基础。产品设计专业

的《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Ⅲ》课程和毕

业设计都需要《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

Ⅱ》课程的学习。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
学期。

计算机辅助产品

设计 III

《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Ⅲ》是以 Pro/E工程设计软件教学为主，着重介绍该软件

在消费电子、高科技领域和玩具的产品设计和模具设计等方面的应用方法，掌握

零件建模、曲面造型、工程图、优化设计方法、模具设计，结合具体的工程设计

实例，进行必要的技能训练，同时简要介绍其它有关设计软件的知识。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利用 Pro/E进行二维草绘设计、三维产品造型设计及

模具设计的方法，了解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各领域的最新发展动向，为以后的专

业课程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培养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和全面发展的设计人才。

《大学计算机基础》和《计算机辅助产

品设计Ⅰ、Ⅱ》是本课程的先修课程。

《大学计算机基础》使学生了解了计算

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操作，《计算机辅

助产品设计Ⅰ、Ⅱ》使学生具备初步的

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的理论和方法，为

本课程的学习打下了必备的基础。产品

设计专业的其它产品设计课程和毕业

设计都需要《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Ⅲ》

课程的学习。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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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草图

《设计草图》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要求学生掌握草图绘制的

基本方法和步骤，在实际设计过程中，按目测比例徒手画出图样的绘图方法，其

作为最直接有效的沟通手段主要用于现场测绘，用来进行设计方案讨论或技术交

流，因此，设计人员必须具备手绘草图的能力。该课程即是培养学生抓住转瞬即

逝的好的构思，用草图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尽快把自己的构思表达出来，这是

一种很有价值的技能。在设计师的创作性活动中，不断地需要将头脑中的构想图

形化，形体、空间、甚至场地氛围都需要通过这样的图画表达，因为这是一种呈

现设计意图的最为便捷的方式。

《素描》、《产品速写》是设计草图课

的先修课程。《素描》作为手绘最基础

的能力不可或缺。《产品速写》使设计

草图表达的准确性和效果能够给予很

大提升。通过草图技法训练的学习，培

养学生对速写、设计速写及设计草图的

认识，提高学生对设计表现的认知能

力。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产品色彩研究

《产品色彩研究》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是教导学生如何应用

色彩的基础理论知识来恰当地进行产品的色彩设计及色彩计划实施的一门课程。

重点讲解色彩学在工业设计专业中涉及到的知识内容以及具体应用方法，帮助学

生掌握色彩学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技法与能力。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培养学生对色

彩概念的理解和在产品设计中的灵活应用。通过大量的色彩设计练习，使学生对

色彩学和产品色彩设计达到较深刻的理解。研究产品配色与消费者的消费心理的

关系，得出一般性的结论，来指导和启示产品设计师进行产品设计活动时在产品

配色这一环节上做出正确的方案选择。

《色彩》、《设计基础》是本课程的先

修课程。《色彩》解决了用合适的色彩

准确的表现产品的问题，提高了通过色

彩表达设计意图的能力。《设计基础》

使同学对产品色彩的应用和整合有更

深入的体会。本课程的学习重点解决产

品的色彩设计问题，使同学了解掌握产

品色彩设计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为以后

的《产品设计》、《产品专题设计》等

专业课打下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
学期。

金木工制作

《金木工制作》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能有效提高学生基本的

手工艺技能，尤其是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是离不开这种基本技能的，而且能够理

解和掌握金属、木工加工的工艺过程，有助于今后制作模型、设计产品和对零部

件的加工工艺的理解。

《设计基础》、《立体构成》是《金木

工制作》的先修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

训练，使学生具备基本的设计感知能

力，在实际操作中起到指引性作用。有

利于综合培养学生的设计表达能力、沟

通交流能力与设计实践能力等。这些课

程的学习是熟练掌握《金木工制作》的

重要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材料与工艺

《材料与工艺》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概括介绍了金属材料、陶瓷

与玻璃、塑料橡胶、木材、复合材料、新材料的特性及加工工艺。主要介绍产品

设计中常用材料的特点、性能和造型特征及应用范围，产品外观装饰的典型面饰

工艺、方法及其选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各种造型材料的性能特点

及加工工艺。本课程由造型材料、产品造型工艺和造型材料表面处理组成，是一

门艺术与科学交叉融合与应用性强的新学科，设计是人类的需求与目的、材料的

工艺结构、技术的原理组合、造型的审美形式等重要因素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系统，

不可分割，相关的材料与工艺知识是设计的重要因素和基础。

《设计基础》和《立体构成》是本课程

的先修课程。《设计基础》使学生具备

初步的设计理论和方法，《立体构成》

使学生了解了空间构成的基本原理和

材料的初步使用，为本课程的学习打下

了必备的基础。产品设计专业的《产品

设计程序与方法》、《产品专题设计》、

《产品模型制作》等课程和毕业设计都

需要《材料与工艺》课程的学习。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产品设计表现技

法

《产品设计表现技法》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介绍产品设计表现图

的基本概念、分类、特点、功能，产品设计表现的基本技能等。它不仅能丰富学

生的立体空间概念，同时还能培养学生分析、理解、创新的能力。其主要教学任

务是介绍产品设计表现图的各种技法，主要包括水粉底色画法、透明水色画法、

钢笔淡彩画法、色粉笔与马克笔画法、底色画法、高光画法等。通过学习这一学

科，训练同学敏捷的思维能力、快速的表达能力，同时培养同学在产品设计中的

创新能力。

《产品速写》、《设计草图》、《产品

设计快速表现》都是《产品设计表现技

法》的先修课程，让同学掌握基本的造

型能力。《产品设计表现技法》在此基

础上运用各种工具绘制产品效果图，训

练同学敏捷的思维能力、快速的表达能

力，为产品设计中设计创意的表达奠定

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产品模型制作

《产品模型制作》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是训练和培养学生将平

面（三视图）制作成立体模型，并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模型制作的原理、方法、步

骤，及各种制作模型的材料性能、质地处理等。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今

后学习产品设计课时，能够将自己的设计，选用适当的材料制作出仿真的样品。

开设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建立空间概念，学习造型处理手法，认识产品内部结构

及其生产制造方法。训练学生动手能力，培养其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

《人机工程学》是产品模型制作课的先

修课程，是产品模型制作的依据。产品

模型在产品设计专业中既是设计手段

之一，又是产品的设计过程。通过模型

实验，让学生掌握使用模型进行产品设

计的程序与方法，研究概念形态与产品

实体的关系，为学习后续课程以及从事

产品设计工作，奠定必要的模型制作工

艺基础和较为扎实的实践基础。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4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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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考察与设计

《造型考察与设计》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锻炼书写调查报告，掌握市场调查的方法和写作调研报告的技巧，了解产品造型

的发展趋势；找到产品造型设计的方法和途径。其次通过参观传统造型和风俗特

点，了解传统造型学习的范围和内容。掌握野外科学考察和研究的方法，培养学

生了解、注意、观察学习生活中的有关产品问题，为以后的专业设计打下基础。

《材料与工艺》、《产品设计表现技法》、

《产品模型制作》是《造型考察与设计》

的先修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训练，使

学生学会理解造型对于产品设计的重

要性，对造型的种类和方法形成一定认

识。更好的理解材料、工艺、模型制作

等过程中对造型的处理手段和处理过

程。为后续的设计积累造型素材，领会

造型技法。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人机工程学

《人机工程学》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内容包括人机工程学的基

本概念，人机工程学与产品设计的联系，人机工学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要求学

生全面了解人机工程学的工作内容及相关要素，系统地学习人机工程学的基础理

论。通过实习考察，在实际产品中需找人机工程学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加强理

解；同时通过设计实践的训练，让学生掌握产品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步骤，提高学

生的构思创新、动手动脑的综合设计能力。

《工业设计史》是《人机工程学》课程

的先修课程，主要了解工业设计的发展

过程以及各时期的流派风格，为人机工

程学的学习提供理论依据；本课程解决

的是如何处理人-机-环境的关系问题，

安排在《产品设计》、《产品专题设计》

之前，以便为产品设计奠定“以人为本”
的设计理念。充分体现产品使用的合理

性、舒适性、科学性。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3学期。

机械制图

《机械制图》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是通过

研究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的原理和方法，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工程设计能

力和计算机绘图能力。工程图样被称为“工程界的语言”，它是表达和交流技术思

想的重要工具，是工程技术部门的一项重要技术文件，同时也是产品设计和实际

生产工序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设计基础》是它的先修课程，为学生

提供设计的基本理念，为具体的设计提

供一个比较完整的设计思路，《机械制

图》是产品设计中定量的工具和方法，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基本

的设计技能，为以后的专题设计打好基

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产品设计程序与

方法

《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内容包括产品设计

的基本概念，产品设计的设计程序与方法，产品造型创意的基本方法与创意构思

方法，产品造型设计的基本法则。要求学生全面了解产品设计的工作内容及相关

要素，系统地学习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的基础理论。同时通过设计实践的训练，

让学生掌握产品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步骤，提高学生的构思创新、动手动脑的综合

设计能力。

《人机工程学》、《产品设计表现技法》、

《造型考察与设计》是《产品设计程序

与方法》的先修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

训练，使学生学会在产品设计中如何运

用人机工程学知识；如何表现自己的设

计创意；如何运用恰当的市场调研方

法，收集和分析相关的设计资料，综合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设计表达能力、

信息收集与整理能力、沟通交流能力与

设计实践能力等。这些课程的学习是熟

练掌握《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的重要

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产品形态设计

《产品形态设计》是产品设计的一门专业核心课，内容包括产品形态设计的基本

概念，形态的视觉认知与情感征兆，产品形态设计的基本方法与创意构思方法，

产品形态设计的基本法则。要求学生全面了解产品形态设计的工作内容及相关要

素，系统地学习产品形态设计程序与方法的基础理论。通过理论学习和设计实践

提高学生的设计素养和实际动手设计能力。

《设计基础》和《立体构成》课是本课

程的先修课程。产品的形态就是由基本

的立体构成组合而来，《立体构成》使

学生了解构成的原理和立体构成的基

本方法，锻炼了立体思维，为产品形态

设计课打下了良好的空间设计基础；

《设计基础》为学生提供设计的基本理

念，为具体的设计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

设计思路，产品形态设计的设计过程需

要学生的基本设计素养。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5学期。

产品专题设计

《产品专题设计》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主要是让学生综合产品设

计的专业理论及相关知识，进行专题设计，以培养学生进行综合性创新设计的能

力。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深刻理解产品创新开发和系统化设计方法以

及思想，能够从商品化角度进行专题设计，深入企业设计一线，为从事产品设计

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是产品设计专业毕业设计前的

一门综合性课程，综合了该专业所学的

所有知识，是对所有课程的一个总结和

创新以及实际应用。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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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器皿设计

《日用器皿设计》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内容包括日用品设计的创

意构成要素、市场调研、案例分析、设计深入及实践等。在于培养学生创意能力

及适合生活类产品的创意思维。通过相关的设计程序及方法，激发学生从多角度

出发，观察生活与设计，强调从用户体验情感要素入手，最终落实以某一限定类

别的产品或某一限定类别的主题进行创新思考及设计。

《人机工程学》、《设计心理学》、《材

料工艺学》、《产品设计快速表现》等

都是《日用器皿设计》的先修课程，通

过学习本课程，使同学具备观察生活的

习惯和能力，并且运用到专业设计的课

程中去，深刻理解并运用用户体验和交

互情感等相关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灯具设计

《灯具设计》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内容包括现代产品设计的系统

理念、设计程序与制图、设计报告和图表册制作、创造学基础知识和设计方法论、

市场调查和设计心理学等。要求学生全面了解产品设计的工作内容及相关要素，

系统地学习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的基础理论。同时通过设计实践的训练，让学生

掌握产品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步骤，提高学生的构思创新、动手动脑的综合设计能

力。

《人机工程学》、《设计心理学》、《材

料工艺学》、《产品设计快速表现》是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课程强调新观念、

新的使用方式、新材质、新技术在产品

设计中的体现，对市场心理学、产品语

意学、产品象征价值等方面也做细致的

研究；对消费者的认知和偏好也做一定

的研究，从而达到创新目的。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学期。

家用电器设计

《家用电器设计》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课程内容包括找寻开发原

点、了解构造功能及环境，开拓形态、工艺分析、制图、模型制作等。要求学生

全面了解产品设计的工作内容及相关要素，系统地学习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的基

础理论。同时通过设计实践的训练，让学生掌握家用电器产品设计的基本方法与

步骤，提高学生的构思创新、动手动脑的综合设计能力。

《人机工程学》、《设计心理学》、《材

料工艺学》、《产品设计快速表现》是

《家用电器设计》的先修课程。课程强

调新观念、新的使用方式、新材质、新

技术在产品设计中的体现，对市场心理

学、产品语意学、产品象征价值等方面

也做细致的研究；对消费者的认知和偏

好也做一定的研究，从而达到创新目

的。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家具设计

《家具设计》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家具设计是产品设计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根据产品的具体功能要求及相应标准，运用设计美学原理和物质技术

手段，创造出功能合理、舒适优美的工业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该课程通过对其

设计理论的讲授、课堂作业的训练以及各实践环节，使学生掌握科学的设计思维

和方法，为更好学习之后的环境设计课程打好基础。

《家具设计》与其它产品设计课程有着

非常紧密的联系，该课程能够使学生建

立科学的设计思考方式，正确的协调家

具设计与工业产品与制造生产的关系，

从而能够更好的把握产品从设计到生

产制作与销售的整体内容。与其后的产

品设计等课程共同构成环境设计的完

整教学任务。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产品开发设计

《产品开发设计》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内容着重于围绕产品开发

设计的特征，从产品创新和产品开发的概念入手，穿插实际案例，并对新产品战

略与组织管理、新产品开发设计程序、产品创新方法、产品评估和产品市场导入

五个方面作了全面的讲述。

《产品设计表现技法》、《家具设计》、

《日用器皿设计》、《灯具设计》、《家

用电器设计》都是《产品开发设计》的

先修课程，让同学们掌握产品设计的程

序与方法。目的是开阔学生视野，更好

地认识产品设计在企业整个商业运作

中的角色，从而更好地驾驭设计，并为

学生在有机会的条件下参与企业产品

开发项目的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基础

知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交互设计

《交互设计》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交互设计是一种如何让产品易

用，有效而让人愉悦的技术，它致力于了解目标用户和他们的期望，了解用户在

同产品交互时彼此的行为，了解“人”本身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同时，还包括了解

各种有效的交互方式，并对它们进行增强和扩充。交互设计还涉及到多个学科，

以及和多领域、多背景人员的沟通。产品交互设计的目的即是解决此类问题。

《交互设计》的先修课程为《人机工程

学》、《设计心理学》、《产品设计程

序与方法》，后续课程有《产品专题设

计》。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儿童玩具车设计

《儿童玩具车设计》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是在完成了基础课、专

业基础课及大部分专业课程的学习之后开设的。玩具车是现实生活中真实汽车的

缩影，同时也是一种设计艺术的体现。该课程为满足市场需求，目标为设计外观

时尚、构造逼真、控制灵敏、质量可靠的儿童玩具车，不仅使材料安全卫生，而

且易于批量生产。使学生通过对玩具车的设计可以加深对玩具和汽车相关设计的

理解与认识，对实际的生产生活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材料与工艺》、《造型考察与设计》、

《人机工程学》和《产品专题设计》都

是《儿童玩具车设计》的先修课程，让

同学掌握各种基本设计能力和设计方

法。在此基础上运用以上各种技能课程

和设计方法，整合协调起来进行儿童玩

具车的设计，为设计项目的顺利实施奠

定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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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设计

《电动自行车设计》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是在完成了基础课、专

业基础课及大部分专业课程的学习之后开设的。电动自行车以其特有的电力驱动

技术、高效环保节能的控制技术、人性化的操作方法，受到用户的欢迎，因为它

经济、实惠、便捷、实用，同时也是国家解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石油短缺的

极为有效的手段，正日益成为中国广大普通消费者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电

动自行车是以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两个车轮，能实现人力骑行、电动或电

助动功能的特种助力车。它虽然具有普通自行车外表特征，但主要的是，它是在

普通自行车的基础上，安装了电机、控制器、蓄电池、转把、闸把等操纵部件和

显示仪表系统的、机电一体化的个人交通工具。

《材料与工艺》、《造型考察与设计》、

《人机工程学》、《产品专题设计》都

是《电动自行车设计》的先修课程，让

同学掌握各种基本设计能力和设计方

法，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学生已经学习完

成设计方面课程的相关知识。本课程中

学生会比较直观地接触大量典型构件

设计和整车设计，从而对其他交通工具

设计、毕业设计等课程的学习也会有所

帮助，在技能与意识培养方面可为后续

类似实验性课程奠定基础。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老年代步车设计

《老年代步车设计》课程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在面对市场的基础

上，对老年人消费能力、消费心理和老年人用品市场状况进行分析；同时对代步

电动车国内市场进行了解学习，对该产品的技术的先进性、适用性、技术的可靠

性、技术后果加以陈述，并且学习其制造成本，从而说明对老年人代步电动车进

行商品开发的可行性。然后从道路、停车场等使用环境，其他车辆驾驶者及行人

与老年人代步车的联系，说明环境对产品设计的影响：以及人体工程学、设计心

理学等对老年人代步车的设计要求;强调老年人代步车设计开发中人-机-环境三

者关系的和谐。接着确定老年人代步车车身外观设计的目标和流程，根据总体布

置设计的要求提出老年人代步车外观多种方案，最后从车身覆盖件的分块设计，

车身与车架的连接与固定等说明老年人代步车的结构设计方面内容。

《材料与工艺》、《造型考察与设计》、

《人机工程学》、《产品专题设计》都

是《老年代步车设计》的先修课程，让

同学掌握各种基本设计能力和设计方

法，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学生已经学习完

成设计方面课程的相关知识。本课程中

学生会比较直观地接触大量典型构件

设计和整车设计，从而对其他交通工具

设计、毕业设计等课程的学习也会有所

帮助，在技能与意识培养方面可为后续

类似实验性课程奠定基础。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6学期。

交通工具概念设

计

《交通工具概念设计》课程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交通工具形态的

形成演化一直都是受到来自自然与社会的多重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造型这样

一个看似单纯的创造活动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道理。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学

生能够了解各类交通工具（各种民用客机、运输机、客轮、货轮、跑车、火车、

自行车、三轮车、人力车、摩托车、家用轿车、巴士、城市地铁等）的历史发展

及其造型的人文属性，社会属性，象征性等，并能够系统地掌握交通工具概念设

计的程序、方法和具体技术。

《材料与工艺》、《造型考察与设计》、

《人机工程学》、《产品专题设计》都

是《交通工具概念设计》的先修课程，

让同学掌握各种基本设计能力和设计

方法，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学生已经学习

完成设计方面课程的相关知识。本课程

中学生会比较直观地接触大量典型构

件设计和整车设计，从而对其他交通工

具设计、毕业设计等课程的学习也会有

所帮助，在技能与意识培养方面可为后

续类似实验性课程奠定基础。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6学期。

产品设计快速表

现

《产品设计快速表现》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是产品造型设计过程

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表现形式，它将贯穿于工业设计学科整个产品设计的各个阶

段。快速表现是在产品设计的发想阶段进行的对方案进行研究思考的设计表现形

式，它通过更快捷的表达手段，准确的表达设计思考的过程。该课程以透视和比

例为基准，通过基本线条和基本几何图形的训练，帮助学生提高对产品的造型分

析能力。以简洁、清晰、新颖的表现方法贯穿始终，以提高学生三维造型的思维

能力，逐步提高学生的产品设计表现能力。

《素描》、《设计草图》、《产品速写》

是本课程的先修课程。素描作为手绘最

基础的能力不可或缺。通过产品设计快

速表现的学习，培养学生对速写、设计

速写及设计草图的认识，提高学生对表

现的认知能力，从而使学生能够对产品

设计快速表现这门课有一个深厚的基

础，上手快，效果好，也对以后的后续

课程甚至是设计项目提供了较好的平

台和发挥空间。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
期。

产品包装设计

《产品包装设计》是产品设计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是为了使学生在包装设计中重

点掌握包装盒结构的功能作用、包装结构设计需要考虑的问题、包装盒绘图的要

求等内容而设置的。理论与方法部分主要学习包装设计的基本方法和理念以及优

秀的作品分析，通过理论指导让学生掌握包装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思路，为包装设

计的实际应用打好准备。软件部分主要学会运用 CorelDRAW和 photoshop来进

行包装制图和包装表面设计，掌握 CorelDRAW和 photoshop的关键技术，达到

熟练运用 CorelDRAW 和 photoshop的技巧。为全面掌握包装结构与艺术造型设

计而设置。

《立体构成》和《设计基础》都是《产

品包装设计》的先修课程。包装设计中

纸盒结构的设计是立体形态在实际生

活中的运用；《设计基础》为学生提供

设计的基本理念，为具体的设计提供一

个比较完整的设计思路，培养学生的基

本设计素养，为做实际的设计打好基

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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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语义设计

《产品语义设计》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主要对产品语义学的相关

理论、研究人造物的形态在使用情境中的象征特性，以及如何应用在工业设计上

的学问进行授课。产品语义学侧重于从符号学、传播学、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

产品形态的使用环境中的象征意义。通过《产品语义设计》的教学：一方面，为

学生将来从事设计工作所用符号具有更丰富的精神功能；另一方面，培养和提高

学生的创造性，综合思维能力和综合表现能力。传达产品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时代

感，为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设计基础》和《设计表现技法》都是

《产品语义设计》的先修课程。《产品

语义设计》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

生：掌握产品语义学的基本原理，掌握

产品语义的内涵与外延、整理和分析的

方法和工具；具有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5学期。

旅游产品设计

《旅游产品设计》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旅游工艺品是现代发展起

来新兴产业，并且有很大的发展前景。课程首先使学生了解各种工艺特色，同时

能够运用工艺手段进行创作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旅游工艺品，并且为今后就业工作

创造更多的机会。

《产品设计表现技法》、《产品设计程

序与方法》都是它的先修课程。《产品

设计表现技法》是进行设计专题中必须

掌握的技能，只有通过良好的手绘才能

为产品设计提供准确、有创意的草案，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进行完善，完成整

个旅游产品设计的过程；《产品设计程

序与方法》是进行产品设计创作必须掌

握的能力，只有掌握了科学的程序与方

法，才能较好的完成旅游产品设计的课

题，提高设计的效率和质量。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7学期。

展示设计

《展示设计》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是一门对产品展示空间、材质、

色彩、照明等知识进行综合运用的过程，也是将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的理论熟练

运用到实践中去的课程，是能够在既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运用艺术设计语言，通

过三维空间与平面的精确创造，使其产生独特的产品展示空间氛围，起到展示展

品、宣传品牌的意图。本课程教学主要包含三部分，课堂教学、实验教学以及实

习教学，通过多媒体教学、调研考察和专题产品展示综合实验的形式，培养学生

掌握产品展示空间设计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使学生今后能够从事与产品展示

策划、设计、施工等相关工作。

《产品设计表现技法》、《人机工程学》、

《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是《展示设计》

的先修课程。《产品表现技法》解决产

品设计表现基本设计方法，锻炼学生的

空间表现能力，为展示空间设计打下良

好的基础；《人机工程学》是研究展示

道具空间的设计依据，《计算机辅助产

品设计》是展示设计表现全方位的手

段。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学科前沿课程

《学科前沿课程》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本课程主要介绍工业设计

学科的研究前沿、发展趋势和最新研究工作，从学术角度划分，内容包含 3D打

印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发展趋势，设计思维、通用设计、体验设计、可持续设

计等设计研究的最新动向。同时介绍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力的设计竞赛，总结归纳

设计竞赛规律和经验。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了解本学科的最新设计研

究方法以及思想，并与设计竞赛实践相结合，打开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设计研

究能力。

本课程是产品设计专业介绍最新学科

发展的一门综合性课程，在学生熟悉设

计流程和方法，并具备在一定产品设计

经验的基础上，教授设计相关领域的技

术发展趋势和理论研究动向。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7学期。

产品仿生设计

《产品仿生设计》是产品设计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是产品设计中的一种非常有效

并且方向性很强的设计方法。它是在仿生学和设计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

兴边缘学科，主要涉及到数学、生物学、电子学、物理学、控制论、信息论、人

机学、心理学、材料学、机械学、动力学、工程学、经济学、色彩学、美学、传

播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

《设计基础》、《产品设计表现技法》

都是它的先修课程。《设计基础》让产

品设计专业的学生掌握产品设计的基

本思路以及设计的方法和流程，产品仿

生设计正是设计基础在实际设计中的

一种运用；《产品设计表现技法》是进

行设计专题中必须掌握的技能，只有通

过良好的手绘才能为产品设计提供准

确、有创意的草案，在此基础进一步的

进行完善，完成整个产品仿生设计的过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玩具设计

《玩具设计》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是产品设计中的一个分支，是

产品设计专业学习的具体应用，是产品设计专业学生设计技能实际应用的课题。

玩具设计的需求随着社会和生活素质的提升越来越高，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和设

计师注重的课题。

《产品设计表现技法》、《产品设计程

序与方法》都是它的先修课程。《产品

设计表现技法》是完成玩具设计的先决

条件，只有通过良好的手绘才能为产品

设计提供准确、有创意的草案，在此基

础进一步的进行完善，才能完成整个玩

具设计的过程；《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

是进行产品设计创作必须掌握的能力，

只有掌握了科学的程序与方法，才能较

好的完成玩具设计的课题，提高设计的

效率和质量。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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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艺设计

《陶艺设计》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课程内容包括陶艺设计的方法

和步骤，陶艺设计中的设计思路的掌握以及实际的陶艺设计创作。使学生了解熟

悉掌握如何利用陶土进行专业艺术设计制作材料及加工设备；了解陶瓷艺术设计

的相关加工设备；掌握不同设计阶段陶瓷艺术设计的加工程序与方法；锻炼三维

空间造型能力，熟悉利用陶土进行工业设计和艺术设计的创作过程；为专业设计

和毕业设计提供新的途径和更广阔的创作空间。

在学习了《立体构成》课程的基础上，

本课程主要是锻炼学生的艺术设计能

力。陶艺设计课主要解决空间想象和三

维设计问题，熟悉利用陶瓷进行工业设

计和艺术设计的创作过程，表达出个人

的艺术观念，为专业设计和毕业设计提

供新的途径和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公共设施设计

《公共设施设计》是产品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课程内容包括公共设施设

计的基本概念，公共设施的设计程序与方法，公共设施设计的基本法则，公共设

施设计的案例分析。要求学生全面了解公共设施设计的工作内容及相关要素，系

统地学习公共设施设计程序与方法的基础理论。通过《公共设施设计》的教学：

一方面，为学生将来完成公共设施方面的设计提供思路和设计实践；另一方面，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造性，综合思维能力和综合表现能力。

《设计基础》和《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

是本课程先修课程。《设计基础》为学

生提供设计的基本理念，为具体的设计

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设计思路，公共设

施的设计过程需要学生的基本设计素

养；《产品设计程序与方法》是完成一

个实际设计课题所必须掌握的知识，产

品设计程序与方法为公共设施设计的

实验阶段提供理论的支持，提高设计的

效率和质量。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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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艺术学 专业代码：130505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能从事服装与服饰设计策划和时装研究方向，具有较强的设计创造能力和动手制作能力，具有较强的市场设计意识和市场竞

争能力，掌握服装企业，服装市场的基本运作知识，以及把握时尚潮流并进行流行预测的基本方法。能在服装艺术设计领域与应用研究

型领域及艺术设计机构从事设计、研究、教学、管理等方面工作的专门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应能够掌握服装与服饰设计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专业技能，能够理解服装与服饰设计的概念和掌握设计方法，具备综

合审美素质和修养，具有独立进行装饰艺术设计实践的基本能力，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熟练掌握各种服装设计方法、结构、工艺和制作

技能，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具备服装开发、设计、生产管理和营销等基本能力。同时，本专业人才培养规格一般还

有一下要求：

1.在素质结构方面，要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品质，以及法制意识、诚信意识、团队合作意识；在文化素质上具有较

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文学艺术修养，并具有现代意识、人际交往意识；身心健康；

2.在知识结构方面，要求除本专业确定的学科基础知识和专业能力外，同时具有一定的外语、计算机及信息应用技术、文献检索、论文

写作等方面的工具性知识，以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

2.表达与

沟通能力

3.专业设

计能力

4.创新实

践能力

5.工艺制

作能力

6.设计应

用能力

7.获取信

息的能力

8.开拓视

野、行业发

展趋势

9.文化艺

术素养

10.计算机

应用及设

计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and policy）
√ √ √

大学英语

（College English ）
√ √ √

体育

（Physical education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 √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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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
Major）

√ √

艺术概论(Introduction of
Art)

√ √ √

素描(Sketch) √ √

色彩(Colour) √ √
速写(Quick Sketch) √ √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

(Design Basics)
√ √ √ √

服装效果图(Apparel
Working Sketch )

√ √ √ √

图案设计▲(Graphic
Design)

√ √ √ √ √

中外服装史▲(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lothing)

√ √

时装摄影▲(Fashion
Photography)

√ √ √ √

服装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stume)

√ √

国画（工笔人物）(Chinese
Painting（Figure
Painting） )

√ √

首饰艺术设计(Jewelry
Artistic Design)

√ √ √ √

纤维工艺(Fiber
Technique)

√ √ √

装饰设计(Decoration
Formative Art and
Modeling)

√ √ √

镜前造型展示(Modeling
Display in Front of
Mirror)

√

服装设计基础(Clothing
Design Basic)

√ √ √ √

服装结构设计(Clothing
Structural Design )

√ √

纺织服装材料(Textile
Science for Apparel)

√

服装机械与工艺制作

(Garment Machinery And
Sewing Techniques)

√ √

服装工艺与制作(Fash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 √

服装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 of
Clothin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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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采风与专题服装设

计(Design of Folk Custom
and Special Clothing)

√ √ √ √ √

高级成衣结构设计

(Senior Ready-to-wear
Pattern Design)

√ √ √

高级成衣工艺(Advanced
Ready-to-wear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 √

服装工业样板技术

(Clothing Industry Pattern
Technology)

√ √

服装厂规划与设计

(Garment Factory
Planning and Design)

√ √ √ √

服装生产管理(Apparel
Production Management)

√

针织服装设计(Knitting
Apparel Design )

√ √ √ √

创意设计表现(Creative
Design Performance)

√ √ √

服饰搭配设计(Fashion
Collocation Design)

√ √ √ √

品牌服装设计(Branded
Fashion Design)

√ √ √ √

服装专题设计(Thematic
Fashion Design)

√ √ √ √ √

印染工艺▲(Printing and
Dyeing Handicraft)

√ √

服装立体裁剪

▲(Clothing Draping )
√ √

服装展示陈列设计

▲(Design of clothing
display and exhibition)

√ √ √ √

服装电子商务与营销

▲(Clothing E-commerce
and E-marketing)

√ √ √ √

形象设计 (Image Design) √ √ √ √

设计史(History of Art
Design)

√ √ √

公共艺术(Public Art) √

家纺用品设计(Home
Textile Design)

√ √ √ √

展示与表演(Pres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

公益劳动（Public welfare
labor ）

√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

√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

√ √ √

图案（服饰）实习(Graphic
Design exercitation)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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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写生(Color
exercitation)

√ √ √ √ √

服装立体裁剪（Clothing
Draping）

√ √

针织服装设计（设计方

向）(Knitting Apparel
Design )

√ √ √

服装工艺综合实验

(Fash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

高级成衣结构设计（工程

方向）(Senior
Ready-to-wear Pattern
Design)

√ √ √ √

民俗采风与专题服装设

计实习(Design of Folk
Custom and Special
Clothing)

√ √ √ √

服装厂设计与规划实习

（工程方向）(Garment
factory design and
planning exercitation)

√ √

服装展示陈列设计实习

(Design of clothing
display and exhibition)

√ √

品牌服装设计实习

(Branded Fashion Design) √ √ √

服饰搭配设计（设计方

向）(Fashion Collocation
Design)

√ √ √ √

创意设计表现（设计方

向）(Creative Design
Performance)

√ √ √

高级成衣工艺（工程方

向）(Advanced
Ready-to-wear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 √ √

高级成衣工艺综合实验

（工程方向）(Advanced
Ready-to-wear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 √ √

服装专题设计（设计方

向）(Thematic Fashion
Design)

√ √ √ √ √

服装专题设计综合实验

（设计方向）(Thematic
fashion design)

√ √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 √ √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Graduation Design)
√ √ √ √

四、专业特色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包含了服装设计、服装工程、等不同的专业学术方向，是一门与国际服装业发展同步接轨的综合性学科。服装设计

是服装行业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特色是面向服装生产企业以及服装消费市场的开发；重点研究现代服装的设计表现、理论基础、历史

演变、流行预测、市场消费和品牌经营等。服装工程技术是服装行业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特色是面向服装的工业化生产；重点研究

现代服装生产、加工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备等，主要体现服装专业的工程属性，具有与服装与服饰设计方向同等的学术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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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干学科

设计学、美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素描、色彩、设计基础、服装学概论、服装效果图、服装材料学、服装立体裁剪、服装结构设计、服装工业样板技术、服装

工艺、中外服装史、服装 CAD、服装企业设计与规划、成衣设计制板、服装电子商务与营销、服装专题设计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军事理论与技能（2学分）、公益劳动（1周）、安全教育（2周）、社会实践（2周）、图案（服饰）(1学分/1
周)、色彩写生(3学分/3周)、服装立体裁剪(1学分/1周)、针织服装设计（设计方向）(1学分/1周)、服装工艺综合实验 I(1学分/1周)、
服装工艺综合实验Ⅱ(1学分/1周)、高级成衣结构设计（工程方向）(1学分/1周)、民俗采风与专题服装设计实习(3学分/3周)、服装厂

设计与规划实习（工程方向）(2学分/2周)、服装展示陈列设计实习(1学分/1周)、品牌服装设计实习(1学分/1周)、服饰搭配设计（设

计方向）(1学分/1周)、创意设计表现（设计方向）（1学分/1周）、高级成衣工艺（工程方向）(1学分/1周)、高级成衣工艺综合实验

（工程方向）(5学分/5周)、服装专题设计（设计方向）(1学分/1周)、服装专题设计综合实验（设计方向）(5学分/5周)、毕业实习(2
学分/2周)、毕业设计（论文）、答辩(8学分/16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39 8 21 8 26 25 33 65

要求学时 2612+41周 784 128 432 164 608 496 41周 1024+41周
学分占比 100% 24.37% 5% 13.12% 5.00% 16.25% 15.63% 20.63% 40.63%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艺术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服装与服饰设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服装与服饰设计及艺术创作的专业技能和方法并具有独立实践的能力；了

解国内外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了解国家有关文化艺术事业及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法规以及市场的动态和走向；初

步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方法并具备初步研究的能力。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39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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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5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5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5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
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
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
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91701

小计 39.0 592.0 0.0 32.0 160.0 11.0 9.5 8 7.5 0 2.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

修课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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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艺术概论(Introduction
of Art)

3 48 3 考试 B093708

素描(Sketch) 3 32 32 4*16 考查 B093712

色彩(Colour) 3 32 32 4*16 考查 B093713

速写(Quick Sketch) 3 32 32 4*16 考查 B093714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

(Design Basics)
4 48 32 5*16 考查 B093705

服装效果图 I(Apparel
Working Sketch I)

3 32 32 4*16 考查 B093706

服装效果图Ⅱ(Apparel
Working SketchⅡ)

2 16 32 3*16 考查 B093707

小计 21 240 192 9 7 2 3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图案设计▲(Graphic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8701

中外服装史▲(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lothing)

2 32 2 考试 B098702

时装摄影▲(Fashion
Photography)

2 16 32 3*16 考查 B098703

服装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stume)

2 36 3*12 考查 B098704

国画（工笔人物）

(Chinese Painting
（Figure Painting） )

2 16 32 3*16 考查 B098705

首饰艺术设计(Jewelry
Artistic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8706

纤维工艺(Fiber
Technique)

2 16 32 3*16 考查 B098707

装饰设计(Decoration
Formative Art and
Modeling)

2 16 32 3*16 考查 B098708

镜前造型展示

(Modeling Display in
Front of Mirror)

2 16 32 3*16 考查 B098709

小计 18 180 224 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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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服装设计基础

I(Clothing Design
BasicⅠ)

2 16 32 3*16 考查 B094701

服装设计基础

Ⅱ(Clothing Design
BasicⅡ)

2 16 32 3*16 考查 B094702

服装结构设计 I
（Clothing Structural
DesignI ）

2 16 32 3*16 考查 B094703

服装结构设计

Ⅱ(Clothing Structural
DesignⅡ)

2 16 32 3*16 考查 B094704

服装结构设计

Ⅲ(Clothing Structural
DesignⅢ)

2 16 32 3*16 考查 B094705

纺织服装材料(Textile
Science for Apparel)

2 16 32 3*16 考查 B094706

服装机械与工艺制作

(Garment Machinery
And Sewing Techniques)

2 16 32 3*16 考查 B094715
两门课

程合并

成一门

服装工艺与制作

Ⅱ(Fsh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Ⅱ)

2 16 32 3*16 考查 B094709

服装工艺与制作

Ⅲ(Fash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Ⅲ)

2 16 32 3*16 考查 B094710

服装 CADI(Computer
Aided Design of
ClothingⅠ)

2 16 32 3*16 考查 B094711

服装 CADⅡ(Computer
Aided Design of
ClothingⅡ)

2 16 32 3*16 考查 B094712

服装 CADⅢ(Computer
Aided Design of
ClothingⅢ)

2 16 32 3*16 考查 B094713

民俗采风与专题服装设

计(Design of Folk
Custom and Special
Clothing)

2 32 2*16 考查 B094714

小计 26 224 288 96 8 6 6 4 2
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服
装工

程方

向)

高级成衣结构设计

(Senior Ready-to-wear
Pattern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5701

高级成衣工艺

(Advanced
Ready-to-wear

2 16 32 3*16 考查 B09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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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Techniques)

服装工业样板技术

(Clothing Industry
Pattern Technology)

3 48 3*16 考查 B095703

服装生产管理（Apparel
Production Management)

3 48 3*16 考查 B095705

服装厂规划与设计

(Garment Factory
Planning and Design)

3 48 3*16 考查 B095704

小计 14 192 64 3 6 5

方向

二（服

装艺

术设

计方

向）

针织服装设计 3 32 32 4*16 考查 B095706

创意设计表现(Creative
Design Performance)

3 32 32 4*16 考查 B095707

服饰搭配设计(Fashion
Collocation Design)

2 32 2*16 考查 B095708

品牌服装设计(Branded
Fashion Design)

3 48 3*16 考查 B095709

服装专题设计(Thematic
Fashion Design)

3 48 3*16 考查 B095710

小计 14 192 64 3 6 5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印染工艺▲(Printing
and Dyeing Handicraft)

2 16 32 4*12 考查 B096701

服装立体裁剪

I▲(Clothing Draping I)
2 16 32 3*16 考查 B096702

服装立体裁剪

Ⅱ▲(Clothing Draping
Ⅱ)

2 16 32 3*16 考查 B096703

服装展示陈列设计

▲(Design of clothing
display and exhibition)

2 16 32 3*16 考查 B096704

服装电子商务与营销

▲(Clothing E-commerce
and E-marketing)

3 48 3*16 考查 B096705

形象设计 (Image
Design)

3 48 3*16 考查 B096706

设计史(History of Art
Design)

3 48 3 考查 B096707

公共艺术(Public Art) 2 16 32 3*16 考查 B096708

家纺用品设计(Home
Textile Design)

3 48 3*16 考查 B096709

展示与表演

(Pres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

2 16 32 3*16 考查 B096710

小计 24 288 192 3 2 4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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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33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Public welfare labor ）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Safety education ） (2) 考查 B197003

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 ） (2) 考查 B197004

图案（服饰）(Graphic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601
色彩写生(Color exercitation) 3 3 3 考查 B097902

服装立体裁剪（Clothing
Draping）

1 1 1 考查 B097703

针织服装设计（设计方向）

(Knitting Apparel Design )
1 1 1 考查 B097704

服装工艺综合实验 I(Fash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I)

1 1 1 考查 B097705

服装工艺综合实验Ⅱ(Fash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Ⅱ)

1 1 1 考查 B097706

高级成衣结构设计（工程方向）

(Senior Ready-to-wear Pattern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707

民俗采风与专题服装设计实习

(Design of Folk Custom and
Special Clothing)

3 3 3 考查 B097708

服装厂设计与规划实习（工程方

向）(Garment factory design and
planning exercitation)

2 2 2 考查 B097709

服装展示陈列设计实习(Design
of clothing display and
exhibition)

1 1 1 考查 B097710

品牌服装设计实习(Branded
Fashion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711

服饰搭配设计（设计方向）

(Fashion Collocation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712

创意设计表现（设计方向）

(Creative Design Performance)
1 1 1 考查 B097713

高级成衣工艺（工程方向）

(Advanced Ready-to-wear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1 1 1 考查 B097714

高级成衣工艺综合实验（工程方

向）(Advanced Ready-to-wear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5 5 5 考查 B097715

服装专题设计（设计方向）

(Thematic Fashion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716

服装专题设计综合实验（设计方

向）(Thematic fashion design)
5 5 5 考查 B097717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2 2 2 考查 B097718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Graduation Design)
8 16 16 考查 B097719

小计 42 50 3 3 0 2 3 8 13 10

1023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是高等艺术院校（系）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

它概要地阐述艺术的基本原理和知识，诸如艺术的本质、艺术的

特征、艺术作品的构成、艺术的发展规律、创作规律、欣赏规律

等基础知识，以及党和国家对艺术的方针政策。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拓展艺术视野，提高理论修养；塑造学生的科学创造

精神，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以及艺术鉴赏和批评的能力，使之

成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创新型人才。本课程将力求深入浅出，采

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使知识性、思想性、娱乐性相融汇。

理论是实践的产物，艺术理论则是人类广泛的艺术

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能以先进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为艺术设计

各专业、摄影专业和艺术创作者从理论上认识艺术

的本质，特性及有关规律，从宏观上把握美的特点

和规律，树立健康向上的审美理想，培养学生运用

科学的美学观分析和解决艺术实践当中所遇到的问

题，激发对艺术学习的历史责任感，使学生的创作

更有自觉性、更有思想性、更有艺术的创新性，为

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
期。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素描

《素描》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通过素

描学习，学生能够熟练掌握人物的比例、造型、特征、形体、结

构、解剖、运动、透视、线条等基本要素与构成方法。通过素描

课程，学生能够利用衣物的衣纹、衣料来体现人体的曲线美与外

在美；学习服装与人体结构及各局部间的组合关系，以及如何表

现服装设计中的形式美和服装在人穿着后的效果。通过素描课程

内容的学习，学生能够根据人的身形、身高、形象、气质等进行

服装搭配。

素描是先修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基础。

素描课程的开设，尤其是观察与写生内容的设置，

提高了学生的造型能力与表现能力。通过素描课程

内容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人物写生正确的整体观

察方法和表现方法，能够熟练掌握人体与人体各个

部位的比例；形体结构与形体特征；人体运动与衣

纹产生的规律，以使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学生更

好的研究服装与形体的穿着及搭配关系，更好地设

计出各式各样的服装款式，从而达到人对美的追求。

素描课程的开设，为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学生的后

续专业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色彩

《色彩》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同时也

是一门独立的绘画样式。本课程对培养学生敏锐的色彩观察能力，

深入研究色彩语言、表现色彩语言、丰富色彩语言有着重要的作

用。通过色彩课程，使学生具备坚实的色彩造型能力，树立正确

的绘画观、造型观、艺术观、专业观等良好的艺术修养，进而将

专业知识更好的应用于专业创作当中。本课程还注重培养学生掌

握表现服装色彩的形式美以及服装在人穿着后的效果；掌握人物

比例、高矮、胖瘦、形象、气质等与服装色彩搭配技巧，培养学

生对人物的外观与内在的感知能力、解读能力和自觉运用色彩进

行表现的能力，促进学生专业创造力的发展。

《色彩》的先修课程是素描。色彩课程为服装与服

饰设计专业学生提供了色彩造型能力和表达能力的

支持。色彩课程的开设让学生认识到本专业是注重

表现服装的形式美与人着装后的效果，是研究人与

服装的色彩关系，这也是服装画成败的基础，而对

人与服装穿着关系的认识来源于观察和写生。色彩

课程开设使学生依据服装形式美法则以及色彩的应

用规律，为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后续专业课程开

设奠定了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速写

《速写》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通过速

写课的学习，学生应熟练掌握人物动态、静态与衣纹的关系；能

够用线条生动的表达人物动态和静态特点；准确表现出人物动态

的重心与平衡点；理解人物的动态线与非动态线；捕捉人的人体

曲线美与外在美。通过速写课程的内容，为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

学生设计理念的快速表达提供了基础；也快速地传达了设计者设

计意图。同时，速写也是收集创作素材，记录人类生活方式的一

种载体，也是一门独立的绘画样式。

《速写》的先修课程是素描，速写讲究一个“快”字，

迅速地记录、描画对象。《速写》课程设置，为服

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设计理念提供了快速造型能

力和表达能力。《速写》课程的开设，使学生能够

很好地表达服装画中人物动态组合、空间组合、环

境组合；依据速写形式能够较快地规划设计草图，

注重设计意图。本课程同样是表现服装与人穿着后

的效果；是研究人与服装的关系。速写课程内容的

设计，为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

学习起到铺垫作用。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设计基础（平面、

色彩）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基础必修课。

通过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平面形象与立体形象的概念，学习各种

基本形要素的组织、组合方法和形式美的构成原则；认识形象与

色彩的关系，掌握色彩组合的审美原则和色彩搭配技巧。培养学

生对形象与色彩的欣赏能力、解读能力，以及灵活运用形象、色

彩进行创作表现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基础设计能力。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的先修课程是素描与色彩，

它们为构成基础课程的开设提供了造型表现能力和

色彩表达能力，属于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基础必

修课。在这门课程学习中，要求学生了解基本形象

元素的构成原则，掌握基本的构成方法、色彩的搭

配和造型的组织方式与原则，培养对色彩的解读能

力、自觉运用色彩进行表现的能力和三维空间想象

力，掌握形式美法则以及色彩的应用规律，为本专

业后续专业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2学期。

服装效果图Ⅰ

《服装效果图Ⅰ》（又称服装画）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

基础必修课程。服装效果图是服装设计师的语言，是服装制作生

产的依据。本课程主要讲授服装效果图的特征与分类，服装与人

体的艺术表现，服装画造型方法，通过讲授服装效果图技法和反

该课程是建立在素描、色彩等基础课的基础之上的，

在整个专业教学链中是由基础美感训练到专业训练

的过渡课程，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2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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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绘画实践，使学生能够系统的掌握服装与人体之间的表现形式

和基本技能，提升学生的服装美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为学生成为

高级服装设计师打下良好的基础。

服装效果图Ⅱ

本课程主要讲授服装效果图色彩的艺术特征及其配置方法，使用

淡彩、重彩、油画棒等工具，运用平涂法、晕染法、撇丝法等各

种技法对服装的款式、质感、发型、配件等加以表现，使服装效

果图画面达到完整性与艺术性兼备。通过讲授服装效果图技法和

反复绘画实践练习，使学生能够系统的掌握服装效果图的艺术风

格表现，提升学生的服装美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使其具备独立设

计和完成绘制服装效果图的能力，为学生成为高级服装设计师打

下良好的基础。

该课程是建立在设计基础（平面、色彩）、服装效

果图Ⅰ等基础课的基础之上的，在整个专业教学链

中是由基础美感训练到专业训练的过渡课程，具有

承上启下的作用。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图案设计

《图案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

的主要内容包括图案设计风格、图案造型基础、图案色彩配置、

图案美学原理、服饰图案设计。通过课程教学，引导学生深入实

践，了解传统与当代图案艺术形式，把握时尚发展的脉搏，总结

新创意、新形式、新材料、流行色的发展过程和形成原因，从生

活中探寻、认识图案设计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要求学生掌握图

案设计的基本方法与原则，进行服饰图案造型和美学原理相关的

命题训练，锻炼学生的设计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学会将图案装

饰合理地应用于服装设计中。

《图案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中的基础选修

课。通过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图案的概念，学习图

案设计的基本要素、组织方法、形式美的构成原则。

掌握图案造型与色彩搭配技巧，培养学生对图案艺

术的欣赏能力、解读能力，以及灵活运用图案、色

彩进行创作表现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基础设计能力、

审美鉴赏力、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后期专

业设计课程的顺利进行做知识储备。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1学期。

中外服装史

本课程是一门基础选修课。课程主要讲述各个时期不同的服装与

服饰样式，让学生系统地掌握中外服装史的发展背景、过程以及

各时期中外服装的形态和发展规律，使学生认识服装发展变化的

规律，并且能够从历史中汲取知识，获得设计灵感。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色彩、图案设计等知识基础，

先修课程素描、色彩、艺术概论、图案设计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时装摄影

《时装摄影》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

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着重介绍时装摄影的基本理论知识

和拍摄技巧。主要内容包括时装摄影的概念、特点、基本法则、

发展史，时装摄影拍摄所具备的拍摄设备及灯光器材，时装摄影

的拍摄技法和表现手法，时装摄影的构图形式，时装摄影的用光

及布光方式等方面的知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设计等相关知识，先

修课程为《素描》、《色彩》、《图案设计》等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服装概论

《服装概论》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课

程从美学、设计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综合角度系统地

讲述服装的基本概念、性质、研究对象、领域、方法、分类、机

能、变迁规律以及流行等问题。本课程是研究服装的基础性、框

架性的专业理论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什么是服装（具体介绍服

装的基本概念、基本性质和服装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服

装的起源与目的（具体介绍服饰的始创、服装起源诸学说和服装

的目的）；服装的分类（具体介绍衣料的种类、性能及衣物的分

类）；人体着装与服装的机能（具体介绍人类的着装行为和服装

机能）；服装的变迁及其规律（具体介绍服装变迁的形式）。流

行与时代（具体介绍流行的概念揭示流行的奥秘）。通过对本课

程的学习，可以完善学生的专业知识体系，使学生在理论知识的

指导下进一步加深对所学专业的理解，为学习服装专业知识创造

条件和奠定基础。

《服装概论》是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该课程建立

在素描、色彩、设计基础（平面、色彩）等专业基

础课之上，是学生认识服装专业的基础，能使学生

比较广泛和深入地了解有关设计的理论，它是服装

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先修课程，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服

装设计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理解，使学生对服装

设计专业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与认识，从而进

一步提高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与专业理论水平，为

今后开设的各门服装专业课程奠定基础。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2学期。

国画（工笔人物）

《国画（工笔人物）》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

程。它从描绘形式上分白描、工笔重彩，从描绘对象上分花鸟，

人物等。根据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学习特点，本课程的教学内

容以中国画理论讲授为主，实践练习为辅，目的在于通过较为系

统的理论学习和具体而深入地实践练习，能够从理论与实践两个

方面来深刻感受中国画独特的艺术魅力，以求得对中国传统美学

审美方式、方法的基本认识，从传统中寻求创新，并能应用于服

装与服饰设计的学习和实践。

《国画（工笔人物）》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

门专业基础选修课程，其目的主要在于为后续的专

业课程做审美和技法两个方面的准备。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1学期。

首饰艺术设计

《首饰工艺基础》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选修课，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对首饰设计和制作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了解首饰设计的概念，首饰设计所包含的要素，学习首饰制作的

基本方法，掌握常见的首饰制作工艺，了解首饰制作用材料性质

和在首饰制作中的应用。了解综合材料在首饰设计中的应用，并

通过实践掌握基本的首饰制作方法。

《首饰工艺基础》课程是建立在素描、速写、色彩、

图案、装饰基础、装饰绘画、国画、油画、版画、

壁画等先修课程学习的基础上，是一门融合造型、

材料、工艺等多项综合能力的专业设计性极强的课

程。该课程的学习为学生今后职业的选择提供了更

多的可能。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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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艺术

《纤维工艺》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选修课，本轮课程注

重实践教学，注重纤维编织工艺的讲授与训练，为专业核心必修

课。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了解纤维艺术的

发展史，熟练的掌握纤维编织的工艺流程，并能自如的运用纤维

编织工艺进行艺术创作。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纤维艺术的概

念界定及功能特点分析；纤维艺术的起源及纤维艺术不同发展时

期的工艺特点及代表人物；纤维材料的种类和特性；纤维设计中

编与织的基本技法；高比林的制作程序和要领；纤维艺术作品案

例讲解。

本课程的教学采用理论授课与技能训练相结合的方法。在学生充

分理解理论知识的前提下，重点学习各种纤维设计中的编织技法。

教学中既注重课堂示范和辅导，又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创造能力。

《纤维工艺》是通过讲授纤维艺术的历史及发展，

结合案例分析、教师示范、实际操作使学生对纤维

艺术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并能基本掌握纤维创作

的常见技法，为学生今后的设计及创作提供较多的

材料工艺选择。该课程是建立在设计基础（平面、

色彩）、装饰基础、装饰绘画等课程的基础之上的，

在整个专业教学链由专业基础进入专业创作过程中

的重要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装饰设计

《装饰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选修课，所谓“装饰”
是一个造型艺术的类型，是与写实相对应的。学生在进入学校之

前接触的专业训练都是写实的绘画训练，在大学专业学习中设计

课程更多的需要一种归纳、概括、创作的艺术能力。装饰基础课

程是将学生从写实训练引领到创作训练的一门重要的过渡课程。

课程的基本内容是装饰基础的学习和装饰习作训练。装饰基础中

蕴含着造型艺术几乎所有的形式美规律，在继承传统图案艺术，

借鉴世界各民族图案艺术的基础上，学习装饰的变形、组织、构

图、色彩、工艺以及表达方法。把握装饰的创作规律，不断创造

新的装饰艺术形式，为学生今后的设计道路积累丰厚的知识，为

设计创作开拓崭新的道路。

装饰基础课程是建立在素描、速写、色彩、图案等

先修课程学习的基础上，是由写实到设计过程中的

一门过渡课程。该课程的学习为以后进行的《装饰

雕塑》、《壁画设计》、《纤维设计》、《漆艺》、

《首饰设计》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镜前造型展示

《镜前造型展示》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

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掌握镜前造型的相关理论和

基本的展示方法。深入掌握动态和静态造型的展示技巧并加强对

服装款式表现力的理解。在循序渐进的学习中不断提升肢体表现

能力，使其全面的完成各项展示活动从而更加符合市场的需要。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设计等相关知识，先

修课程为《素描》、《色彩》、《图案设计》等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服装设计基础Ⅰ

《服装设计基础Ⅰ》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必修专业核心课程

之一。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服装设计概述、现代服装设计的

美学原理、服装设计的程序、服装的外型与分割设计。通过讲授

服装设计基础理论以及反复进行设计实践，使学生能够系统地掌

握服装设计的基础理论知识，具备一定的服装美学修养和审美能

力，并能熟练运用所学形式美设计原理进行服装外形与内部分割

设计，为后续单元课程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服装设计基础Ⅰ》的先修课程是《设计基础（平

面、色彩）》、服装效果图Ⅰ，课程主要讲授二维

平面形态与色彩关系创造的形式美原理与构成方

法。《服装设计基础Ⅰ》在先修课程的基础上进一

步讲授形式美原理及构成方法与服装设计的结合及

具体应用。两者前后承续、紧密相连。《服装设计

基础Ⅰ》和后续课程《服装设计基础Ⅱ》为同构与

递进关系，密不可分。《服装设计基础Ⅰ》讲授服

装设计的基础理论、服装设计的形式美原理、服装

的廓型设计、服装外型分割设计，承前启后，为《服

装设计基础Ⅱ》打好理论基础并提供方法指导。《服

装设计基础Ⅱ》主要讲授形式美设计原理指导下的

服装色彩设计、服装材料设计、服装局部设计和服

装整体设计。两门课程的完整开设，为《服装专题

设计》及其它后续服装设计专业课程奠定基础。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服装设计基础Ⅱ

《服装设计基础Ⅱ》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必修专业核心课程

之一，与《服装设计基础Ⅰ》共同构成完整的服装设计基础理论

体系。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服装色彩及应用、服装材料及应

用、服装款式的局部及整体设计、现代服装流行的产生及成衣设

计。通过讲授服装设计理论并反复进行设计实践，使学生能够系

统的掌握服装设计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较高的服装美学

修养和审美能力，具备独立完成服装设计的能力，为学生成为高

级服装设计师打下良好的基础。

《服装设计基础Ⅱ》的先修课程是设计基础（平面、

色彩）和服装设计基础Ⅰ，三门课程前后承续、紧

密相连。设计基础（平面、色彩）主要讲授二维平

面内理想形态与色彩关系创造的形式美原理与构成

方法。服装设计基础Ⅰ与服装设计基础Ⅱ在设计基

础（平面、色彩）的基础上进一步讲授形式美原理

及构成方法与服装设计的结合及具体应用，两门课

程为同构与递进关系，密不可分。服装设计基础Ⅰ

课程内容包括服装设计的基础理论、服装设计的形

式美原理、服装的外型设计、服装外型分割设计，

承前启后，为服装设计基础Ⅱ打好理论基础并提供

方法指导。服装设计基础Ⅱ讲授形式美设计原理指

导下的服装色彩设计、服装材料设计、服装局部设

计和服装整体设计，为后续服装专题设计及其它服

装设计专业课程奠定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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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基础Ⅰ

双语课

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全球化的背景下，服装行业面临着激烈的全

球化竞争。国际化的服装专业人才，是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复合

型人才。他们既要有扎实的服装专业功底、了解国际潮流，又要

精通服装专业外语。

《服装设计基础》是一门多元化综合性的应用科目，是科学技术

与文化艺术的统一体，是所有服装设计教学科目的核心与基础。

《服装设计基础Ⅰ》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专业核心必修课程

之一。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服装设计基础知识概述、现代服

装设计的美学原理、服装设计的程序、服装的外型与分割设计。

该课程涵盖很多服装专业外语术语，通过服装设计理论的讲授和

设计实践的反复进行，使学生能够较系统的掌握服装设计的基础

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较高的服装美学修养和审美能力，具备独

立设计和运用工艺课所学知识完成设计制作的能力，同时，更要

掌握与世界接轨的服装专业基本外语知识，为获取世界服装先进

的知识与技能铺平道路，为后续单元课程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服装设计基础Ⅰ》是服装设计教学科目的核心与

基础，《服装设计基础Ⅰ》的先修课程是《设计基

础（平面、色彩）》，主要讲授二维平面形态与色

彩关系创造的形式美原理与构成方法。《服装设计

基础Ⅰ》在先修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讲授形式美原

理及构成方法与服装设计的结合及具体应用，两者

前后承续、紧密相连。《服装设计基础Ⅰ》和后续

课程《服装设计基础Ⅱ》为同构与递进关系，密不

可分。课程设置的目的是通过双语讲授服装设计基

础理论、形式美设计原理及服装外型与分割设计，

并进行相应的课题设计训练，承前启后的为后续课

程《服装设计基础Ⅱ》及其它服装设计课程打好基

础。同时，更要求学生掌握与世界接轨的服装专业

基本外语知识，为获取世界服装先进的知识与技能

铺平道路。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服装设计基础Ⅱ

双语课

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全球化的背景下，服装行业面临着激烈的全

球化竞争。国际化的服装专业人才，是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复合

型人才。他们既要有扎实的服装专业功底、了解国际潮流，又要

精通服装专业外语。

《服装设计基础Ⅱ》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专业核心必修课程

之一，与《服装设计基础Ⅰ》共同构成完整的服装设计基础理论

体系。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服装色彩及应用、服装材料及应

用、服装款式的局部及整体设计、服装系列设计。通过讲授服装

设计理论和反复进行设计实践，使学生能够系统的掌握服装设计

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较高的服装美学修养和审美能力，

具备独立设计和运用工艺课所学知识完成设计制作的能力，同时，

更要掌握与世界接轨的服装专业基本外语知识，为获取世界服装

先进的知识与技能铺平道路，最终为学生能够顺利的踏上工作岗

位，成为高级服装设计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服装设计基础Ⅱ》是服装设计教学科目的专业核

心课程，先修课程是设计基础（平面、色彩）、服

装效果图Ⅰ、服装效果图Ⅱ、服装设计基础Ⅰ、服

装结构设计Ⅰ、纺织服装材料、服装工艺与制作Ⅰ

等，课程前后承续、紧密相连。课程设置的目的是

通过双语讲授服装色彩及应用、服装材料及应用、

服装款式的局部及整体设计、系列设计等专业基础

知识，并进行相应的设计实践训练，使学生充分掌

握服装设计方法及与世界接轨的服装专业基本外语

知识，为获取世界服装先进的知识与技能铺平道路，

为后续服装设计课程的学习及成为高级服装设计人

才打下良好的基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服装结构设计Ⅰ

《服装结构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必修课程。它是服装

生产制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让学生了解服装结构的基本知

识、人体构造与服装之间的关系；衣身的基本结构及变化、裤子

和裙子的基本结构。通过这门课的学习，要掌握服装结构的基本

知识，能运用服装结构变化规律的基本理论去认识、分析服装与

人体的关系，绘制出上衣、裙子、裤子的基本结构图，为服装结

构造型打下坚实基础。

该课程在整个专业教学链中是专业课教学中的重要

造型环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学习服装结构设计

要理论联系实际，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 建议学生

较早修读该课程，学期为第 2学期。

服装结构设计Ⅱ

该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业的必修课程。课程着重分析服装变化

的结构规律及分解原理。为服装的构成展开每一局部的造型处理，

衣身的结构及变化、肩袖的结构及变化、领子的结构及变化等,为
整件服装的构成打下基础,并结合服装的造型特点设计出完整的结

构图。通过学习，能运用服装结构变化规律的基本理论去认识、

分析、解决服装款式变化，要求学生能独立设计、绘制出女上衣

造型的结构图。

该课程与服装设计、服装工艺、纺织服装材料等课

程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整个专业教学链中是专业课

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学习服装

结构设计要理论联系实际，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

结合市场及流行，反复练习，不断操作，强化学生

的动手能力。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服装结构设计Ⅲ

该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业的必修课程。 课程主要分析下装变化

的结构规律及变化原理。裙子的结构造型及变化、裤子的结构造

型及变化、及服装综合结构设计等, 结合服装的造型特点设计出完

整的结构图。通过课程的学习，能运用服装结构变化规律的基本

理论去认识、分析、解决服装款式变化，并要求学生能独立设计、

绘制出各类服装造型的结构图。学习服装结构设计要理论联系实

际, 强化动手能力，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服装款式千百万化，只有

掌握原理知识才能达到灵活运用，提高应变能力。

服装结构与服装工艺制作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掌

握服装结构知识以后，就为更好地学习服装知识打

下了良好基础。考察高端服装产品，并试穿感受服

装结构造型，分析服装结构。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
学期。

纺织服装材料

《纺织服装材料》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必修课

程。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服装材料的概念与特性，服装用纤

维及纱线，服装用织物，新型服装材料、服装用皮革的介绍，以

及服装辅料和各类服装材料的保养和整理等。通过系统地研究组

成服装用的纤维、纱线、织物、辅料以及其他材料，使学生能够

掌握服装面辅料的知识，具备一定的市场调研以及分析能力，了

解服装选材的要求，加深学生对服装的理解能力及设计能力。

《纺织服装材料》建立在素描、色彩、服装效果图

等专业基础课；服装设计基础、服装结构设计等其

他专业核心课和专业任选课基础之上，在整个专业

教学链中是设计课教学的中级阶段，具有较强的针

对性，学生通过对服装的材料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

和试验，增强解决实际服装设计与面料搭配的能力

并为后续开设的设计课程和工艺课程打下良好的基

础。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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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生产设备

服装生产设备是一门建立在服装工业化生产技术、服装制作工艺

基础上的应用科学。服装生产设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服装生产准

备、裁剪、缝纫、熨烫、辅助等设备的基本工作原理、特点、用

途。服装生产设备的研究内容具有实践性、应用性，广泛应用于

服装设计和加工企业。在服装与服饰设计类课程体系中，服装生

产设备是一门重要的专业核心课，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学习和对服

装设备的了解，使学生掌握服装设备的分类和特点，为工作后能

够独立完成服装工业化生产设备的选型、使用及维修，打下良好

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设计、服装制作知识基

础，先修课程为服装效果图、服装设计基础、服装

概论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服装工艺与制作

Ⅰ

《服装工艺与制作》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必修课程。它是一

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也是一个服装设计师所必须具备的专业技

能之一，也是本专业课程设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

任何的设计意图最终都将通过工艺制作来完成。使学生掌握工艺

制作的基本手法；并在服装制作过程中掌握常用机械的使用方法,
为服装的制作打下基础。在服装工艺方面, 使学生掌握裙子或裤子

的工艺流程及制作工艺；该课程采用实际操作与理论辅导相结合

的方法。

该课程是建立在服装结构设计、服装设计基础、纺

织服装材料等课程基础之上的，服装结构的是否合

理最终都要通过服装工艺来检验。学生要反复练习，

不断操作，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2学期。

服装工艺与制作

Ⅱ

《服装工艺与制作》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必修课程。任何一

种服装设计意图最终都将通过工艺制作来完成，因而工艺制作是

服装设计师所必须具备的技能之一。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独立

完成衬衣或连衣裙的工艺流程及制作工艺；最终达到将自己的创

作意图准确、完整的表现出来。该课程采用实际操作与理论辅导

相结合的方法。

服装工艺课程是建立在服装设计基础、服装结构设

计、纺织服装材料等其他专业课基础之上的，服装

设计的是否合理最终都要通过服装工艺来检验。学

生要反复练习，不断操作，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服装工艺与制作

Ⅲ

该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任何一种服装设计

意图最终都将通过工艺制作来完成，因而工艺制作是服装设计师

所必须具备的技能之一。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能独立完成外

套或大衣的工艺流程及工艺制作方法，并能体现出服装工艺的美

感；对不同款式的服装能设计出合理的工艺流程，最终达到将自

己的创作意图准确、完整的表现出来。该课程采用实际操作与理

论辅导相结合的方法。

该课程是建立在服装设计基础、服装结构设计、纺

织服装材料等其他专业课基础之上的，服装设计的

是否合理最终都要通过服装工艺来检验。它是服装

设计与工程专业课程设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学生

要反复练习，不断操作，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服装 CADⅠ

服装 CADⅠ是建立在素描、色彩、服装效果图、服装设计基础等

的一门应用科学。服装 CADⅠ的主要对象为：电脑款式设计系统

操作，绘制数码服装效果图表现方法，使学生熟练使用工具条、

图库窗、辅助窗等工具，能够灵活运用电脑建档系统，装配组片

并修改款式，建立人体与面料材质库，尝试绘制数码服装效果图。

服装 CADⅠ的研究内容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在服装与

服饰设计类课程中，服装 CADⅠ是一门培养学生具有综合应用计

算机辅助工作能力的服装必修专业核心课程，以提高服装 CAD专

业知识和技能，加强自己适应社会需要的工作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美术、服装设计等知识基础，

先修课程为素描、色彩、服装效果图、服装设计基

础、服装结构设计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服装 CADⅡ

服装 CADⅡ是建立在服装结构设计基础上的一门应用科学。服装

CADⅡ的主要内容包括：CAD结构图绘制、省褶与分割线的设计、

后期生成衣片与变换等。服装 CADⅡ的研究内容具有综合性、实

践性、应用性。在服装与服饰设计类课程中，服装 CADⅡ是一门

培养学生具有综合应用计算机辅助工作能力的服装必修专业核心

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技术性学习和大量的上机实践操作练习，使

学生将理论讲授与教学实践结合，熟练掌握服装 CAD样片系统专

业知识和技能，以提高自己适应社会需要的工作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结构设计等知识基础，

先修课程为

服装效果图、服装设计基础、服装结构设计、服装

CADⅠ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服装 CADⅢ

服装 CADⅢ是建立在服装工业样板技术、立体裁剪、服装设计基

础上的一门应用科学。服装 CADⅢ的主要研究对象为 CAD工业

制版、CAD放码、CAD排料、输出、3D系统初步等。服装 CADⅢ
的研究内容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在服装与服饰设计类

课程中，服装 CADⅢ是一门培养学生具有综合应用计算机辅助工

作能力的服装必修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技术性学习和大

量的上机实践操作练习，使学生将理论讲授与教学实践结合，熟

练掌握服装 CAD放码、排料系统专业知识和技能，以提高自己适

应社会需要的工作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工业样板技术、立体裁

剪、服装设计基础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服装效

果图、服装设计基础、服装结构设计、服装 CADⅠ、

服装 CADⅡ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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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采风与专题

服装设计

《民俗采风与专题服装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

核心必修课。专题设计即命题设计是针对性较强，附加一些特殊

设计要求的服装设计课程。首先经过民俗采风阶段的调研，使学

生了解一定区域内民俗与服饰文化的特点，根据上述特点以特定

的命题和要求，让学生进行创新性的设计。另外，通过讲授专题

设计的概念、分类，所设计专题的性质和特点，专题设计中应该

注意的设计原则等，进一步提高和培养学生将理论知识融入实践

并指导设计实践的能力。该课程在整个专业教学链中是设计课教

学中的高级阶段，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总结性。

《民俗采风与专题服装设计》是一门独立的专业课。

该课程是建立在素描、色彩、服装效果图等专业基

础课；服装设计基础、服装结构设计、纺织服装材

料等其他专业核心课和专业任选课基础之上，在整

个专业教学链中是设计课教学中的高级阶段，具有

较强的针对性和总结性。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高级成衣结构设

计

高级成衣结构设计是一门研究具有个性的设计和高品位的设计师

的品牌服装的结构设计的应用科学。高级成衣结构设计研究对象

是高级成衣结构设计的基本概念、种类和结构设计依据，高级成

衣的量体与规格设计，典型高级成衣的结构设计，特殊体型结构

设计，服装 CAD技术应用等。高级成衣结构设计的研究内容具有

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在服装与服饰设计类课程中是一门重

要的专业方向课，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对高级成

衣的结构有深入的了解，使学生掌握高级成衣结构变化的规律和

设计知识，以便工作后能够独立完成高级成衣的制板工作。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设计、服装结构设计、

服装工艺与等方面的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服装效

果图、服装设计基础、服装结构设计、纺织服装材

料、服装工艺与制作、服装 CAD等，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或 7学期。

高级成衣工艺

《高级成衣工艺》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学生的专业方向课程。

该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服装生产的工艺流程，高级服装工艺技

术要点和高档服装成衣工艺的构成要素，并兼顾工业化生产和个

性化制作的需求。高级成衣的版型、规格要更多些，更细分化、

个性化些；在制作工艺上工艺更加考究、细腻，装饰细节上更凸

显装饰工艺，加入大量的手工工艺，以突出高级成衣的概念。在

面料方面也更为高档与考究，为用一些高成本的面料大大加重设

计师的成分，讲究品牌风格和理念。是操作性极强的课程，使学

生能更快、更顺利地适应成衣工业生产岗位。学生要认真学习高

级成衣知识，打下扎实的基础，反复练习、不断操作，强化动手

能力，提高工艺技术水平。

高级成衣工艺课程是一门独立的服装工程专业方向

的专业主干课。该课程是在开设服装设计基础、服

装结构设计、服装工艺制作、纺织服装材料、服装

生产设备、服装工艺与制作、服装 CAD等其他专业

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之上的专业课程。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强化动手能力，提高工艺技术水平，

使学生能更快、更顺利地适应高级成衣的定制生产

岗位。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服装工业样板技

术

服装工业样板技术是建立在服装结构设计、服装工业化生产技术

上的一门应用学科。

服装工业样板技术的主要研究内容为服装工业样板的概念、种类

和设计依据，服装工业制板的过程和方法，服装工业推板的方法

和原理，服装排料的原则和步骤，典型服装的制板、推板和排料。

服装工业样板技术的研究对象具有综合性、专业性和应用型。在

服装与服饰设计类课程中，服装工业样板技术是一门重要的专业

方向课，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学习和对制板技术的了解，使学生掌

握服装工业样板技术的特点和方法，以便工作后能够独立从事服

装工业化制板工作。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结构设计、服装工艺等

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服装效果图、服装设计基础、

服装结构设计、纺织服装材料、服装工艺与制作、

服装 CAD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服装厂规划与设

计

服装厂规划与设计是一门建立在服装设计、服装制作工艺、服装

生产设备等基础上的一门应用科学。服装厂规划与设计的主要研

究对象包括：中国服装工业发展概况，基本建设与技术改造的程

序和内容，服装厂规划设计的内容与特点，厂址选择与总平面布

置，产品方案与原辅材料，生产工艺设计，厂房形式与车间布置，

公用工程概述与技术经济指标等。服装厂规划与设计的研究内容

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在服装与服饰设计类课程中，服

装厂规划与设计是一门重要的专业方向课。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学

习，使学生能够较为系统的掌握服装企业的厂区规划、工艺流程、

流水线平面布置、管理体制、定员、技术经济等方面的规划与设

计方法，以提高学生对服装企业的综合认识水平，以便工作后能

够独立完成服装企业的建设、管理和运营。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设计、服装工业样板技

术、纺织服装材料、服装生产设备、服装工艺与制

作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服装设计基础、服装结

构设计、纺织服装材料、服装生产设备、服装工艺

与制作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服装生产管理

服装生产管理是建立在服装制作工艺、服装厂规划与设计基础上

的一门要给你用科学。服装生产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服装企业

的组织结构和业务逻辑流程，订单管理，生产计划的制定与控制，

作业研究与管理，流水线的组织与设计，质量控制，生产管理的

信息化等。服装生产管理的研究内容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应用

性。在服装与服饰设计类课程中，服装生产管理是服装与服饰设

计专业的专业方向课，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学习，使学生掌握服装

企业生产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的技能，以便工作后能够独立完

成服装生产管理工作，提高生产效率。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效果图、服装设计基础、

服装结构设计、纺织服装材料、服装厂规划与设计

等先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 3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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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服装设计

《针织服装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本

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针织服装的概念和设计特点，针织面料的

性能与运用，针织服装设计理念及方法，针织服装设计与应用。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学习和对针织流水线的了解及操作，使学生掌

握针织服装在款式、结构和缝制工艺设计中的特点，把握其与梭

织服装的不同之处，为工作后能够独立完成针织服装的设计打下

良好的基础。

《针织服装设计》在学生完成服装专业基本理论的

学习基础上，作为专业方向的拓展而开设。本课程

介绍针织服装与梭织服装的不同之处及其设计的理

念及方法。讲授基于针织服装面料基础上的针织服

装设计方法及应用。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培养学

生独创的发现与总结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够独立

的运用针织服装的设计思维进行设计制作；掌握针

织服装的设计制作过程并能进行综合运用。使学生

具备较宽的专业知识面。为下一步服装专题设计及

毕业设计的顺利开设进行前期铺垫。在整个专业教

学链中是设计课教学中的高级阶段，具有较强的针

对性和总结性。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创意设计表现

《创意设计表现》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课

程主要内容包括创意设计流程、创意设计表现、创意设计裁剪三

部分，其中涉及创意设计思维、设计元素论、创意立体造型、廓

形设计、色彩设计、图案设计、面料肌理设计、工艺细节设计等

环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从创意概念建立到设计

元素转换、从创意造型裁剪到缝制工艺完成的整个过程。本课程

重在启发学生的设计创造思维，训练学生在实现服装款式创新和

结构创新的同时，深入研究复杂的造型变化，为后续的毕业设计

和独立承担创意工作提供充分的技术保障。

《创意设计表现》是一门以实践为主的综合性应用

课程，它将创意设计、结构裁剪与工艺制作环节整

合贯穿，重点解决创新造型设计的裁剪与实现问题。

该课程在先修课程设计基础、服装结构和工艺制作

等之后开设，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服装结构原理和

高级平面裁剪。本课程在整个专业教学链中是服装

造型实践课教学的深入研究阶段，具有较强的创造

性。《创意设计表现》课程以培养服装行业高级设

计型人才为目标，具有一定的岗位针对性和实用性。

学生通过对高端品牌服装市场进行造型设计调研，

有目标的研究流行服装的创意风格。本课程将前期

课程学习中掌握的服装设计知识和工艺技能充分地

运用到设计实践中，重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

力、设计研发的能力、表现设计的能力和综合运用

知识的能力，促进学生专业技能和职业技能、职业

素质的提升，使学生毕业后能够迅速投入企业的岗

位角色，担当起产品设计的重任。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6学期。

服饰搭配设计

《服饰搭配设计》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方向课程。本

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服饰搭配设计的定向观测分析，服装穿着

原则，不同场合的穿着方式，服装与服饰配件的搭配，服饰搭配

设计形象定位，以及服饰搭配创意手法、创意内容、创意方案实

施，主要是使学生掌握有关服饰搭配设计方面的理论知识，并能

够运用基本原理和创造性的表现手法对人物进行全方位的整体塑

造。

《服饰搭配设计》是一门独立的专业课。该课程是

建立在素描、色彩等基础课，服装效果图、服装设

计基础、中外服装史等其他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

基础之上的，在整个专业教学链中是设计课教学中

的高级阶段，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总结性。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7学期。

品牌服装设计

《品牌服装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专业方向课程，是研

究服装企划、设计、开发、运营规律的一门学科。本课程的主要

内容包括：品牌服装设计概论、品牌服装调研、品牌服装定位、

品牌服装设计风格、品牌服装系列产品、品牌服装设计元素、服

装品牌形象、品牌服装销售、品牌服装设计工作形式、品牌服装

设计流程解析、品牌服装设计的实操要点、品牌服装设计资源、

品牌服装设计管理。通过讲授品牌服装设计理论和反复进行设计

实践活动，使学生能够较系统的掌握品牌服装设计与经营的方法，

达到培养学生综合设计能力的目的，为学生成为设计知识全面的

高素质服装设计人才和经营者打下良好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设计等知识基础，先

修课程为素描、色彩、服装效果图、服装设计基础、

图案设计（服饰）、纺织服装材料、服装色彩学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服装专题设计

《服装专题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这

一课程可使学生通过特定的专题项目进行研究式的学习，在学生

把握服装设计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引导其进行多向性的元素探索，

包括创意类服装设计、创意类服装设计的程序、成衣设计、成衣

的分类设计、品牌服装设计概述、品牌服装设计的运作等内容，

使其尽可能地不拘泥于一个方向和一种模式，突破传统框架的限

制，让学生进行创造性的设计，引导和培养学生将理论和实际相

结合的设计能力，提高设计创新能力。

《服装专题设计》是一门针对性较强的命题设计专

业课程。该课程是建立在素描、色彩等基础课，服

装效果图、服装设计基础、服装结构设计、纺织服

装材料等其他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础之上的，

在整个专业教学链中的高级阶段，具有较强的针对

性和总结性。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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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染工艺

《印染工艺》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程。它是

通过系统的理论讲授和科学的课题训练，使学生了解印染设计的

基本概念，掌握印染设计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技法，使学生了解手

工印染设计的规律和特点，掌握制作蜡染、扎染的工艺方法。通

过学习力求使学生达到在面料与图案上实现现代设计与传统的完

美结合，提高制作者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水平，拓宽专业设计思路。

《印染工艺》课程是建立在素描、色彩、服装效果

图、服装设计基础等课程的基础之上的，采用传统

的印染工艺技法，力求达到在面料与图案上实现现

代设计与传统手工艺的完美结合，提高制作者的艺

术修养和审美水平，拓宽专业设计思路。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4学期。

服装立体裁剪Ⅰ

《服装立体裁剪 I》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该

课程分两个部分完成，本课程是第一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服装

立体裁剪基础技法，服装立体结构变化，简单成衣立体裁剪。立

体裁剪是当代国际流行的主要服装裁剪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基础

裁剪学习和大量的实践练习，使学生在掌握服装立体裁剪基础方

法的同时，树立服装立体三维造型观念，为后续的纸样设计与工

艺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服装立体裁剪 I》是一门以实践为主，裁剪技术与

结构设计相结合的课程。立体裁剪操作直观、表现

效果直接，容易掌握，能使学生充分体会人体结构

造型与服装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本课程通过系统

的理论讲授和课堂实践训练，使学生了解直接量裁

服装的基本操作过程，掌握服装各部位衣片的基本

裁剪和结构变化裁剪，拓展学生的立体造型想象力，

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基础设计能力。立体裁剪

是服装外观设计与结构设计的重要表现手段之一，

立体裁剪与服装造型设计密不可分，能够解决平面

结构设计中无法达成的复杂造型设计，是服装设计

与工艺制作之间比较关键的辅助技术环节，该课程

适合先修服装设计基础、服装工艺制作课程，并需

要完成大量的课外实践练习。熟练掌握立体裁剪技

法有助于深入理解服装结构原理和高级平面裁剪，

更有助于后续课程中复杂设计与裁剪的顺利完成。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服装立体裁剪Ⅱ

《服装立体裁剪 II》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

该课程分两个部分完成，本课程是第二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服

装立体裁剪造型技法、服装立体结构设计、成衣立体裁剪。在第

一单元学习的基础上，本课程将款式设计、结构设计和裁剪工艺

知识融会贯通，加大技术性学习和大量的实践操作练习，使学生

不断提高服装的三维造型能力和结构创新能力，为后续各类专业

设计课程的顺利进行提供扎实的技术保证。

《服装立体裁剪Ⅱ》是一门以实践为主，裁剪技术

与结构设计相结合的专业任选课程。在第一单元学

习的基础上，本单元重点任务是将结构设计、款式

创新与裁剪技术学习整合贯穿，通过训练使学生掌

握服装复杂结构量裁和传统服装的规范操作方法，

拓展学生的立体造型创新力和空间变化能力，提高

学生设计创新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在先修《服装

立体裁剪Ⅰ》的基础上，《服装立体裁剪Ⅱ》主要

学习礼服造型、时装造型的立体裁剪，是服装设计

制作的复杂造型技术环节，该课程教学前需要先修

服装设计基础 I、服装工艺制作 I、服装结构设计 I
等课程，并需要完成大量的课外实践练习。完成本

课程学习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创意服装设计，保证

后续专业设计课程中的创新设计与制作的顺利完

成。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服装展示陈列设

计

《服装展示陈列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

也是来自职业一线的一门十分重要的实践课。该课程通过讲授服

装展示陈列设计理论、到企业或卖场进行调研和设计实践，使学

生能够系统的掌握服装展示陈列设计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陈列

技能；具有较高的服装展示陈列美学修养；具备独立设计和运用

展示陈列技艺完成对服装卖场综合设计的能力，为学生能顺利的

踏入服装行业或商业营销行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服装展示陈列设计》是一门独立的专业任选课，

该课程是建立在素描、色彩等基础课；服装设计基

础、服装效果图、设计基础、时装摄影、服装结构

设计等其他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之上的，在整

个专业教学链中处于高级阶段，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针对性和总结性。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服装电子商务与

营销

《服装电子商务与营销》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专业任选课，

是一门设计与营销相互交叉的专业拓展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了解服装电子商务与营销的相关知识，熟悉服装电子商务

的发展现状、主要商业模式、线上销售平台的搭建技术、线上销

售推广流程及未来发展前景，初步掌握服装电子商务整体运营的

工作步骤、组织架构和运营方法。此外，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

生们还需了解传统服装产业模式向电子商务模式转型过程中需要

注意的问题和具体的操作步骤，线上与线下多渠道营销的相关知

识，从而进一步培养学生综合服装审美元素与市场元素的能力，

初步具备审美和市场双重嗅觉，为今后进入相关领域工作及自主

创业作好知识和技术储备。

《服装电子商务与营销》是在开设服装设计基础、

时装摄影、服装结构设计、商业展示陈列设计等课

程的基础上展开的，使学生将服装设计和制作工艺

与市场营销和线上销售平台上述课程相互结合、融

会贯通。旨在考察学生基础课和专业课程知识的综

合运用能力，是对学生综合设计能力的进一步强化。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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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设计

《形象设计》是一门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专业任选课，是以人

为本，力图完善人的容貌、形体、心态、情绪，使生命更加充满

活力的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形象设计的的基本

理论与规律，掌握形象设计的基本方法和创新思维，并运用基本

原理和创造性的表现手法对人物进行全方位的整体塑造。

《形象设计》是一门多元化、社会化的专业任选课，

是在开设服装设计基础、服装效果图、中外服装史

等课程的基础上，将人的外在视觉形象与内在人格

魅力形象相统一的塑造方法。完成该课程的学习有

助于学生深入了解形象设计的方法与原则，是课程

体系中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的课程，为后续专业课程

的开设起到拓宽专业设计思路的作用。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7学期。

设计史

《设计史》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所开设的专业任选课之一，是

一门理论性、识记性较强的课程。设计史主要介绍现代设计的发

展历程，阐述不同设计流派、不同设计风格的演变过程及代表作

品，探讨设计和生产、消费、科技以及商业之间的关系，陈述相

关设计思想和设计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本课程的设置目的是在把

握现代艺术设计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理论修

养与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综合设计素质，为设计实践打下坚实的

史论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在设计实践中具有明确

的思维导向性，有利于形成一定的设计风格。

《设计史》是艺术设计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属于发生学的范畴，是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三大基

础课程（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内容之

一。艺术设计史课程要掌握的是艺术设计学专业最

基本的理论知识，通过增强学生对设计现象的全面

认识和透彻了解，提高其创新意识。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2学期。

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它通过

对公共艺术的概念、类型及其内涵、公共与环境的关系的学习，

使学生了解国内外公共艺术发展的状况和研究内容，熟悉公共艺

术与环境的共融关系，掌握公共艺术的设计方法，设计制作出公

共艺术作品。

《公共艺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为具体的环境解

决公共艺术设计的问题。本课程旨在考察学生基础

课和专业课程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是学生综合设

计能力的集中体现。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家纺用品设计

家纺用品设计是建立在服装效果图、服装设计基础、服装结构设

计、服装生产设备、服装工艺与制作、服装 CAD等基础上一门应

用科学。家纺用品设计的主要研究对象为家用纺行业概述、家纺

用品设计原理、家纺用品面料、家纺用品色彩、家纺用品设计与

结构制图、家纺用品生产工艺与设备等。家纺用品设计的研究内

容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在服装与服饰设计类课程中，

家纺用品设计是一门重要的专业任选课，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和制

作技法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家纺用品设计与制作基础理论、制作

的方法和缝制技法、表现形式及与家居文化、服饰文化的关联，

同时拓宽学生专业方面的眼界，提高艺术鉴赏力，提高学生的创

作能力，增强学生毕业后对工作的适应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效果图、服装设计基础、

服装结构设计、纺织服装材料、服装生产设备、服

装工艺与制作、服装 CAD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服装效果图、服装设计基础、服装结构设计、纺织

服装材料、服装生产设备、服装工艺与制作、服装

CAD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 7学期。

展示与表演

《展示与表演》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应用科目。本课

程系统论述了服装展示和服装表演两方面的内容，从服装模特表

演艺术的新视觉和服装展示的要素技巧，阐述了服装模特舞台艺

术的表现原则以及服装模特舞台表演艺术美等。学生通过了解服

装表演及对所学的服装艺术设计知识的综合运用，从不同服装的

风格特点出发，学习并学会运用表演手段的表现力量，达到设计

师的设计思想与服装个性的统一，使学生能够准确的掌握展示服

装的技巧与方法，同时了解服装表演的展示能力。该课程注重基

本理论知识与基本技能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不仅能提高学生对服装展示的理解，同时也加强了学生对服装表

演知识的掌握。在服装与服饰设计类课程体系中，《展示与表演》

是一门十分有必要的专业选修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表演、设计、展示等相关知

识，先修课程为《服装设计基础》、《商品展示陈

列设计》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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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艺术学 专业代码：130505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培养具备服装动静态展示、服装表演组织与编导、模特资源管理、模特经纪、服装设计、人物形象设计等能力，毕业后能在

服装行业、影视媒体行业、传媒机构、演艺经纪策划公司等企事业单位从事服装表演、设计和策划工作，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教

学和研究等工作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要求学生具有为国学习的思想和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了解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具有较为系统的服装表演及形象设计的专业理论

和专业知识，学生应在表演创新，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社会交流沟通能力等方面得到全面锻炼，并通过形象设计思维能力的培养、设

计方法和技能的训练，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市场意识和专业设计能力、符合国家考级的外语水平。本专业培养规格为应用型创意人才。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在专业能力结构方面，要注重表演能力、审美能力、设计能力三方面能力的培养。创新时代创意为先，美学质量和设计技术表现是完

善创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从理论课程、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三个模块中建立起一个体现这个培养方向的正确指导思想，即课程教

学的核心理念要贯穿于表演教学之中，在培养学生创意能力的同时提高审美能力和设计能力能力。

2、在专业素质结构方面，要求学生不仅有很强的创新能力，还应具备很强的表演能力、服饰搭配能力和人物造型能力的培养。创意表达

能力、文字语言的表达能力和很好的社会沟通能力。这四种能力是专业素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为设计不仅要有个性化，更要注重

通过语言、文字、行为和作品与人沟通，与市场和社会沟通。

3、在综合知识结构方面，要求学生除了已确定的本科专业知识外，同时具有一定的人文素养，以提高设计的创意想象能力，具有一定的

时尚分析技能，使设计具有感性的思维方式和理性的逻辑思维能力，具有一定的外语水平，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沟通能力，以及掌握软件

应用、获取信息和文件检索等方面的资料收集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

与沟通能

力

2.创新创

业精神

3.市场营

销基础知

识

4.策划能

力

5.审美能

力

6.设计能

力

7.创新能

力

8.表演能

力

9.服饰搭

配能力

10.人物造

型能力

11.社会沟

通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大学计算机基础

信息检索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

艺术概论 √ √ √
素描 √ √ √

色彩 √ √ √

化妆基础与理论 √ √ √
服装表演基础 √ √ √

塑身与美姿(1) √ √ √

塑身与美姿(2) √ √ √
塑身与美姿(3) √ √ √

塑身与美姿(4) √ √ √

塑身与美姿(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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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设计（服饰） √ √ √

中外服装史 √ √ √
时装摄影 √ √ √

镜前造型展示 √ √ √

国画（工笔人物） √ √ √
首饰设计基础 √ √ √

纤维工艺 √ √ √

图形设计 √ √ √
家纺用品设计 √ √ √

服装效果图(1) √ √ √

服装效果图(2) √ √ √
服装设计基础 √ √ √

服装综合表演技巧（1） √ √ √

服装综合表演技巧（2） √ √ √
纸样设计工艺制作（1） √ √ √

纸样设计工艺制作（2） √ √ √

纸样设计工艺制作（3） √ √ √
民俗采风与专题服装设

计
√ √ √

女士形象风格设计 √ √ √

女士形象色彩设计 √ √ √
男士形象设计 √ √ √

形体表演艺术 √ √ √

模特资源管理 √ √ √
时尚产品展示陈列设计 √ √ √

服饰礼仪与社交 √ √ √

模特表演组织与编导 √ √ √
创意展示设计 √ √ √

人物形象造型设计 √ √ √ √ √

服饰品牌设计与策划 √ √ √
形象流行与创意 √ √ √

形象审美评论 √ √ √

应用化妆 √ √ √
服饰文化 √ √ √

影视与舞台化妆造型 √ √ √

服装色彩学 √ √ √
发型设计 √ √ √

服装电子商务与营销 √ √ √

装饰设计 √ √ √
设计史 √ √ √

展示与表演 √ √ √

美学欣赏 √ √ √
公共艺术 √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图案（服饰） √ √ √
发型设计实践 √ √ √

服装综合表演技巧 √ √ √

影视与舞台化妆造型实

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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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综

合实验（1）
√ √ √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综

合实验(2)
√ √ √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综

合实验（3）
√ √ √

民俗采风与专题服装设

计实习
√ √ √

时尚产品展示陈列设计

（服装表演方向）
√ √ √

服饰品牌设计与策划

（形象策划方向）
√ √ √

创意展示设计（服装表

演方向）
√ √ √

创意展示设计综合实验

（服装表演方向）
√ √ √

艺术化妆造型（形象策

划方向）
√ √ √

艺术化妆造型综合实验

（形象策划方向）
√ √ √

毕业实习 √ √
毕业设计（论文）、答

辩
√ √ √

四、专业特色

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是一个新兴的时尚行业，它把服装表演艺术、人物造型设计艺术相融合。从人物的心理需求、生理需求、生活状态、

意志表达、个性张扬及人文关怀等方面，依不同的人物对象的需求，对其进行整体的形象策划与展演。它所关注的范畴包括舞台、影视

行业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整体形象塑造。一个高水平的具有形象设计和表演能力的职业模特需要将服装、音乐、舞蹈、电影、雕塑、摄

影、美术等各门艺术的知识融于一身，在时装表演中进行综合性的艺术创造。它所涉及的范畴包括表演艺术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常识，

包括服装表演基本技能、服装表演编导、模特资源管理、模特经纪等。通过系统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现代时尚传播的理念，掌握表演

艺术造型的理论和形象设计的专业技能。能够独立承担针对各种人物形象进行整体策划和包装设计的能力，能在服装表演、形象设计、

服装设计等方面相辅相成得到均衡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审美及实际操作能力。

五、主干学科

艺术学、设计学、美学、人体工程学、心理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服装表演基础、镜前造型展示、服装表演综合技巧、女士形象风格设计、女士形象色彩设计、男士形象设计化妆基础与理论、

舞台妆容设计、塑身与美姿、模特表演组织与编导、模特资源管理、社交礼仪、时尚传播、时尚品牌策划、时尚产品展示陈列设计、服

装设计基础、纸样设计与工艺、形象审美评论、艺术创作实践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服装表演综合技巧（2学分/2周）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综合实验（1学分/1周）、民俗采风与专题形象设计实习

（3学分/3周）、时尚产品展示陈列设计（2学分/2周）、发型设计实践（1学分/1周）、舞台妆容设计实践（1学分/1周）、创意展示

设计（2学分/2周）、形象创意设计（2学分/2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59 39 8 21 9 26 23 33 49.6

要求学时 2396+41周 784 128 400 152 524 408 41周 532+41周

学分占比 100% 24.38% 5% 13.13% 5.63% 16.25% 14.38% 20.63%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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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艺术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服装表演、形象设计的基本理论，掌握市场时尚展示与人物造型的基本技巧与基本知识，具有服装动静态展示、服装表

演组织与编导、模特资源管理、模特经纪、服装设计、人物形象设计等能力，能够在服装行业、影视媒体行业、传媒机构、演艺经纪策

划公司等企事业单位从事服装表演、设计和策划工作，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等工作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39学分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

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5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5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5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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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
Major）

1 16 1 考查 B091801

小计 39.0 592.0 0.0 32.0 160.0 11.0 9.5 8 7.5 0 2.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一

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1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

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艺术概论

（Introduction of Art）
3 48 3 考试 B093801

素描

（Sketch）
2 16 32 4*12 考查 B093811

色彩

（Colour）
2 16 32 4*12 考查 B093812

化妆基础与理论

（Makeup Base and theory）
2 16 32 4*12 考查 B093813

新开

课

服装表演基础

（The Basis of Fashion
Performance）

2 16 32 4*12 考查 B093805

塑身与美姿(1)
（Fitted with Timmia 1）

2 32 2 考查 B093806

塑身与美姿(2)
（Fitted with Timmia 2）

2 32 2 考查 B093807

塑身与美姿(3)
（Fitted with Timmia 3）

2 32 2 考查 B093808

塑身与美姿(4)
（Fitted with Timmia 4）

2 32 2 考查 B093809

塑身与美姿(5)
（Fitted with Timmia 5）

2 32 2 考查 B093810

小计 21 272 128 0 0 8 4 2 5 2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9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

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

修

图案设计▲（服饰）

（ Graphic DesignCostume）
2 36 3*12 考查 B098801

中外服装史▲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lothing）

2 32 2 考试 B09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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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摄影▲
（Fashion Photography）

2 36 3*12 考查 B098803

镜前造型展示▲
（Modeling Display in Front of
Mirror）

3 48 4*12 考查 B098804

国画（工笔人物）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2 36 3*12 考查 B098805

首饰设计基础

（Jewelry Design Basis）
2 36 3*12 考查 B098806

纤维工艺

（Fiber Technique）
3 48 4*12 考查 B098807

图形设计

（Graphic Design）
3 48 4*12 考查 B098808

家纺用品设计

（Home Textile Design）
2 36 3*12 考查 B098809

小计 21 356 0 0 0 4 17 0 0 0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6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

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服装效果图(1)
（Apparel Working Sketch 1）

2 36 3*12 考查 B094801

服装效果图(2)
（Apparel Working Sketch 2）

2 36 3*12 考查 B094802

服装设计基础

（Clothing Design Basic）
3 48 4*12 考查 B094803

服装综合表演技巧（1）
（Skills of Comprehensive Fashion
Performance 1）

2 36 3*12 考查 B094804

服装综合表演技巧（2）
（Skills of Comprehensive Fashion
Performance 2）

2 36 3*12 考查 B094805

纸样设计工艺制作（1）
（Fash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1）

1 8 16 2*12 考查 B094806

纸样设计工艺制作（2）
（Fash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2）

1.5 16 20 3*12 考查 B094807

纸样设计工艺制作（3）
（Fash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3）

1.5 16 16 2*16 考查 B094808

民俗采风与专题服装设计

（Design of Folk Custom and
Special Image）

2 32 2*16 考查 B094809

女士形象风格设计

（Style Design of Women's Image）
2 16 32 4*12 考查 B094810

女士形象色彩设计

（Color Design of Women's Image）
2 16 32 4*12 考查 B094811

男士形象设计

（Design of Men's Image）
3 32 32 4*16 考查 B094812

形体表演艺术

（Body Performing Arts）
2 16 32 4*12 考查 B094813

小计 26 344 180 0 0 0 5 4 5 5.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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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

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

向

一

(服
装

表

演

方

向)

模特资源管理

（Model Resource Management）
2 36 3*12 考查 B095801

时尚产品展示陈列设计

（Design of Clothing Display and
Exhibition）

3 48 3*16 考查 B095811
新开

课

服饰礼仪与社交

（Dress Etiquette and Social）
2 36 3*12 考查 B095803

模特表演组织与编导

（The Organization and Direction
of Model Performance）

2 36 3*12 考查 B095804

创意展示设计

（Design of Creative Display）
3 48 3*16 考查 B095805

小计 12 204 2 4 6

方

向

二

（

形

象

策

划

方

向）

人物形象造型设计

（Image Making）
2 36 3*12 考查 B095812

新开

课

服饰品牌设计与策划

（Fashion Brands Design and
Planning）

3 48 3*16 考查 B095807

形象流行与创意

（Fashion and Creativity of Image）
2 36 3*12 考查 B095808

形象审美评论

（Image Aesthetic Criticism）
2 36 3*12 考查 B095809

应用化妆

（Application Make-up）
3 48 3*16 考查 B095813

新开

课

小计 12 204 2 4 6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

课

要

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

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

修

服饰文化▲
（Costume Culture）

2 36 3*12 考试 B096801

影视与舞台化妆造型▲
(Make-up for Medium and Stage)

2 36 3*12 考试 B096811
新开

课

服装色彩学▲
(Colour Theory for Fashion)

2 36 3*12 考试 B096803

发型设计▲
(Hairstyle Design)

2 16 32 4*12 考试 B096804

服装电子商务与营销▲
(Clothing E-commerce and
E-marketing)

3 48 3*16 考试 B096805

装饰设计

(Decorative Design)
2 36 3*12 考查 B096806

设计史

(History of Art Design)
3 48 3 考查 B096807

展示与表演

(Pres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2 36 3*12 考查 B096808

美学欣赏

(Aesthetic Appreciation)
3 48 3*16 考查 B096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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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

(Public Art)
3 48 3*16 考查 B096810

小计 24 388 32 0 0 0 3 4 8 0 0 9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33
修

课

要

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

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

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Public Laboring )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图案（服饰）

（Graphic Design ）
1 1 1 考查 B097701

发型设计实践

（Hairstyle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802

服装综合表演技巧

（Skills of Comprehensive Fashion
performance）

2 2 2 考查 B097803

影视与舞台化妆造型实践

(Make-up for Medium and Stage)
1 1 1 考查 B097823

新开

课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综合实验（1）
（Fash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1）

1 1 1 考查 B097805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综合实验（2）
（Fash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2）

3 3 3 考查 B097806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综合实验（3）
（Fash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3）

1 1 1 考查 B097807

民俗采风与专题服装设计实习

（Design of folk custom and
special image）

3 3 3 考查 B097808

时尚产品展示陈列设计（服装表演

方向）（Clothing exhibition design）
2 2 2 考查 B097820

新开

课

服饰品牌设计与策划（形象策划方

向）

（Fashion Brands Design and
Planning）

2 2 2 考查 B097819

创意展示设计（服装表演方向） 2 2 2 考查
B097812

创意展示设计综合实验（服装表演

方向）
4 4 4 考查 B097813

人物形象造型设计（形象策划方

向）
2 2 2 考查 B097821

新开

课

人物形象造型设计综合实验（形象

策划方向）
4 4 4 考查 B097822

新开

课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2 2 2 考查 B097816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8 16 16 考查 B097817
小计 41 49 3 0 3 2 3 4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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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是高等艺术院校（系）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它概

要地阐述艺术的基本原理和知识，诸如艺术的本质、艺术的特征、艺术

作品的构成、艺术的发展规律、创作规律、欣赏规律等基础知识，以及

党和国家对艺术的方针政策。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

设计、形象设计等相关知识，

先修课程为《素描》、《色彩》、

《服装设计基础》等，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4学期。

素描

《素描》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基

础必修课。通过素描学习，学生能够熟练掌握人物的比例、造型、特征、

形体、结构、解剖、运动、透视、线条等基本要素与构成方法。通过素

描课程，学生能够利用衣物的衣纹、衣料来体现人体的曲线美与外在美；

学习服装与人体结构及各局部间的组接关系，以及如何表现服装设计中

的形式美和服装在人穿着后的效果。

修读该门课程能够使学生更

好的研究服装与形体的穿着

及搭配关系，更好地设计出各

式各样的服装款式，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1学期。

色彩

《色彩》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基

础必修课。本课程对培养学生敏锐的色彩观察能力，深入研究色彩语言、

表现色彩语言、丰富色彩语言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色彩课程的开设，

使学生具备坚实的色彩造型能力，树立正确的绘画观、造型观、艺术观、

专业观等良好的艺术修养，进而将专业知识更好的应用于专业创作之中。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先开设《素

描》课程，二者为服装表演与

形象设计专业方向其他课程

的开设提供了造型表现能力

和色彩表达能力的支撑。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化妆基础与理论

《化妆基础与理论》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

专业基础必修课之一。系统研究化妆的基础理论与基础常识，化妆的概

念与分类，化妆工具与材料的使用，化妆的基本技法，矫正化妆，化妆

与素描、色彩在化妆中的应用关系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全

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色彩基础、头面部结构、面部缺点矫正的化妆技法

等基本理论知识，熟练运用化妆工具与材料、化妆步骤与技法，培养较

高的人物形象特点分析能力，审美能力、化妆实践表达能力，为形象设

计与策划打下坚实的化妆设计理论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

设计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

《素描》、《色彩》、《图案

设计》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2学期。

服装表演基础

《服装表演基础》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

门专业基础必修课程。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掌握时装表演

及其相关理论和基本的展示方法。深入掌握服装的展示技巧并加强对服

装款式表现力的理解。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

设计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

《素描》、《色彩》、《图案

设计》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1学期。

塑身与美姿（1）

《塑身与美姿(1)》的课程内容主要是芭蕾基础训练，共分为地面训练、

扶把训练和中间训练三部分内容，主要通过芭蕾科学的舞蹈体系和程式

化的动作特征改变学生自然的体形，塑造学生直立的体态和优雅的气质，

舞蹈组合也是由易到难的讲解，使学生较为容易的接受，从中掌握舞蹈

的肢体美感和审美要求。本课程主要是通过舞蹈和形体基本动作训练，

塑造学生的形体线条、身体姿态，改变学生原有的自然体态，解放肢体、

获得必要的技术、技能和规范的动作形态，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能力、

身体的协调性、稳定性，提高和丰富肢体的表现力，使其具备一定的感

染力，塑造优雅的形象气质，培养良好的舞蹈与音乐感觉，同时结合服

装表演专业的特殊性，使所学内容融入服装表演中，为提高专业素质起

到一定的强化作用。在服装表演和形象设计类课程体系中，《塑身与美

姿(1)》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是整个专业体

系中的最基础课程，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1学期。

塑身与美姿（2）

《塑身与美姿（2）》的课程内容主要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共涉及到四个

民族的学习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最基本的中国民族民间舞元素、

体态动律及风格特征，了解不同民族的舞蹈文化特点，同时增强自身的

协调性和灵活性的能力，提高舞蹈的表现力和审美力。本课程主要是通

过舞蹈和形体基本动作训练，塑造学生的形体线条、身体姿态，改变学

生原有的自然体态，解放肢体、获得必要的技术、技能和规范的动作形

态，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能力、身体的协调性、稳定性，提高和丰富肢

体的表现力，使其具备一定的感染力，塑造优雅的形象气质，培养良好

的舞蹈与音乐感觉，同时结合服装表演专业的特殊性，使所学内容融入

服装表演中，为提高专业素质起到一定的强化作用。在服装表演和形象

设计类课程体系中，《塑身与美姿(2)》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芭蕾

基础知识，先修课程为《塑身

与美姿 1》、服装表演基础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
期。

塑身与美姿（3）

《塑身与美姿（3）》的课程内容主要是中国古典舞和现代舞两部分内容。

中国古典舞的教学内容为身韵元素组合，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身体呼吸

与肢体动作的配合，展现古典舞优美的姿态和婀娜的体态；现代舞的教

学内容为基本元素动作组合，意在加强学生身体各个机能的训练和现代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身体

协调性与灵活性等基础能力，

先修课程为《塑身与美姿 2》、

服装表演基础等课程，建议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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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风格特征的掌握。本课程主要通过舞蹈和形体基本动作训练，塑造学

生的形体线条、身体姿态，改变学生原有的自然体态，解放肢体、获得

必要的技术、技能和规范的动作形态，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能力、身体

的协调性、稳定性，提高和丰富肢体的表现力，使其具备一定的感染力，

塑造优雅的形象气质，培养良好的舞蹈与音乐感觉，同时结合服装表演

专业的特殊性，使所学内容融入服装表演中，为提高专业素质起到一定

的强化作用。在服装表演和形象设计类课程体系中， 《塑身与美姿(3)》
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

读学期为第 3学期。

塑身与美姿（4）

《塑身与美姿(4)》的课程内容主要是独舞作品训练，较为全面的涵盖了

各个不同种类的舞蹈，每个独舞作品分别介绍了不同风格舞蹈的基本体

态、风格特点和动律特征等，舞蹈组合也是由易到难的讲解，使学生较

为容易的接受，从中掌握舞蹈的肢体美感和审美要求。本课程主要是通

过舞蹈和形体基本动作训练，塑造学生的形体线条、身体姿态，改变学

生原有的自然体态，解放肢体、获得必要的技术、技能和规范的动作形

态，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能力、身体的协调性、稳定性，提高和丰富肢

体的表现力，使其具备一定的感染力，塑造优雅的形象气质，培养良好

的舞蹈与音乐感觉，同时结合服装表演专业的特殊性，使所学内容融入

服装表演中，为提高专业素质起到一定的强化作用。在服装表演和形象

设计类课程体系中，《塑身与美姿(4)》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古典

舞、民间舞、现代舞等不同风

格的舞蹈动律与技巧，先修课

程为《塑身与美姿 2》、《塑

身与美姿 3》等课程，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4学期。

塑身与美姿（5）

《塑身与美姿（5）》的课程内容是剧目排练，是舞蹈教学中综合性较强

的课程。涵盖了双人舞和群舞排练，通过剧目的动作学习、队形编排、

节奏配合等，使学生不仅了解了舞蹈的风格特征，同时加强学生舞蹈表

演能力和团队合作。教学剧目课旨在培育学生综合的、全面发展表演能

力和缔造能力，通过学习剧目学会刻画角色，塑造人物形象，把握舞蹈

表演能力。本课程主要是通过舞蹈和形体基本动作训练，塑造学生的形

体线条、身体姿态，改变学生原有的自然体态，解放肢体、获得必要的

技术、技能和规范的动作形态，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能力、身体的协调

性、稳定性，提高和丰富肢体的表现力，使其具备一定的感染力，塑造

优雅的形象气质，培养良好的舞蹈与音乐感觉，同时结合服装表演专业

的特殊性，使所学内容融入服装表演中，为提高专业素质起到一定的强

化作用。在服装表演和形象设计类课程体系中，《塑身与美姿(5)》是一

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舞蹈

基础知识和独舞的表现力等

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塑身

与美姿 3》、《塑身与美姿 4》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图案设计(服饰)

《图案设计(服饰)》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的

主要内容包括图案设计风格、图案造型基础、图案色彩配置、图案美学

原理、服饰图案设计。通过课程教学，引导学生深入实践，了解传统与

当代图案艺术形式，把握时尚发展的脉搏，总结新创意、新形式、新材

料、流行色的发展过程和形成原因，从生活中探寻、认识图案设计在人

们生活中的作用。要求学生掌握图案设计的基本方法与原则，进行服饰

图案造型和美学原理相关的命题训练，锻炼学生的设计思维能力和创新

能力，学会将图案装饰合理地应用于服装设计中。

《图案设计(服饰)》是服装与

服饰设计专业中的基础选修

课。通过学习，要求学生了解

图案的概念，学习图案设计的

基本要素、组织方法、形式美

的构成原则。掌握图案造型与

色彩搭配技巧，培养学生对图

案艺术的欣赏能力、解读能

力，以及灵活运用图案、色彩

进行创作表现的能力，提高学

生的基础设计能力、审美鉴赏

力、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

力，为后期专业设计课程的顺

利进行做知识储备。

中外服装史

本课程是一门基础选修课。课程主要讲述各个时期不同的服装与服饰样

式，让学生系统地掌握中外服装史的发展背景、过程以及各时期中外服

装的形态和发展规律，使学生认识服装发展变化的规律，并且能够从历

史中汲取知识，获得设计灵感。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色彩、

图案设计等知识基础，先修课

程素描、色彩、艺术概论、图

案设计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2学期。

时装摄影

《时装摄影》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

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着重介绍时装摄影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拍摄技巧。

主要内容包括时装摄影的概念、特点、基本法则、发展史，时装摄影拍

摄所具备的拍摄设备及灯光器材，时装摄影的拍摄技法和表现手法，时

装摄影的构图形式，时装摄影的用光及布光方式等方面的知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

设计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

《素描》、《色彩》、《图案

设计》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2学期。

镜前造型展示

《镜前造型展示》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

门专业基础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掌握镜前造型的相

关理论和基本的展示方法。深入掌握动态和静态造型的展示技巧并加强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

表演基础、设计等相关知识，

先修课程为《素描》、《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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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服装款式表现的理解。 《图案设计》、《服装表演基

础》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2学期。

国画（工笔人物）

《国画（工笔人物）》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

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它从描绘形式上分白描、工笔重彩，从描绘对

象上分花鸟，人物等。根据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专业的学习特点，本课

程的教学内容以中国画理论讲授为主，实践练习为辅，目的在于进行较

为系统的理论学习和具体而深入地实践练习，能够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

面来深刻感受中国画独特的艺术魅力，以求达到对中国传统美学审美方

式、方法的基本认识，从传统中寻求创新。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基础

造型和色彩的相关知识。先修

课程为《素描》、《色彩》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
期。

首饰设计基础

《首饰设计基础》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

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通过对不同首饰类型和首饰艺术的讲授，结

合不同领域的艺术手段与首饰表现技法，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将首饰文

化、设计、艺术、材料、工艺、市场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基础

造型和色彩的相关知识。先修

课程为《素描》、《色彩》、

《图案设计》等课程，是在整

个专业教学链中重要的一门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
期。

纤维工艺

《纤维工艺》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

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注重纤维编织工艺的讲授与训练。课程的任务是

使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了解纤维艺术的发展史，熟练的掌握纤维

编织的工艺流程，并能自如的运用纤维编织工艺进行艺术创作。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基础

造型和色彩的相关知识。先修

课程为《素描》、《色彩》、

《图案设计》等课程，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2学期。

图形设计

《图形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

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旨在学习图形设计的基本流程、创作思路和操作

方法，重视图形设计的商业性、科学性、艺术性特点，对各种图形设计

的技巧性进行适度挖掘。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基础

造型和色彩的相关知识。先修

课程为《素描》、《色彩》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
期。

家纺用品设计

《家纺用品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

门专业基础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和制作技法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家纺用品设计与制作基础理论、制作的方法和缝制技法、表现形式及与

家居文化、服饰文化的关联，同时拓宽学生专业方面的眼界，提高艺术

鉴赏力，提高学生的创作能力，增强学生毕业后对工作的适应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

设计、图案设计的相关知识。

先修课程为《服装设计基础》、

《服装效果图》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服装效果图Ⅰ

《服装效果图Ⅰ》（又称服装画）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基础必

修课程。服装效果图是服装设计师的语言，是服装制作生产的依据。本

课程主要讲授服装效果图的特征与分类，服装与人体的艺术表现，服装

画造型方法，通过讲授服装效果图技法和反复绘画实践，使学生能够系

统的掌握服装与人体之间的表现形式和基本技能，提升学生的服装美学

修养和审美能力，为学生成为高级服装设计师打下良好的基础。

该课程是建立在素描、色彩等

基础课的基础之上的，在整个

专业教学链中是由基础美感

训练到专业训练的过渡课程，

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2学期

服装效果图Ⅱ

本课程主要讲授服装效果图色彩的艺术特征及其配置方法，使用淡彩、

重彩、油画棒等工具，运用平涂法、晕染法、撇丝法等各种技法对服装

的款式、质感、发型、配件等加以表现，使服装效果图画面达到完整性

与艺术性兼备。通过讲授服装效果图技法和反复绘画实践练习，使学生

能够系统的掌握服装效果图的艺术风格表现，提升学生的服装美学修养

和审美能力，使其具备独立设计和完成绘制服装效果图的能力，为学生

成为高级服装设计师打下良好的基础。

该课程是建立在设计基础（平

面、色彩）、服装效果图Ⅰ等

基础课的基础之上的，在整个

专业教学链中是由基础美感

训练到专业训练的过渡课程，

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服装设计基础

《服装设计基础》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

的必修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启发和提高学生服装审美意识、思维方法

及设计能力的必修课程。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现代服装设计的美学

原理、设计程序、服装的外型、服装色彩及应用、服装材料及应用、服

装款式的局部及整体设计、现代服装流行的产生及成衣设计。通过讲授

服装设计理论和反复进行设计实践，使学生能够系统的掌握服装设计的

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较高的服装美学修养和审美能力，具备独立

设计服装的能力，为学生成为高级服装设计师打下良好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基础

绘画、服装绘画和构成基础等

知识，先修课程为素描、色彩、

设计基础、服装效果图等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服装综合表演技巧 1

《服装综合表演技巧 1》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

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了解服装模特

的个性创造、表演的不同特性、礼服和婚纱服装的表现技巧及其服装配

饰的展示技巧等。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

表演基础、设计等相关知识，

先修课程为《图案设计》、《服

装表演基础》、《镜前造型展

示》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3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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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综合表演技巧 2

《服装综合表演技巧 2》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

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学习不同类型服

装的表现技巧、服装配饰的展示技巧、物品的展示技巧的基础上，深入

掌握不同类型服装的展示技巧并加强模特的个性化表现。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

表演基础、镜前造型展示等相

关知识，先修课程为《服装表

演基础》、《镜前造型展示》、

《服装综合表演技巧 1》等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1）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表演与形象、形象设计

与策划专业学生的必修专业课程。它既可以直接应用于服装生产，是服

装加工生产的技术条件和依据，也是实现设计思想的手段。纸样设计在

服装造型中的作用，从生产来讲它是服装构思的具体化，是加工生产的

技术条件和依据。从服装造型上说，它是构成服装主体造型的平面展开；

根据服装专业教学的特点,本课程较全面、系统地讲述了纸样结构设计的

方法及服装工艺实施的全过程。该课程对服装基础制做方法、各类裙装

或裤装纸样及工艺进行了由深入浅出的讲述与分析。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要掌握纸

样设计的基本知识，能运用服

装结构变化规律的基本理论

去认识、分析、解决服装纸样

款式变化，并要求学生能独立

设计、绘制出裙类或裤类的服

装纸样。学习纸样设计与工艺

制作课程要理论联系实际, 强
化动手能力，不断提高技术水

平，服装款式千百万化，只有

掌握原理知识才能达到灵活

运用，提高应变能力。建议修

读该课程，学期为第 2学期。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2）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表演与形象、形象设计

与策划专业的必修课程。它既可以直接应用于服装生产，是服装加工生

产的技术条件和依据，也是实现设计思想的手段。纸样设计在服装造型

中的作用，从生产来讲它是服装构思的具体化，是加工生产的技术条件

和依据。从服装造型上说，它是构成服装主体造型的平面展开；根据服

装专业教学的特点,本课程较全面、系统地讲述了纸样结构设计的方法及

服装工艺实施的全过程。该课程对上衣基本纸样、衬衣纸样或外套纸样

及工艺流程及制作进行了由深入浅出的讲述与分析。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要掌握纸

样设计的技能和方法，能运用

服装结构变化规律的基本理

论去认识、分析、解决服装纸

样款式变化，并要求学生能独

立设计、绘制出衬衣、外套的

服装纸样。学习纸样设计与工

艺制作课程要理论联系实际,
强化动手能力，不断提高技术

水平，服装款式千百万化，只

有掌握原理知识才能达到灵

活运用，提高应变能力。建议

修读该课程，学期为第 3学期。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3）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表演与形象、形象设计

与策划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它既可以直接应用于服装生产，是服装加

工生产的技术条件和依据，也是实现设计思想的手段。纸样设计在服装

造型中的作用，从生产来讲它是服装构思的具体化，是加工生产的技术

条件和依据。从服装造型上说，它是构成服装主体造型的平面展开；根

据服装专业教学的特点,本课程较全面、系统地讲述了纸样结构设计的方

法及服装工艺实施的全过程。该课程对连衣裙、大衣类的纸样设计及工

艺制作进行了由深入浅出的讲述与分析。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要掌握纸

样设计的基本知识，能运用服

装结构变化规律的基本理论

去认识、分析、解决服装纸样

款式变化，并要求学生能独立

设计、绘制出连衣裙、大衣类

的服装纸样。学习纸样设计与

工艺制作课程要理论联系实

际, 强化动手能力，不断提高

技术水平，服装款式千百万

化，只有掌握原理知识才能达

到灵活运用，提高应变能力。

建议修读该课程，学期为第 4
学期。

民俗采风与专题形象设计

《民俗采风与专题形象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

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经过民俗采风阶段的调研，使学生了解一

定区域内民俗与服饰文化的特点，根据上述特点以特定的命题和要求，

让学生进行创新性的设计。通过讲授专题设计的概念、分类，所设计专

题的性质和特点，专题设计中应该注意的设计原则等，进一步提高和培

养学生将理论知识融入实践并指导设计实践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女士

形象色彩设计、女士形象风格

设计等专业知识，先修课程为

《服装效果图》、《服装设计

基础》、《女士形象风格设计》、

《女士形象色彩设计》等，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女士形象风格设计

《女士形象风格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

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女性面部及服装

造型设计的基本理论与规律，掌握形象风格设计的基本方法和创新思维，

培养独立、全面的完成不同风格流派的综合设计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形象

设计、服装设计等专业知识，

开设在《服装色彩学》、《服

装设计基础》、《图案设计》

等其他专业核心课和专业任

选课基础之上，建议修读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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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 4学期。

女士形象色彩设计

《女士形象色彩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

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不同形象特征、

肤色特征的女性色彩设计理论与规律。能够对人物形象进行分层次、递

进式色彩设计，培养学生对不同女性形象色彩的艺术创造能力，了解不

同人物形象对色彩的驾驭能力和辨析能力，从而更加准确的构建符合人

们自身色彩特征的全新的女性人物形象。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形象

风格设计、服装设计、服装色

彩等专业知识，开设在《女士

形象风格设计》、《服装设计

基础》、《图案设计》等其他

专业核心课和专业任选课基

础之上，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期。

男士形象设计

《男士形象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

门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男士形象设计

的特征要素及构成要素、男士肤色特征分析、男士个人形象诊断及搭配

等男士形象设计的理论知识，拓宽学生的研究视野、设计思维方式，提

高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形象

设计、服装设计、服装色彩等

专业知识，开设在《女士形象

风格设计》、《女士形象色彩

设计》《服装设计基础》、《图

案设计》等其他专业核心课和

专业任选课基础之上，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形体表演艺术

《形体表演艺术》课程内容主要讲述了不同风格舞蹈作品的特点和动律

特征，同时根据不同音乐的风格，进行舞蹈动作创编，感受形体表演的

乐趣，使学生理解和感受形体表演艺术的美感，并通过肢体语言表达出

来。该课程主要是通过舞蹈风格作品训练，塑造学生挺拔的体态和优雅

的气质。在学习的过程中增强学生身体的协调性、灵活性和稳定性，提

高和丰富肢体的表现力，使其具备一定的感染力，同时培养良好音乐感

觉和音乐节奏，增强舞台的表现力和自信度，让学生在舞动的过程中感

受形体艺术的魅力。在服装表演和形象设计类课程体系中，《形体表演

艺术》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舞蹈

基本能力和舞蹈舞台表现力

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镜

前造型》、《塑身与美姿》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
期。

模特资源管理

本课程系统论述了模特的基本理论知识，模特的编导、模特管理等内容，

对于模特的职业前景和职业道路规划都做了详细的阐述，通过对有关模

特相关知识的介绍，使学生了解和熟悉模特的分类、要求、模特公司和

模特发展等。该课程注重基本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能使学生

更加清楚的认识模特这一职业特点结合自身情况，为将来的自己的职业

发展也有一个定位。在服装表演和形象设计类课程体系中，《模特资源

管理》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

表演、模特等相关知识，先修

课程为《服装表演基础》、《服

装设计》等课程，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学期。

时尚产品展示陈列设计

《时尚产品展示陈列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

方向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该课程通过讲授服装展示陈列设计理论，使

学生能够系统的掌握服装展示陈列设计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陈列技

能。具有较高的服装展示陈列美学修养，具备独立设计和运用展示陈列

技艺完成对服装卖场进行综合设计的能力，为学生能顺利的踏入时尚行

业或商业营销行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

设计、形象设计等相关知识。

先修课程《纸样设计与工艺制

作》、《女士形象风格设计》、

《男士形象设计》、等专业核

心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服饰礼仪与社交

通过《服饰礼仪与社交》教学，让学生懂得个人塑造自身职业形象的重

要意义和作用，掌握仪容、仪态、仪表礼仪，社会交往艺术技巧等方面

的规范和操作要点。明确服饰礼仪与社交的功能和特点，了解服饰礼仪

与社交的原则、技能应用，熟练掌握礼节的正确应用方法和要求，能够

正确应用现代礼仪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活动。通过本课程教学，力图提

高学生人际交往、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能力，使之能更好地适应社会

环境，帮助学生提升整体形象，使其做到举止优雅大方，谈吐得体，使

他们有更多的自信、有更好的形象、赢得更多交友、求职、就业、合作、

服务社会的机会！为将来的职业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化妆、色彩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化妆基

础、色彩、服饰图案、服装设

计基础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模特表演组织与编导

《模特表演组织与编导》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应用科目。本

课程系统论述了服装表演组织与编导的概念、服装表演的组织策划、服

装表演的艺术指导、服装表演的舞台设计制作和服装表演编导，注重基

本理论知识、基本技能和制作方法，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不

仅能提高学生自身的组织能力和审美意识，还可以培养其服装表演组织

策划的感知力、控制力和良好的创意表现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能够系统掌握服装表演组织与编导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能独立完

成一台时装表演的编导与组织，使其具备一个编导人员的基本专业能力。

在服装表演和形象设计类课程体系中，《模特表演组织与编导》是一门

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

表演、模特等相关知识，先修

课程为《服装表演基础》、《模

特资源管理》等课程，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第 5或第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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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展示设计

《创意展示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

门专业方向课。本课程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设计基础知识以及基本技能进

行专业综合设计的能力。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市场调研，流行

趋势分析，设计展示等能力。提高对创意综合运用的认识和理解，有效

提高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与展示能力，为综合的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打

下良好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

设计、形象设计等专业知识，

开设在《女士形象风格设计》、

《女士形象色彩设计》《男士

形象设计》等其他专业核心课

和专业任选课基础之上，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人物形象造型设计

《人物形象造型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

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是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造型设计的课程。

本课程将系统的研究造型设计的基础知识，造型设计的设计法则，样式

风格，设计流程等内容。通过特定的专题项目进行研究式的学习，使学

生能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化妆技法，发型设计，灯光布景，服装造型

在形象整体造型的综合运用与方法。主要以培养形象造型设计与策划的

实用人才为目标，以造型设计能力指导教学，引导其进行多向性的元素

探索，集中训练学生时尚造型的塑造能力与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学生造

型设计能力，艺术创作能力，流行趋势分析能力，注重学生的实践操作

能力，培养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敬业精神。此外通过课程设计使学生

对所学专业知识起到巩固、深化、融会贯通及扩展应用的作用，并为毕

业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

设计、化妆、发型等相关知识，

先修课程为《素描》、《色彩》、

《图案设计》、《艺术概论》、

《发型设计》、《服装设计基

础》、《女士形象风格设计》、

《化妆基础与理论》、《应用

化妆》、《影视与舞台化妆造

型》、《艺术化妆造型》等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服饰品牌设计与策划

《服饰品牌设计与策划》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

向、形象设计与策划方向的专业方向课程，是研究服装的企划、设计、

开发、运营规律的一门学科。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服饰品牌概论、

服饰品牌调研、服饰品牌定位、服饰品牌的设计风格 、服饰品牌的系列

策划、服饰品牌的设计元素、服饰品牌形象、品牌服饰销售、服饰品牌

设计工作形式、服饰品牌设计流程解析、服饰品牌设计的实操要点、服

饰品牌设计资源、服饰品牌设计管理、成熟服饰品牌产品设计与策划、

创新服饰品牌产品设计与策划。通过讲授服饰品牌设计理论和反复进行

设计实践活动，使学生能够较系统的掌握服饰品牌设计与经营的方法，

达到培养学生综合设计能力的目的，为学生成为设计知识全面的高素质

服饰设计人才和经营者打下良好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

设计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

素描、色彩、服装效果图、服

装设计基础、图案设计（服

饰）、服装专题设计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形象流行与创意

《形象流行与创意》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

一门专业方向课程。本课程充分融合专业性与时尚性，通过形象设计中

男性、女性的服装、化妆、发型等终端消费需求进行划分，内容专注于

形象色彩预测、面料预测、服装款式预测、形象流行资讯深度分析。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

设计、形象设计等专业知识，

开设在《女士形象风格设计》、

《女士形象色彩设计》《服装

设计基础》等其他专业核心课

和专业任选课基础之上，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形象审美评论

本课程内容分别对形象和审美进行阐述，延伸出形象审美评论的报道和

写作的方法和要求，使学生掌握形象评论写作方法，能够独立撰写形象

评论。该课程以理论教学为主，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启发学生并根

据服装表演专业学生特点，让学生熟悉形象与审美的相关知识，掌握形

象审美评论写作技巧，提高学生文化修养，使学生能理论联系实际，运

用新闻写作学的基本原理解决评论写作中的问题。最终使学生达到具有

研究时尚新闻，解读时尚文化、文字论述，书面表达等能力，培养新型

复合型的专业人才。在服装表演和形象设计类课程体系中，《形象审美

评论》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妆、

形象设计等相关知识，先修课

程为《女士形象风格设计》、

《化妆基础》等课程，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5或第 6学期。

应用化妆

《应用化妆》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学生的专

业必修课程之一。本课程在基础上有一定的延伸内容，是在掌握一定的

化妆技能后，所开设的一门对专业有所提升的课程。主要以培养化妆实

用人才为目标，要有一定的岗位针对性和实用性，涉及的内容广泛，以

化妆能力指导教学，集中训练学生独立思考对时尚造型的塑造能力，培

养学生化妆设计意识、时尚意识和国际妆面流行意识.
通过讲授化妆造型设计的概念与流程，应用化妆的基本原理，各类化妆

造型元素的特点等内容，学生能够掌握应用化妆的基本技法，化妆造型

设计的方法，根据固有的风格，融入时尚的元素，塑造出具有一定时尚

感度的整体造型。要求学生有较好的化妆功底和敏锐的时尚感度，对各

种材料有一定应用能力。为以后的影视与舞台化妆造型，艺术化妆造型

等课程做准备。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

设计、化妆基础、发型等相关

知识，先修课程为《素描》、

《色彩》、《图案设计》、《艺

术概论》、《化妆基础与理

论》》、《发型设计》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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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文化

《服饰文化》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

业任选课。本课程内容以大文化为背景，在人类文化进程的高度上，从

社会、历史、民俗等几个方面讲述服饰发展的进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

设计、形象设计等相关知识。

先修课程《服装设计基础》、

《服装色彩》等课程，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影视与舞台化妆造型

《影视与舞台化妆造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

向的专业技能之一，是将科学性的化妆技术与艺术性的创作相融合，研

究在影视及舞台化妆造型中化妆理论的学习和掌握塑造面部每个五官的

具体操作和调整的一门课程。本课程主要在于实践能力的培养，按照一

定的影视及舞台流程和人物造型过程，完成影视及舞台造型的全过程。

并通过由浅入深、由简到难的实际操做训练，通过学习影视化妆对造型

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舞台各个角色性格化妆技巧，更好地

掌握通过化妆改变人物造型的技能技巧和方法。使学生具备人物形象设

计类人才所必需的影视及舞台等方面化妆的实用技能，培养学生掌握合

理的影视化妆技巧、舞台妆容设计方法，增强学生在影视及剧院里进行

化妆的动手实际操作能力，以顺应现代化妆市场的要求。要求学生用较

高的化妆技术水平，逐步培养学生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综合运用专业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今后所从事的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技

术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

设计、化妆、发型等相关知识，

先修课程为《素描》、《色彩》、

《图案设计》、《艺术概论》、

《化妆基础与理论》、《应用

化妆》、《发型设计》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服装色彩学

《服装色彩学》系统的研究服装设计中的色彩搭配，服装色彩的心理作

用，服装色彩的采集及设计原理及服装色彩对服装流行与消费的关系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服装色彩设计的基

本理论，熟练运用配色方法，培养较高的审美能力实践表达能力，为服

装设计打下坚实的色彩理论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

设计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

《素描》、《色彩》、《图案

设计》、《服装设计基础》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
期。

发型设计

《发型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专业技

能之一。系统的研究吹风造型，盘发的基本手法与运用，发行与形象造

型的关系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扎、

编、盘、卷、拧包等造型手法，结合卷棒，电夹板，吹风机等曲卷卷发，

达到各种时尚创作的目的。发型设计是人物形象造型设计中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为日后，通过发型的变化塑造人物的整体形象，考虑人物造型

的整体性打下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

设计、发型等相关知识，先修

课程为《素描》、《色彩》、

《图案设计》、《艺术概论》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
学期。

服装电子商务与营销

《服装电子商务与营销》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

向的专业任选课，是一门设计与营销相互交叉的专业拓展课程。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服装电子商务与营销的相关知识，熟悉服装电

子商务的发展现状、主要商业模式、线上销售平台的搭建技术、线上销

售推广流程及未来发展前景，初步掌握服装电子商务整体运营的工作步

骤、组织架构和运营方法。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

设计、形象设计等相关知识。

先修课程《服装设计基础》、

《时装摄影》、《服装展示陈

列设计》等，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7学期。

装饰设计

《装饰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

业任选课。是将学生从写实训练引领到创作训练的一门重要的过渡课程。

课程的基本内容是装饰设计的学习和装饰习作训练。通过把握装饰的创

作规律，不断创造新的装饰艺术形式，为学生今后的设计道路积累丰厚

的艺术内涵，为设计创作开拓崭新的道路。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造型

及设计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

《素描》、《色彩》、《图案

设计》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设计史

《设计史》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

任选课。培养学生的理论修养与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综合设计素质，为

设计实践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在设计实

践中具有明确的思维导向性，有利于形成一定的设计风格。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艺术

设计学专业最基本的理论知

识。先修课程《素描》、《色

彩》、《图案设计》等，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展示与表演

《展示与表演》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应用科目。本课程系统

论述了服装展示和服装表演两方面的内容，从服装模特表演艺术的新视

觉和服装展示的要素技巧，阐述了服装模特舞台艺术的表现原则以及服

装模特舞台表演艺术美等。学生通过了解服装表演及所学的服装艺术设

计知识的综合运用，从不同服装的风格特点出发，学习并学会运用表演

手段的表现力量，达到设计师的设计思想与服装个性的统一，使学生能

够准确的掌握展示服装的技巧与方法，同时增加服装表演的展示能力。

该课程注重基本理论知识与基本技能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

作性，不仅能提高学生对服装展示的理解，同时也加强了学生服装表演

的能力。在服装表演和形象设计类课程体系中，《展示与表演》是一门

十分有必要的专业选修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表演、

设计、展示等相关知识，先修

课程为《服装表演技巧》、《塑

身与美姿》等课程，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4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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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欣赏

《美学欣赏》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

业任选课。系统介绍美的本质与特征，美的形式和内容，美的形态以及

美感的心理特征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美学的

基础知识，进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其对美的鉴赏能力与创造能

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艺术

概论、中外服装史的理论知

识。先修课程《艺术概论》、

《中外服装史》等，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5学期。

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

业任选课。通过对公共艺术的概念、类型及其内涵公共与环境的关系的

学习，了解国内外公共艺术发展的状况和研究内容，熟悉公共艺术与环

境的共融关系，掌握公共艺术的设计方法，设计制作出公共艺术作品。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艺术

概论的理论知识。先修课程

《艺术概论》、《素描》、《色

彩》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1048



服装与服饰设计（形象设计与策划方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艺术学 专业代码：130505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方向培养具备人物风格设计、人物色彩设计、服装设计、商业展示陈列设计、服装品牌动静态推广、时尚传播、服装表演编导等

能力，毕业后能在服装、影视广告、传媒机构、工商企事业等单位从事形象设计、服装设计和形象策划及展示编导等工作，在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要求学生具有为国学习的思想和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了解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具有较为系统的服装表演及形象设计的专业理论

和专业知识，学生应在形象设计创新，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社会交流沟通能力等方面得到全面锻炼，并通过形象设计思维能力的培养、

设计方法和技能的训练，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市场意识和专业设计能力、符合国家考级的外语水平。本专业培养规格为应用型创意人

才。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在专业能力结构方面，要注重设计能力、审美能力、策划能力三方面能力的培养。创新时代创意为先，美学质量和设计技术表现是完

善创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从理论课程、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三个模块中建立起一个体现这个培养方向的正确指导思想，即课程教

学的核心理念要贯穿于创新教学之中，在培养学生创意能力的同时提高审美能力和设计能力。

2、在专业素质结构方面，要求学生不仅有很强的创新能力，还应具备很强的社会沟通能力、服饰搭配能力和人物造型能力的培养。这四

种能力是专业素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为设计不仅要有个性化，更要注重通过语言、文字、行为和作品与人沟通，与市场和社会沟

通。

3、在综合知识结构方面，要求学生除了已确定的本科专业知识外，同时具有一定的人文素养，以提高设计的创意想象能力，具有一定的

时尚分析技能，使设计具有感性的思维方式和理性的逻辑思维能力，具有一定的外语水平，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沟通能力，以及掌握软件

应用、获取信息和文件检索等方面的资料收集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

与沟通能

力

2.创新创

业精神

3.市场营

销基础知

识

4.设计能

力

5.审美能

力

6.策划能

力

7.创新能

力

8.社会沟

通能力

9.服饰搭

配能力

10.人物

造型能力

11.语言

表达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大学计算机基础

信息检索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艺术概论 √ √ √

素描 √ √ √
色彩 √ √ √

化妆基础与理论 √ √ √

服装表演基础 √ √ √
塑身与美姿(1) √ √ √

塑身与美姿(2) √ √ √

塑身与美姿(3) √ √ √
图案设计（服饰） √ √ √

中外服装史 √ √ √

时装摄影 √ √ √
服装立体裁剪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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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前造型展示 √ √ √

国画（工笔人物） √ √ √
首饰设计基础 √ √ √

纤维工艺 √ √ √

图形设计 √ √ √
家纺用品设计 √ √ √

服装效果图(1) √ √ √

服装效果图(2) √ √ √
服装设计基础（1） √ √ √

服装设计基础（2） √ √ √

服装综合表演技巧 √ √ √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1） √ √ √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2） √ √ √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3） √ √ √
民俗采风与服饰设计 √ √ √

女士形象风格设计 √ √ √

女士形象色彩设计 √ √ √
男士形象设计 √ √ √

形体表演艺术 √ √ √

应用化妆 √ √ √
时尚产品展示陈列设计 √ √ √

服饰礼仪与社交 √ √ √

形象审美评论 √ √ √
时尚专题设计 √ √ √

人物形象造型设计 √ √ √

服饰品牌设计与策划 √ √ √
形象流行与创意 √ √ √

模特表演组织与编导 √ √ √

形象专题设计 √ √ √
服饰文化 √ √ √

影视与舞台化妆造型 √ √ √

服装色彩学 √ √ √
发型设计 √ √ √

服装电子商务与营销 √ √ √

装饰设计 √ √ √
设计史 √ √ √

展示与表演 √ √ √

美学欣赏 √ √ √
公共艺术 √ √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图案（服饰） √ √ √
发型设计实践 √ √ √

服装综合表演技巧 √ √ √

影视与舞台化妆造型实践 √ √ √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综合

实验（1）
√ √ √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综合

实验(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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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综合

实验（3）
√ √ √

民俗采风与专题服装设计

实习
√ √ √

时尚产品展示陈列设计（服

装表演方向）
√ √ √

服饰品牌设计与策划（形象

策划方向）
√ √ √

时尚专题设计（时尚设计方

向
√ √ √

时尚专题设计综合实验（时

尚设计方向）
√ √ √

形象专题设计（形象策划方

向）
√ √ √

形象专题设计综合实验（形

象策划方向）
√ √ √

毕业实习 √ √ √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 √ √

四、专业特色

形象设计是一个新兴的时尚行业，它把服装艺术设计和人物造型设计融为一体，从人物的心理需求、生理需求、生活状态、意志表达、

个性张扬及人文关怀等方面，依不同的人物对象的需求，对其进行整体的形象策划工作。它所关注的范畴包括舞台、影视行业和人们日

常生活中的整体形象塑造。通过系统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现代时尚传播的理念，掌握艺术造型的理论和形象设计的专业技能。能够独

立承担针对各种人物形象进行整体策划和装扮设计的能力。

五、主干学科

艺术学、设计学、美学、人体工程学、心理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服装设计基础、纸样设计与工艺、女士形象设计、男士形象设计、服装综合表演技巧、形体表演艺术、形象流行与创意、创

意妆容设计、塑身与美姿、模特资源管理、服饰品牌设计与策划、形象审美评论、舞台妆容设计、服饰礼仪与社交、时尚产品展示陈列

设计、艺术创作实践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服装表演综合技巧（2学分/2周）、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综合实验（1学分/1周）、民俗采风与专题形象设计实

习（3学分/3周）、时尚产品展示陈列设计（2学分/2周）、发型设计实践（1学分/1周）、舞台妆容设计实践（1学分/1周）、创意

展示设计（2学分/2周）、形象创意设计（2学分/2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39 8 17 11 28 23 34 51.9

要求学时 2404+42周 784 128 336 200 548 408 42周 572+42周
学分占比 100% 24.38% 5% 10.63% 6.88% 17.50% 14.38% 21.25% 32.42%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艺术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人物形象的设计表现方法、基本理论，掌握形象设计历史演变、流行预测、市场消费和品牌经营的基本技巧与基本知识，

具有形象设计、服装设计、商业展示陈列设计、服装品牌动静态推广、时尚传播、服装表演编导等能力，毕业后能在服装、影视广告、

传媒机构、工商企事业等单位从事形象设计、服装设计和形象策划及展示编导等工作，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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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39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5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5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5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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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91901

小计 39.0 592.0 0.0 32.0 160.0 11.0 9.5 8 7.5 0 2.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一年

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7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艺术概论

（Introduction of Art）
3 48 3 考试 B093909

素描（Sketch） 2 16 32 4*12 考查 B093910
色彩（Colour） 2 16 32 4*12 考查 B093911

化妆基础与理论

（Makeup Base and
Theory）

2 16 32 4*12 考试 B093913 新开课

服装表演基础

（The Basis of Fashion
Performance）

2 16 32 4*12 考试 B093912

塑身与美姿(1)
（Fitted with Timmia 1）

2 32 2 考查 B093704

塑身与美姿(2)
（Fitted with Timmia 2）

2 32 2 考查 B093907

塑身与美姿(3)
（Fitted with Timmia 3）

2 32 2 考查 B093908

小计 17 208 128 0 0 8 4 2 3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图案设计▲（服饰）

（ Graphic
DesignCostume）

2 36 3*12 考查 B098901

中外服装史▲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lothing）

2 32 2 考试 B098902

时装摄影▲
（Fashion Photography）

2 36 3*12 考查 B098903

镜前造型展示▲
（Modeling Display in
Front of Mirror）

3 48 4*12 考查 B098904

服装立体裁剪 ▲
（Clothing Draping）

2 16 32 4*12 考查 B098906

国画（工笔人物）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2 36 3*12 考查 B098912

首饰设计基础

（Jewelry Design Basis）
2 36 3*12 考查 B098907

1053



纤维工艺

（Fiber Technique）
3 48 4*12 考查 B098908

图形设计

（Graphic Design）
3 48 4*12 考查 B098910

家纺用品设计

（Home Textile Design）
2 36 3*12 考查 B098911

小计 23 372 32 0 0 4 17 0 2 0 0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服装效果图(1)
（Apparel Working Sketch
1）

2 36 3*12 考查 B094801

服装效果图(2)
（Apparel Working Sketch
2）

2 36 3*12 考查 B094902

服装设计基础（1）
（Clothing Design Basic）

3 48 4*12 考查 B094903

服装设计基础（2）
（Clothing Design Basic）

3 48 3*16 考查 B094904

服装综合表演技巧

（Skills of Comprehensive
Fashion Performance 1）

3 48 3*16 考查 B094905

纸样设计工艺制作（1）
（Fash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1）

1 8 16 2*12 考查 B094806
学时、

学分

变化

纸样设计工艺制作（2）
（Fash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2）

1.5 16 20 3*12 考查 B094807
学时、

学分

变化

纸样设计工艺制作（3）
（Fash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3）

1.5 16 16 2*16 考查 B094914

民俗采风与专题服装设计

（Design of Folk Custom
and Special Image）

2 32 2*16 考查 B094909

女士形象风格设计

（Style Design of
Women's Image）

2 16 32 4*12 考查 B094910

女士形象色彩设计

（Color Design of
Women's Image）

2 16 32 4*12 考查 B094911

男士形象设计

（Design of Men's Image）
3 32 32 4*16 考查 B094915

学时、

学分

变化

形体表演艺术

（Body Performing Arts）
2 16 32 4*12 考查 B094913

小计 28 368 180 0 0 0 5 8 2.5 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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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时
尚设

计方

向)

应用化妆

（Application Make-up）
2 36 3*12 考查 B095911 新开课

时尚产品展示陈列设计

（Design of Clothing
Display and Exhibition）

3 48 3*16 考查 B095912 新开课

服饰礼仪与社交

（Dress Etiquette and
Social）

2 36 3*12 考查 B095903

形象审美评论

（Image Aesthetic
Criticism）

2 36 3*12 考查 B095904

时尚专题设计

（Fashion Design Project）
3 48 3*16 考查 B095905

小计 12 204 2 2 4 6

方向

二

（形

象策

划方

向）

人物形象造型设计

（Image Making）
2 36 3*12 考查 B095913 新开课

服饰品牌设计与策划

（Fashion Brands Design
and Planning）

3 48 3*16 考查 B095907

形象流行与创意

（Fashion and Creativity
of Image）

2 36 3*12 考查 B095908

模特表演组织与编导

（The Organization and
Direction of Model
Performance）

2 36 3*12 考查 B095909

艺术化妆造型

（Art Make-up）形象专题

设计

（Image Project Design）

3 48 3*16 考查 B095914 新开课

小计 12 204 2 4 6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服饰文化▲
（Costume Culture）

2 36 3*12 考试 B096901

影视与舞台化妆造型▲
(Make-up for Medium and
Stage)

2 36 3*12 考试 B096911 新开课

服装色彩学▲
(Colour Theory for
Fashion)

2 36 3*12 考试 B096912
学时、

学分变

化

发型设计▲(Hairstyle
Design)

2 16 32 4*12 考试 B096913
学时、

学分变

化

服装电子商务与营销▲
(Clothing E-commerce and
E-marketing)

3 48 3*16 考试 B096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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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设计

(Decorative Design)
2 36 3*12 考查 B096906

设计史

(History of Art Design)
3 48 3 考查 B096907

展示与表演

(Pres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2 36 3*12 考查 B096908

美学欣赏

(Aesthetic Appreciation)
3 48 3*16 考查 B096914

学时、

学分变

化

公共艺术

(Public Art)
3 48 3*16 考查 B096910

小计 24 388 32 0 0 0 3 4 8 0 0 9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34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Labor for the collective
welfare）

（1） 考查 B197002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B197003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B197004

图案（服饰）（Graphic
Design ）

1 1 1 考查 B097701

发型设计实践（Hairstyle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802

服装综合表演技巧

（Skills of Comprehensive
Fashion performance）

2 2 2 考查 B097903

影视与舞台化妆造型实践

（Make-up for Medium and
Stagen）

1 1 1 考查 B097919 新开课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综合实

验（1）
（Fash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1）

1 1 1 考查 B097920 学分变化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综合实

验（2）
（Fash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2）

3 3 3 考查 B097921 学分变化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综合实

验（3）
（Fash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3）

1 1 1 考查 B097907

民俗采风与专题服装设计实

习

（Design of folk custom and
special image）

3 3 3 考查 B097908

时尚产品展示陈列设计（服

装表演方向)
（Clothing exhibition design）

2 2 2 考查 B097922 新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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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品牌设计与策划（形象

策划方向）

（Fashion Brands Design and
Planning）

2 2 2 考查 B097911

时尚专题设计（时尚设计方

向）

（Fashion Design Project）
2 2 2 考查

B097912

时尚专题设计综合实验（时

尚设计方向）

（Fashion Design Project）
5 5 5 考查 B097913

形象专题设计（形象策划方

向）

（Image project design）
2 2 2 考查 B097914

形象专题设计综合实验（形

象策划方向）

（Image project design）
5 5 5 考查 B097915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exercitation）
2 2 2 考查 B097916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8 16 16 考查 B097917

小计 43 51 3 3 2 3 4 18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是高等艺术院校（系）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它概要地阐述艺

术的基本原理和知识，诸如艺术的本质、艺术的特征、艺术作品的构成、艺术的发

展规律、创作规律、欣赏规律等基础知识，以及党和国家对艺术的方针政策。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设计、

形象设计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

《素描》、《色彩》、《服装设计

基础》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
学期。

素描

《素描》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

通过素描学习，学生能够熟练掌握人物的比例、造型、特征、形体、结构、解剖、

运动、透视、线条等基本要素与构成方法。通过素描课程，学生能够利用衣物的衣

纹、衣料来体现人体的曲线美与外在美；学习服装与人体结构及各局部间的组接关

系，以及如何表现服装设计中的形式美和服装在人穿着后的效果。

修读该门课程能够使学生更好的

研究服装与形体的穿着及搭配关

系，更好地设计出各式各样的服装

款式，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色彩

《色彩》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

本课程对培养学生敏锐的色彩观察能力，深入研究色彩语言、表现色彩语言、丰富

色彩语言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色彩课程的开设，使学生具备坚实的色彩造型能力，

树立正确的绘画观、造型观、艺术观、专业观等良好的艺术修养，进而将专业知识

更好的应用于专业创作之中。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先开设《素描》

课程，二者为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

专业方向其他课程的开设提供了

造型表现能力和色彩表达能力的

支撑。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化妆基础与理论

《化妆基础与理论》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专业基础必

修课之一。系统研究化妆的基础理论与基础常识，化妆的概念与分类，化妆工具与

材料的使用，化妆的基本技法，矫正化妆，化妆与素描、色彩在化妆中的应用关系

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色彩基础、头面部结构、

面部缺点矫正的化妆技法等基本理论知识，熟练运用化妆工具与材料、化妆步骤与

技法，培养较高的人物形象特点分析能力，审美能力、化妆实践表达能力，为形象

设计与策划打下坚实的化妆设计理论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设计

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素描》、

《色彩》、《图案设计》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服装表演基础

《服装表演基础》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基础

必修课程。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掌握时装表演及其相关理论和基本的

展示方法。深入掌握服装的展示技巧并加强对服装款式表现力的理解。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设计

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素描》、

《色彩》、《图案设计》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塑身与美姿（1）

《塑身与美姿(1)》的课程内容主要是芭蕾基础训练，共分为地面训练、扶把训练

和中间训练三部分内容，主要通过芭蕾科学的舞蹈体系和程式化的动作特征改变学

生自然的体形，塑造学生直立的体态和优雅的气质，舞蹈组合也是由易到难的讲解，

使学生较为容易的接受，从中掌握舞蹈的肢体美感和审美要求。本课程主要是通过

舞蹈和形体基本动作训练，塑造学生的形体线条、身体姿态，改变学生原有的自然

体态，解放肢体、获得必要的技术、技能和规范的动作形态，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

能力、身体的协调性、稳定性，提高和丰富肢体的表现力，使其具备一定的感染力，

塑造优雅的形象气质，培养良好的舞蹈与音乐感觉，同时结合服装表演专业的特殊

性，使所学内容融入服装表演中，为提高专业素质起到一定的强化作用。在服装表

修读该门课程是整个专业体系中

的最基础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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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和形象设计类课程体系中，《塑身与美姿(1)》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

塑身与美姿（2）

《塑身与美姿（2）》的课程内容主要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共涉及到四个民族的学

习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最基本的中国民族民间舞元素、体态动律及风格特征，

了解不同民族的舞蹈文化特点，同时增强自身的协调性和灵活性的能力，提高舞蹈

的表现力和审美力。本课程主要是通过舞蹈和形体基本动作训练，塑造学生的形体

线条、身体姿态，改变学生原有的自然体态，解放肢体、获得必要的技术、技能和

规范的动作形态，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能力、身体的协调性、稳定性，提高和丰富

肢体的表现力，使其具备一定的感染力，塑造优雅的形象气质，培养良好的舞蹈与

音乐感觉，同时结合服装表演专业的特殊性，使所学内容融入服装表演中，为提高

专业素质起到一定的强化作用。在服装表演和形象设计类课程体系中，《塑身与美

姿(2)》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芭蕾基础

知识，先修课程为《塑身与美姿

1》、服装表演基础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塑身与美姿（3）

《塑身与美姿（3）》的课程内容主要是中国古典舞和现代舞两部分内容。中国古

典舞的教学内容为身韵元素组合，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身体呼吸与肢体动作的配

合，展现古典舞优美的姿态和婀娜的体态；现代舞的教学内容为基本元素动作组合，

意在加强学生身体各个机能的训练和现代舞风格特征的掌握。本课程主要通过舞蹈

和形体基本动作训练，塑造学生的形体线条、身体姿态，改变学生原有的自然体态，

解放肢体、获得必要的技术、技能和规范的动作形态，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能力、

身体的协调性、稳定性，提高和丰富肢体的表现力，使其具备一定的感染力，塑造

优雅的形象气质，培养良好的舞蹈与音乐感觉，同时结合服装表演专业的特殊性，

使所学内容融入服装表演中，为提高专业素质起到一定的强化作用。在服装表演和

形象设计类课程体系中， 《塑身与美姿(3)》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身体协调

性与灵活性等基础能力，先修课程

为《塑身与美姿 2》、服装表演基

础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
学期。

塑身与美姿（4）

《塑身与美姿(4)》的课程内容主要是独舞作品训练，较为全面的涵盖了各个不同

种类的舞蹈，每个独舞作品分别介绍了不同风格舞蹈的基本体态、风格特点和动律

特征等，舞蹈组合也是由易到难的讲解，使学生较为容易的接受，从中掌握舞蹈的

肢体美感和审美要求。本课程主要是通过舞蹈和形体基本动作训练，塑造学生的形

体线条、身体姿态，改变学生原有的自然体态，解放肢体、获得必要的技术、技能

和规范的动作形态，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能力、身体的协调性、稳定性，提高和丰

富肢体的表现力，使其具备一定的感染力，塑造优雅的形象气质，培养良好的舞蹈

与音乐感觉，同时结合服装表演专业的特殊性，使所学内容融入服装表演中，为提

高专业素质起到一定的强化作用。在服装表演和形象设计类课程体系中，《塑身与

美姿(4)》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古典舞、民

间舞、现代舞等不同风格的舞蹈动

律与技巧，先修课程为《塑身与美

姿 2》、《塑身与美姿 3》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塑身与美姿（5）

《塑身与美姿（5）》的课程内容是剧目排练，是舞蹈教学中综合性较强的课程。

涵盖了双人舞和群舞排练，通过剧目的动作学习、队形编排、节奏配合等，使学生

不仅了解了舞蹈的风格特征，同时加强学生舞蹈表演能力和团队合作。教学剧目课

旨在培育学生综合的、全面发展表演能力和缔造能力，通过学习剧目学会刻画角色，

塑造人物形象，把握舞蹈表演能力。本课程主要是通过舞蹈和形体基本动作训练，

塑造学生的形体线条、身体姿态，改变学生原有的自然体态，解放肢体、获得必要

的技术、技能和规范的动作形态，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能力、身体的协调性、稳定

性，提高和丰富肢体的表现力，使其具备一定的感染力，塑造优雅的形象气质，培

养良好的舞蹈与音乐感觉，同时结合服装表演专业的特殊性，使所学内容融入服装

表演中，为提高专业素质起到一定的强化作用。在服装表演和形象设计类课程体系

中，《塑身与美姿(5)》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舞蹈基础

知识和独舞的表现力等相关知识，

先修课程为《塑身与美姿 3》、《塑

身与美姿 4》等课程，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学期。

图案设计(服饰)

《图案设计(服饰)》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的主要内容

包括图案设计风格、图案造型基础、图案色彩配置、图案美学原理、服饰图案设计。

通过课程教学，引导学生深入实践，了解传统与当代图案艺术形式，把握时尚发展

的脉搏，总结新创意、新形式、新材料、流行色的发展过程和形成原因，从生活中

探寻、认识图案设计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要求学生掌握图案设计的基本方法与原

则，进行服饰图案造型和美学原理相关的命题训练，锻炼学生的设计思维能力和创

新能力，学会将图案装饰合理地应用于服装设计中。

《图案设计(服饰)》是服装与服饰

设计专业中的基础选修课。通过学

习，要求学生了解图案的概念，学

习图案设计的基本要素、组织方

法、形式美的构成原则。掌握图案

造型与色彩搭配技巧，培养学生对

图案艺术的欣赏能力、解读能力，

以及灵活运用图案、色彩进行创作

表现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基础设计

能力、审美鉴赏力、实践动手能力

和创新能力，为后期专业设计课程

的顺利进行做知识储备。

中外服装史

本课程是一门基础选修课。课程主要讲述各个时期不同的服装与服饰样式，让学生

系统地掌握中外服装史的发展背景、过程以及各时期中外服装的形态和发展规律，

使学生认识服装发展变化的规律，并且能够从历史中汲取知识，获得设计灵感。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色彩、图案

设计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素描、

色彩、艺术概论、图案设计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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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摄影

《时装摄影》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

课。本课程着重介绍时装摄影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拍摄技巧。主要内容包括时装摄影

的概念、特点、基本法则、发展史，时装摄影拍摄所具备的拍摄设备及灯光器材，

时装摄影的拍摄技法和表现手法，时装摄影的构图形式，时装摄影的用光及布光方

式等方面的知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设计

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素描》、

《色彩》、《图案设计》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镜前造型展示

《镜前造型展示》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基础

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掌握镜前造型的相关理论和基本的展示方

法。深入掌握动态和静态造型的展示技巧并加强对服装款式表现的理解。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表演

基础、设计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

为《素描》、《色彩》、《图案设

计》、《服装表演基础》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国画（工笔人物）

《国画（工笔人物）》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

基础选修课。它从描绘形式上分白描、工笔重彩，从描绘对象上分花鸟，人物等。

根据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专业的学习特点，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以中国画理论讲授为

主，实践练习为辅，目的在于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学习和具体而深入地实践练习，

能够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来深刻感受中国画独特的艺术魅力，以求达到对中国传

统美学审美方式、方法的基本认识，从传统中寻求创新。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基础造型

和色彩的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

《素描》、《色彩》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首饰设计基础

《首饰设计基础》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基础

选修课。本课程通过对不同首饰类型和首饰艺术的讲授，结合不同领域的艺术手段

与首饰表现技法，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将首饰文化、设计、艺术、材料、工艺、市

场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基础造型

和色彩的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

《素描》、《色彩》、《图案设计》

等课程，是在整个专业教学链中重

要的一门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纤维工艺

《纤维工艺》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

课。本课程注重纤维编织工艺的讲授与训练。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的

学习，了解纤维艺术的发展史，熟练的掌握纤维编织的工艺流程，并能自如的运用

纤维编织工艺进行艺术创作。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基础造型

和色彩的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

《素描》、《色彩》、《图案设计》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 学

期。

图形设计

《图形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

课。本课程旨在学习图形设计的基本流程、创作思路和操作方法，重视图形设计的

商业性、科学性、艺术性特点，对各种图形设计的技巧性进行适度挖掘。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基础造型

和色彩的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

《素描》、《色彩》等课程，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家纺用品设计

《家纺用品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基础

选修课。通过本课程的理论和制作技法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家纺用品设计与制作基

础理论、制作的方法和缝制技法、表现形式及与家居文化、服饰文化的关联，同时

拓宽学生专业方面的眼界，提高艺术鉴赏力，提高学生的创作能力，增强学生毕业

后对工作的适应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设计、

图案设计的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

《服装设计基础》、《服装效果图》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 学

期。

服装效果图Ⅰ

《服装效果图Ⅰ》（又称服装画）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一门基础必修课程。服

装效果图是服装设计师的语言，是服装制作生产的依据。本课程主要讲授服装效果

图的特征与分类，服装与人体的艺术表现，服装画造型方法，通过讲授服装效果图

技法和反复绘画实践，使学生能够系统的掌握服装与人体之间的表现形式和基本技

能，提升学生的服装美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为学生成为高级服装设计师打下良好的

基础。

该课程是建立在素描、色彩等基础

课的基础之上的，在整个专业教学

链中是由基础美感训练到专业训

练的过渡课程，具有承上启下的作

用。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服装效果图Ⅱ

本课程主要讲授服装效果图色彩的艺术特征及其配置方法，使用淡彩、重彩、油画

棒等工具，运用平涂法、晕染法、撇丝法等各种技法对服装的款式、质感、发型、

配件等加以表现，使服装效果图画面达到完整性与艺术性兼备。通过讲授服装效果

图技法和反复绘画实践练习，使学生能够系统的掌握服装效果图的艺术风格表现，

提升学生的服装美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使其具备独立设计和完成绘制服装效果图的

能力，为学生成为高级服装设计师打下良好的基础。

该课程是建立在设计基础（平面、

色彩）、服装效果图Ⅰ等基础课的

基础之上的，在整个专业教学链中

是由基础美感训练到专业训练的

过渡课程，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服装设计基础

《服装设计基础》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必修专业

核心课程之一，是启发和提高学生服装审美意识、思维方法及设计能力的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现代服装设计的美学原理、设计程序、服装的外型、服装

色彩及应用、服装材料及应用、服装款式的局部及整体设计、现代服装流行的产生

及成衣设计。通过讲授服装设计理论和反复进行设计实践，使学生能够系统的掌握

服装设计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较高的服装美学修养和审美能力，具备独立

设计服装的能力，为学生成为高级服装设计师打下良好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基础绘画、

服装绘画和构成基础等知识，先修

课程为素描、色彩、设计基础、服

装效果图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2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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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综合表演技巧 1
《服装综合表演技巧 1》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

业核心课程。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全面了解服装模特的个性创造、表演的

不同特性、礼服和婚纱服装的表现技巧及其服装配饰的展示技巧等。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表演

基础、设计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

为《图案设计》、《服装表演基础》、

《镜前造型展示》等课程，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服装综合表演技巧 2

《服装综合表演技巧 2》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

业核心课程。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学习不同类型服装的表现技巧、服装

配饰的展示技巧、物品的展示技巧的基础上，深入掌握不同类型服装的展示技巧并

加强模特的个性化表现。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表演

基础、镜前造型展示等相关知识，

先修课程为《服装表演基础》、《镜

前造型展示》、《服装综合表演技

巧 1》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

作（1）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表演与形象、形象设计与策划专业

学生的必修专业课程。它既可以直接应用于服装生产，是服装加工生产的技术条件

和依据，也是实现设计思想的手段。纸样设计在服装造型中的作用，从生产来讲它

是服装构思的具体化，是加工生产的技术条件和依据。从服装造型上说，它是构成

服装主体造型的平面展开；根据服装专业教学的特点,本课程较全面、系统地讲述

了纸样结构设计的方法及服装工艺实施的全过程。该课程对服装基础制做方法、各

类裙装或裤装纸样及工艺进行了由深入浅出的讲述与分析。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要掌握纸样设

计的基本知识，能运用服装结构变

化规律的基本理论去认识、分析、

解决服装纸样款式变化，并要求学

生能独立设计、绘制出裙类或裤类

的服装纸样。学习纸样设计与工艺

制作课程要理论联系实际, 强化

动手能力，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服

装款式千百万化，只有掌握原理知

识才能达到灵活运用，提高应变能

力。建议修读该课程，学期为第 2
学期。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

作（2）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表演与形象、形象设计与策划专业

的必修课程。它既可以直接应用于服装生产，是服装加工生产的技术条件和依据，

也是实现设计思想的手段。纸样设计在服装造型中的作用，从生产来讲它是服装构

思的具体化，是加工生产的技术条件和依据。从服装造型上说，它是构成服装主体

造型的平面展开；根据服装专业教学的特点,本课程较全面、系统地讲述了纸样结

构设计的方法及服装工艺实施的全过程。该课程对上衣基本纸样、衬衣纸样或外套

纸样及工艺流程及制作进行了由深入浅出的讲述与分析。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要掌握纸样设

计的技能和方法，能运用服装结构

变化规律的基本理论去认识、分

析、解决服装纸样款式变化，并要

求学生能独立设计、绘制出衬衣、

外套的服装纸样。学习纸样设计与

工艺制作课程要理论联系实际 ,
强化动手能力，不断提高技术水

平，服装款式千百万化，只有掌握

原理知识才能达到灵活运用，提高

应变能力。建议修读该课程，学期

为第 3学期。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

作（3）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课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表演与形象、形象设计与策划专业

学生的必修课程。它既可以直接应用于服装生产，是服装加工生产的技术条件和依

据，也是实现设计思想的手段。纸样设计在服装造型中的作用，从生产来讲它是服

装构思的具体化，是加工生产的技术条件和依据。从服装造型上说，它是构成服装

主体造型的平面展开；根据服装专业教学的特点,本课程较全面、系统地讲述了纸

样结构设计的方法及服装工艺实施的全过程。该课程对连衣裙、大衣类的纸样设计

及工艺制作进行了由深入浅出的讲述与分析。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要掌握纸样设

计的基本知识，能运用服装结构变

化规律的基本理论去认识、分析、

解决服装纸样款式变化，并要求学

生能独立设计、绘制出连衣裙、大

衣类的服装纸样。学习纸样设计与

工艺制作课程要理论联系实际 ,
强化动手能力，不断提高技术水

平，服装款式千百万化，只有掌握

原理知识才能达到灵活运用，提高

应变能力。建议修读该课程，学期

为第 4学期。

民俗采风与专题形

象设计

《民俗采风与专题形象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

门专业核心课程。经过民俗采风阶段的调研，使学生了解一定区域内民俗与服饰文

化的特点，根据上述特点以特定的命题和要求，让学生进行创新性的设计。通过讲

授专题设计的概念、分类，所设计专题的性质和特点，专题设计中应该注意的设计

原则等，进一步提高和培养学生将理论知识融入实践并指导设计实践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女士形象

色彩设计、女士形象风格设计等专

业知识，先修课程为《服装效果

图》、《服装设计基础》、《女士

形象风格设计》、《女士形象色彩

设计》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期。

女士形象风格设计

《女士形象风格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

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女性面部及服装造型设计的基本理论与

规律，掌握形象风格设计的基本方法和创新思维，培养独立、全面的完成不同风格

流派的综合设计的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形象设计、

服装设计等专业知识，开设在《服

装色彩学》、《服装设计基础》、

《图案设计》等其他专业核心课和

专业任选课基础之上，建议修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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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第 4学期。

女士形象色彩设计

《女士形象色彩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

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不同形象特征、肤色特征的女性色彩设

计理论与规律。能够对人物形象进行分层次、递进式色彩设计，培养学生对不同女

性形象色彩的艺术创造能力，了解不同人物形象对色彩的驾驭能力和辨析能力，从

而更加准确的构建符合人们自身色彩特征的全新的女性人物形象。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形象风格

设计、服装设计、服装色彩等专业

知识，开设在《女士形象风格设

计》、《服装设计基础》、《图案

设计》等其他专业核心课和专业任

选课基础之上，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男士形象设计

《男士形象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核心

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男士形象设计的特征要素及构成要素、

男士肤色特征分析、男士个人形象诊断及搭配等男士形象设计的理论知识，拓宽学

生的研究视野、设计思维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形象设计、

服装设计、服装色彩等专业知识，

开设在《女士形象风格设计》、《女

士形象色彩设计》《服装设计基

础》、《图案设计》等其他专业核

心课和专业任选课基础之上，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形体表演艺术

《形体表演艺术》课程内容主要讲述了不同风格舞蹈作品的特点和动律特征，同时

根据不同音乐的风格，进行舞蹈动作创编，感受形体表演的乐趣，使学生理解和感

受形体表演艺术的美感，并通过肢体语言表达出来。该课程主要是通过舞蹈风格作

品训练，塑造学生挺拔的体态和优雅的气质。在学习的过程中增强学生身体的协调

性、灵活性和稳定性，提高和丰富肢体的表现力，使其具备一定的感染力，同时培

养良好音乐感觉和音乐节奏，增强舞台的表现力和自信度，让学生在舞动的过程中

感受形体艺术的魅力。在服装表演和形象设计类课程体系中，《形体表演艺术》是

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舞蹈基本

能力和舞蹈舞台表现力等相关知

识，先修课程为《镜前造型》、《塑

身与美姿》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5学期。

模特资源管理

本课程系统论述了模特的基本理论知识，模特的编导、模特管理等内容，对于模特

的职业前景和职业道路规划都做了详细的阐述，通过对有关模特相关知识的介绍，

使学生了解和熟悉模特的分类、要求、模特公司和模特发展等。该课程注重基本理

论知识，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能使学生更加清楚的认识模特这一职业特点结合自身

情况，为将来的自己的职业发展也有一个定位。在服装表演和形象设计类课程体系

中，《模特资源管理》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表演、

模特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服

装表演基础》、《服装设计》等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时尚产品展示陈列

设计

《时尚产品展示陈列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

专业方向课程。该课程通过讲授服装展示陈列设计理论，使学生能够系统的掌握服

装展示陈列设计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陈列技能。具有较高的服装展示陈列美学修

养，具备独立设计和运用展示陈列技艺完成对服装卖场进行综合设计的能力，为学

生能顺利的踏入时尚行业或商业营销行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设计、

形象设计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

《纸样设计与工艺制作》、《女士

形象风格设计》、《男士形象设计》、

等专业核心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7学期。

服饰礼仪与社交

通过《服饰礼仪与社交》教学，让学生懂得个人塑造自身职业形象的重要意义和作

用，掌握仪容、仪态、仪表礼仪，社会交往艺术技巧等方面的规范和操作要点。明

确服饰礼仪与社交的功能和特点，了解服饰礼仪与社交的原则、技能应用，熟练掌

握礼节的正确应用方法和要求，能够正确应用现代礼仪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活动。

通过本课程教学，力图提高学生人际交往、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能力，使之能更

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帮助学生提升整体形象，使其做到举止优雅大方，谈吐得体，

使他们有更多的自信、有更好的形象、赢得更多交友、求职、就业、合作、服务社

会的机会！为将来的职业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化妆、色彩等知

识基础，先修课程化妆基础、色彩、

服饰图案、服装设计基础等，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模特表演组织与编

导

《模特表演组织与编导》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应用科目。本课程系统论

述了服装表演组织与编导的概念、服装表演的组织策划、服装表演的艺术指导、服

装表演的舞台设计制作和服装表演编导，注重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能和制作方法，

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不仅能提高学生自身的组织能力和审美意识，还可

以培养其服装表演组织策划的感知力、控制力和良好的创意表现力。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能够系统掌握服装表演组织与编导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能独立完

成一台时装表演的编导与组织，使其具备一个编导人员的基本专业能力。在服装表

演和形象设计类课程体系中，《模特表演组织与编导》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

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表演、

模特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服

装表演基础》、《模特资源管理》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第 5
或第 6学期。

创意展示设计

《创意展示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方向

课。本课程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设计基础知识以及基本技能进行专业综合设计的能

力。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市场调研，流行趋势分析，设计展示等能力。提

高对创意综合运用的认识和理解，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与展示能力，为综

合的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打下良好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设计、

形象设计等专业知识，开设在《女

士形象风格设计》、《女士形象色

彩设计》《男士形象设计》等其他

专业核心课和专业任选课基础之

上，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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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造型设计

《人物形象造型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

方向课程。是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造型设计的课程。本课程将系统的研究

造型设计的基础知识，造型设计的设计法则，样式风格，设计流程等内容。通过特

定的专题项目进行研究式的学习，使学生能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化妆技法，发型

设计，灯光布景，服装造型在形象整体造型的综合运用与方法。主要以培养形象造

型设计与策划的实用人才为目标，以造型设计能力指导教学，引导其进行多向性的

元素探索，集中训练学生时尚造型的塑造能力与设计创新能力，培养学生造型设计

能力，艺术创作能力，流行趋势分析能力，注重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培养良好的

团队合作精神和敬业精神。此外通过课程设计使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起到巩固、深

化、融会贯通及扩展应用的作用，并为毕业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设

计、化妆、发型等相关知识，先修

课程为《素描》、《色彩》、《图

案设计》、《艺术概论》、《发型

设计》、《服装设计基础》、《女

士形象风格设计》、《化妆基础与

理论》、《应用化妆》、《影视与

舞台化妆造型》、《艺术化妆造型》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 学

期。

服饰品牌设计与策

划

《服饰品牌设计与策划》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形象设

计与策划方向的专业方向课程，是研究服装的企划、设计、开发、运营规律的一门

学科。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服饰品牌概论、服饰品牌调研、服饰品牌定位、服

饰品牌的设计风格 、服饰品牌的系列策划、服饰品牌的设计元素、服饰品牌形象、

品牌服饰销售、服饰品牌设计工作形式、服饰品牌设计流程解析、服饰品牌设计的

实操要点、服饰品牌设计资源、服饰品牌设计管理、成熟服饰品牌产品设计与策划、

创新服饰品牌产品设计与策划。通过讲授服饰品牌设计理论和反复进行设计实践活

动，使学生能够较系统的掌握服饰品牌设计与经营的方法，达到培养学生综合设计

能力的目的，为学生成为设计知识全面的高素质服饰设计人才和经营者打下良好的

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设计

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素描、色

彩、服装效果图、服装设计基础、

图案设计（服饰）、服装专题设计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7 学

期。

形象流行与创意

《形象流行与创意》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方

向课程。本课程充分融合专业性与时尚性，通过形象设计中男性、女性的服装、化

妆、发型等终端消费需求进行划分，内容专注于形象色彩预测、面料预测、服装款

式预测、形象流行资讯深度分析。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设计、

形象设计等专业知识，开设在《女

士形象风格设计》、《女士形象色

彩设计》《服装设计基础》等其他

专业核心课和专业任选课基础之

上，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6学期。

形象审美评论

本课程内容分别对形象和审美进行阐述，延伸出形象审美评论的报道和写作的方法

和要求，使学生掌握形象评论写作方法，能够独立撰写形象评论。该课程以理论教

学为主，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教学启发学生并根据服装表演专业学生特点，让学生

熟悉形象与审美的相关知识，掌握形象审美评论写作技巧，提高学生文化修养，使

学生能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新闻写作学的基本原理解决评论写作中的问题。最终使

学生达到具有研究时尚新闻，解读时尚文化、文字论述，书面表达等能力，培养新

型复合型的专业人才。在服装表演和形象设计类课程体系中，《形象审美评论》是

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化妆、形象

设计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女

士形象风格设计》、《化妆基础》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第

6学期。

应用化妆

《应用化妆》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学生的专业必修课程

之一。本课程在基础上有一定的延伸内容，是在掌握一定的化妆技能后，所开设的

一门对专业有所提升的课程。主要以培养化妆实用人才为目标，要有一定的岗位针

对性和实用性，涉及的内容广泛，以化妆能力指导教学，集中训练学生独立思考对

时尚造型的塑造能力，培养学生化妆设计意识、时尚意识和国际妆面流行意识.
通过讲授化妆造型设计的概念与流程，应用化妆的基本原理，各类化妆造型元素的

特点等内容，学生能够掌握应用化妆的基本技法，化妆造型设计的方法，根据固有

的风格，融入时尚的元素，塑造出具有一定时尚感度的整体造型。要求学生有较好

的化妆功底和敏锐的时尚感度，对各种材料有一定应用能力。为以后的影视与舞台

化妆造型，艺术化妆造型等课程做准备。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设

计、化妆基础、发型等相关知识，

先修课程为《素描》、《色彩》、

《图案设计》、《艺术概论》、《化

妆基础与理论》》、《发型设计》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 学

期。

服饰文化

《服饰文化》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任选课。

本课程内容以大文化为背景，在人类文化进程的高度上，从社会、历史、民俗等几

个方面讲述服饰发展的进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设计、

形象设计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

《服装设计基础》、《服装色彩》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

期。

影视与舞台化妆造

型

《影视与舞台化妆造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专业技

能之一，是将科学性的化妆技术与艺术性的创作相融合，研究在影视及舞台化妆造

型中化妆理论的学习和掌握塑造面部每个五官的具体操作和调整的一门课程。本课

程主要在于实践能力的培养，按照一定的影视及舞台流程和人物造型过程，完成影

视及舞台造型的全过程。并通过由浅入深、由简到难的实际操做训练，通过学习影

视化妆对造型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舞台各个角色性格化妆技巧，更好

地掌握通过化妆改变人物造型的技能技巧和方法。使学生具备人物形象设计类人才

所必需的影视及舞台等方面化妆的实用技能，培养学生掌握合理的影视化妆技巧、

舞台妆容设计方法，增强学生在影视及剧院里进行化妆的动手实际操作能力，以顺

应现代化妆市场的要求。要求学生用较高的化妆技术水平，逐步培养学生理论与实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设

计、化妆、发型等相关知识，先修

课程为《素描》、《色彩》、《图

案设计》、《艺术概论》、《化妆

基础与理论》、《应用化妆》、《发

型设计》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

第 4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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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相结合，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今后所从事的工作打下坚实

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基础。

服装色彩学

《服装色彩学》系统的研究服装设计中的色彩搭配，服装色彩的心理作用，服装色

彩的采集及设计原理及服装色彩对服装流行与消费的关系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能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服装色彩设计的基本理论，熟练运用配色方法，培

养较高的审美能力实践表达能力，为服装设计打下坚实的色彩理论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设计

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素描》、

《色彩》、《图案设计》、《服装

设计基础》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4学期。

发型设计

《发型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专业技能之一。系

统的研究吹风造型，盘发的基本手法与运用，发行与形象造型的关系等。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扎、编、盘、卷、拧包等造型手法，结

合卷棒，电夹板，吹风机等曲卷卷发，达到各种时尚创作的目的。发型设计是人物

形象造型设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日后，通过发型的变化塑造人物的整体形象，

考虑人物造型的整体性打下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设

计、发型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

《素描》、《色彩》、《图案设计》、

《艺术概论》等课程，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2学期。

服装电子商务与营

销

《服装电子商务与营销》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专业任

选课，是一门设计与营销相互交叉的专业拓展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

解服装电子商务与营销的相关知识，熟悉服装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主要商业模式、

线上销售平台的搭建技术、线上销售推广流程及未来发展前景，初步掌握服装电子

商务整体运营的工作步骤、组织架构和运营方法。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服装设计、

形象设计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

《服装设计基础》、《时装摄影》、

《服装展示陈列设计》等，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7学期。

装饰设计

《装饰设计》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任选课。

是将学生从写实训练引领到创作训练的一门重要的过渡课程。课程的基本内容是装

饰设计的学习和装饰习作训练。通过把握装饰的创作规律，不断创造新的装饰艺术

形式，为学生今后的设计道路积累丰厚的艺术内涵，为设计创作开拓崭新的道路。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造型及设

计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素描》、

《色彩》、《图案设计》等，建议

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设计史

《设计史》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任选课。培

养学生的理论修养与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综合设计素质，为设计实践打下坚实的理

论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在设计实践中具有明确的思维导向性，有利

于形成一定的设计风格。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艺术设计

学专业最基本的理论知识。先修课

程《素描》、《色彩》、《图案设

计》等，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展示与表演

《展示与表演》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应用科目。本课程系统论述了服装

展示和服装表演两方面的内容，从服装模特表演艺术的新视觉和服装展示的要素技

巧，阐述了服装模特舞台艺术的表现原则以及服装模特舞台表演艺术美等。学生通

过了解服装表演及所学的服装艺术设计知识的综合运用，从不同服装的风格特点出

发，学习并学会运用表演手段的表现力量，达到设计师的设计思想与服装个性的统

一，使学生能够准确的掌握展示服装的技巧与方法，同时增加服装表演的展示能力。

该课程注重基本理论知识与基本技能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不仅

能提高学生对服装展示的理解，同时也加强了学生服装表演的能力。在服装表演和

形象设计类课程体系中，《展示与表演》是一门十分有必要的专业选修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表演、设

计、展示等相关知识，先修课程为

《服装表演技巧》、《塑身与美姿》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 学

期。

美学欣赏

《美学欣赏》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任选课。

系统介绍美的本质与特征，美的形式和内容，美的形态以及美感的心理特征等内容。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美学的基础知识，进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提高其对美的鉴赏能力与创造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艺术概论、

中外服装史的理论知识。先修课程

《艺术概论》、《中外服装史》等，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任选课。

通过对公共艺术的概念、类型及其内涵公共与环境的关系的学习，了解国内外公共

艺术发展的状况和研究内容，熟悉公共艺术与环境的共融关系，掌握公共艺术的设

计方法，设计制作出公共艺术作品。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艺术概论

的理论知识。先修课程《艺术概

论》、《素描》、《色彩》等，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7学期。

《艺术化妆造型》

《艺术化妆造型》是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形象设计与策划的专业技能之一，主要培

养学生艺术化的倾向，将科学性的彩绘化妆技术与艺术性的创作相融，研究彩绘化

妆相关技法，图案纹样，立体勾画等造型元素的学习，根据创作主体的面部、局部、

人体的不同，运用人体曲线，身体架构，模特的肢体语言，服装设计的整体结合表

达造型内容的一门综合性艺术化妆造型课程。

通过系统研究彩绘技巧，彩绘工具与材料，彩绘艺术图案纹样，彩绘与化妆造型结

合，面部彩绘，局部彩绘，人体彩绘创作等内容。使学生能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

图案纹样在化妆艺术中的运用、结合人体结构运用人体曲线，身体架构与肢体语言

表达造型内容的创作技法，熟练运用彩绘技法进行艺术创作，拓展学生的见识与思

路，培养较高的审美能力、艺术创作能力，绘画能力，实践表达能力。为艺术造型

创作，人物造型设计打下坚实的艺术审美基础和技术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绘画、设

计、化妆、发型等相关知识，先修

课程为《素描》、《色彩》、《图

案设计》、《艺术概论》、《发型

设计》、《化妆基础与理论》、《应

用化妆》、《影视与舞台化妆造型》

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 学

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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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艺术学 专业代码：130503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掌握专业基础理论、相关学科领域理论知识与相关技能，并具有创新能力与设计实

践能力，能在高等艺术学校从事环境设计或教学、研究工作。在环境设计机构从事公共建筑室内设计、居住空间设计、城市环境景观与

社区景观设计、园林设计、展示设计与工程等工作，并具备项目策划与经营管理、教学与科研工作能力的高素质环境设计应用研究型人

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在能力结构方面要求学生应具有一定的设计创新思维意识，初步具备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室内外环境设计工程中遇到的

科研、教学、设计等方面问题的能力，能清晰地表达设计思想，熟悉室内外环境设计的程序与方法，能在综合把握环境的功能、空间、

材料、结构、外观、尺度、施工工艺和市场需求诸要素的基础上对环境进行合理的改进性设计和创新性设计。本专业还要求学生具备较

强的空间表现能力，能用草图、图纸、模型、效果图和计算机图形技术生动、准确地表达设计意图，掌握基本的摄影技能，熟练掌握多

种设计软件，熟悉材料及施工工艺，具备综合运用 CAD/CAM/CAE/3Dmax等手段进行室内外环境设计的基本能力。同时，本专业人才

培养规格一般还有一下要求：

1.在素质结构方面，要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品质，以及法制意识、诚信意识、团队合作意识；在文化素质上具有较

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文学艺术修养，并具有现代意识、人际交往意识；身心健康；

2.在知识结构方面，要求除本专业确定的学科基础知识和专业能力外，同时具有一定的外语、计算机及信息应用技术、文献检索、论文

写作等方面的工具性知识，以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环境设计的基础理论知识，具有专业设计与实践的基本能力；

2.掌握环境设计的相关技术以及各类材料性能及施工工艺；

3.掌握环境设计表达相关技能与方法，包括徒手艺术表现、计算机应用技术、 创意能力与工作方法；

4.具有文化、艺术与跨学科知识素养，了解我国环境设计领域的方针、政策、法规以及国内外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动态；

5.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一定的设计实施与科研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通识教

育

2.思想政

治

3.专业基

础

4.设计能

力

5.实践能

力

6.创新能

力

7.文字和

语言表达

8.获取信

息的能力

9.思想道

德和 职

业道德素

养

10.人文素

养

11.身心素

养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 √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 √ √ √ √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 √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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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 √ √ √ √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 √ √ √ √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 √ √ √ √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 √ √ √ √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 √ √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 √ √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 √ √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 √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 √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 √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 √ √ √ √ √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 √ √ √ √ √

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 √ √ √ √ √

创业教育与就业

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 √ √ √ √ √

科技发展与学科

专业概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 Major）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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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概论

（Introduction of
Art）

√ √ √ √ √

设计素描

（Design Sketch）
√ √ √ √ √

色彩

（Colour）
√ √ √ √ √

环境设计启蒙

（Enlightenment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 √ √ √ √ √

设计基础（平面、

色彩、立体）

（Basics of
Design）

√ √ √ √ √ √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 √ √ √ √ √

透视

（Perspective）
√ √ √ √ √ √

效果图技法Ⅰ

（Hand-painted
Rendering
TechniquesⅠ）

√ √ √ √ √ √

效果图技法Ⅱ

（Hand-painted
Rendering
TechniquesⅡ）

√ √ √ √ √ √

人体工程学

（Ergonomics）
√ √ √ √ √ √

建筑速写

（Building
Sketch）

√ √ √ √ √ √

材料与预算

（Material and
Budget）

√ √ √ √ √ √ √

空间设计思维与

表达（Thinking and
Expression of
Spatial Design）

√ √ √ √ √ √

概念设计

（Conceptual
Design）

√ √ √ √ √ √

建筑及环境设计

调研方法

（Research
methods of
Architectural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 √ √ √ √ √

图像技术与数字

化环境设计

（Image
Technology and
Digital
Environment
Design）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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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设计基础

（Space Design
Basis）

√ √ √ √ √ √

室内设计原理

（Interior Design
Principle）

√ √ √ √ √ √

景观设计原理

（Landscape
Design Principle）

√ √ √ √ √ √

CAD技术应用

（The Application
of CAD ）

√ √ √ √ √ √

计算机辅助设计

（Computer Aided
Design）

√ √ √ √ √ √

建筑室内设计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signⅠ）

√ √ √ √ √ √ √

建筑室内设计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signⅡ）

√ √ √ √ √ √

家具设计与陈设

（Furniture and
Furnishings
Design）

√ √ √ √ √ √

建筑室内设计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signⅢ）

√ √ √ √ √ √

居住区规划与景

观设计（Planning
and Landscape
Design on
Residential
District ）

√ √ √ √ √ √ √

建筑景观设计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Design）

√ √ √ √ √ √

城市广场与街道

景观设计（Urban
Square and Street
Landscape Design）

√ √ √ √ √ √

园林设计（Garden
Design）

√ √ √ √ √ √ √

创新性展示设计

（Creative Display
Design）

√ √ √ √ √ √

商业空间展示设

计（Commercial
Exhibition Space
Design）

√ √ √ √ √ √

博览策划与设计

（Expo Planning
and Design）

√ √ √ √ √ √

博物馆展示设计

Ⅰ（Museum
Exhibition Design
Ⅰ）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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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设计

（Furniture
Design）

√ √ √ √ √ √ √

室内快题设计

（Interior Quick
Question Design）

√ √ √ √ √ √

室外快题设计

（Quick Question
Outdoor Design）

√ √ √ √ √ √ √

主题性空间设计

（Subject Spaces
Design）

√ √ √ √ √ √

展示道具设计

（Demonstration
Stage Prop
Design）

√ √ √ √ √ √

展览会设计

（Exhibition
Design）

√ √ √ √ √ √

博物馆展示设计

Ⅱ（Museum
Exhibition Design
Ⅱ）

√ √ √ √ √ √

展示空间专题设

计（Exhibition
Space Design of
Project）

√ √ √ √ √ √ √

色彩写生（Practice
of Color ）

√ √ √ √ √ √

民俗传统工艺采

风实习

（展示设计方向）

(Folk traditional
crafts practice)

√ √ √ √ √ √ √ √

采风与艺术考察

(Collect Folk
songs )

√ √ √ √ √ √ √ √

毕业实习 √

毕业论文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培养从事家居环境设计、商业环境设计、公共建筑空间设计、城市景观设计、园林设计、小区规划与景观设计等有关室内、室外

环境设计的专门人才。具备环境设计与实施的知识与能力，能够在企事业部门、学校、科研单位从事环境设计相关教学和研究等方面工

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五、主干学科

建筑及环境设计方法学、人机工程学、材料学等。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空间设计基础、室内设计原理、效果图表现技法、计算机辅助设计、景观设计原理、室内快题设计、概念设计、空间设计思

维与表达、室外快题设计、家具设计、家具设计与制作、建筑室内设计Ⅰ、建筑室内设计Ⅱ、居住区规划与景观设计、建筑景观设计、

城市广场与街道景观设计、园林设计、主题性空间设计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色彩写生、建筑模型制作与工艺综合实验、民居与园林调研实习、家具设计综合实验与实习、采风与艺术考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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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39 8 14 24 14 26 35 60

要求学时 2464+43周 784 128 272 432 320 528 43周 800+43周
学分占比 100% 24.38% 5% 8.75% 15.00% 8.75% 16.25% 21.88% 37.5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艺术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能在高等艺术学校从事环境设计或教学、研究工作，在艺术环境设计机构从事公共建筑室内设计、居住空间设计、城市环境

景观与社区景观设计、园林设计，并具备项目策划与经营管理、教学与科研工作能力的高素质环境艺术应用型和研究型人才。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39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5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5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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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A 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91301

小计 39.0 592.0 0.0 32.0 160.0 11.0 9.5 8 7.5 0 2.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

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艺术概论

（Introduction of Art）
3 48 3 考试 B093708

设计素描

（Design Sketch）
3 32 32 4*16 考查 B093307

色彩

（Colour）
3 32 32 4*16 考查 B093713

环境设计启蒙

（Enlightenment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2 32 2*16 考查 B093009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

立体）

（Basics of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3305

小计 14 176 96 0 0 14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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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4 64 4*16 考查 B098315

透视

（Perspective）
2 32 2*16 考查 B098302

效果图技法Ⅰ

（Hand-painted
Rendering Techniques
Ⅰ）

4 64 4*16 考查 B098313

效果图技法Ⅱ

（Hand-painted
Rendering TechniquesⅡ）

3 48 3*16 考查 B098314

人体工程学

（Ergonomics）
2 32 2*16 考查 B098311

建筑速写（Building
Sketch）

1 16 1*16 考查 B096301

材料与预算（Material and
Budget）

2 16 32 3*16 考查 B096305

空间设计思维与表达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of Spatial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6304

概念设计（Conceptual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8312

●建筑及环境设计调研方

法（Research methods of
Architectural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3 48 3*16 考查 B096306

●图像技术与数字化环境

设计（Image Technology
and Digital Environment
Design）

2 32 2*16 考查 B096307

小计 30 336 96 0 0 0 12 4 7 3 4 0 0

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空间设计基础

（Space Design Basis）
3 32 32 4*16 考查 B094301

室内设计原理（Interior
Design Principle）

3 32 32 4*16 考查 B094302

景观设计原理

（Landscape Design
Principle）

3 32 32 4*16 考查 B094303

CAD技术应用（The
Application of CAD ）

2.5 16 48 4*16 考查 B094309
选修变

必修

计算机辅助设计

（Computer Aided
Design）

2.5 16 48 4*16 考查 B094310
选修变

必修

小计 14 128 96 96 0 0 0 8 6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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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一

(室内

设计)

建筑室内设计 I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signⅠ）

4 48 32 5*16 考查 B095301

建筑室内设计 II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signⅡ）

3 32 32 4*16 考查 B095302

家具设计与陈设

（Furniture and
Furnishings Design）

4 48 32 5*16 考查 B095303

建筑室内设计 III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signⅢ）

4 48 32 5*16 考查 B095304

小计 15 176 128 0 0 0 0 0 0 7 8 0 0

方向二

（景观

设计）

居住区规划与景观设计

（Planning and
Landscape Design on
Residential District ）

4 48 32 5*16 考查 B095305

建筑景观设计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5306

城市广场与街道景观设

计（Urban Square and
Street Landscape Design）

4 48 32 5*16 考查 B095307

园林设计（Garden
Design）

4 48 32 5*16 考查 B095308

小计 15 176 128 0 0 0 0 0 0 7 8 0 0

方向三

（展示

设计）

创新性展示设计

（Creative Display
Design）

4 48 32 5*16 考查 B095309 周数、学
分变化

商业空间展示设计

（Commercial Exhibition
Space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5310 必修变
选修

博览策划与设计（Expo
Planning and Design）

4 48 32 5*16 考查 B095311
周数、学
时分配
变化

博物馆展示设计Ⅰ

（Museum Exhibition
DesignⅠ）

4 48 32 5*16 考查 B095312

必修变
选修、周
数、学分
变化

小计 15 176 128 0 0 0 0 0 0 7 8 0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家具设计（Furniture
Design）

1 16 1*16 考查 B096311
必修变

选修

↑室内快题设计（Interior
Quick Question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6312
必修变

选修

↑室外快题设计（Quick
Question Outdoor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6313
必修变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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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性空间设计

（Subject Spaces Design）
4 48 32 5*16 考查 B096314 必修变

选修

↓展示道具设计

（Demonstration Stage
Prop Design）

1 16 1*16 考查 B096315

学时、学
分变化、
必修变
选修

↓展览会设计（Exhibition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6316

学时分
配变化、
必修变
选修

↓博物馆展示设计Ⅱ

（Museum Exhibition
DesignⅡ）

3 32 32 4*16 考查 B096317 必修变
选修

↓展示空间专题设计

（Exhibition Space
Design of Project）

4 48 32 5*16 考查 B096318 学时、学
分变化

小计 22 256 192 0 0 0 0 0 0 2 0 20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35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Labor for the collective
welfare）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色彩写生（Practice of Color ） 3 3 3 考查 B097301

建筑速写实习

（Practice of Building Sketch ）
1 1 1 考查 B097302

建筑模型制作与工艺综合实验

(Comprehensive model of
building model and process)

4 4 4 考查 B097303

空间设计基础综合实验(Space
Design Basis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1 1 1 考查 B097304

民居与园林调研实习

(Residential and garden research
practice)

3 3 3 考查 B097305

概念设计实习（Conceptual
Design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97310

概念设计综合实验（Conceptual
Design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1 1 1 考查 B097311

家具设计实习(Furniture design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97306

家具设计综合实验(Furniture
design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2 2 2 考查 B097307

展示道具设计实习(Show props
design practice)

2 2 2 考查 B097403

展示道具设计综合实验

(Display props design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1 1 1 考查 B097420 新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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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室内设计Ⅱ实习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sign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97308

建筑室内设计Ⅲ实习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sign
practiceⅢ)

1 1 1 考查 B097312

主题性空间设计综合实验

(Theme space design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1 1 1 考查 B097314

采风与艺术考察(Collect Folk
songs )

3 3 3 考查 B097315

建筑景观设计实习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Design Internship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97309

园林设计实习(Garden design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97313

商业空间展示设计实习

(Commercial space exhibition
design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97421
学分、周

数变化

博物馆展示设计Ⅰ实习

(Museum display design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97408

展示空间专题设计综合实验

(Exhibition space special design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1 1 1 考查 B097422 新开课

民俗传统工艺采风实习

(Folk traditional crafts practice)
3 3 3 考查 B097406

毕业实习 2 2 2 考查 B097316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8 16 16 答辩 B097317

小计 46 54 0 8 1 3 4 3 4 10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艺术概论

（Introduction of
Art）

《艺术概论》是高等艺术院校（系）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它概

要地阐述艺术的基本原理和知识，诸如艺术的本质、艺术的特征、艺术

作品的构成、艺术的发展规律、创作规律、欣赏规律等基础知识，以及

党和国家对艺术的方针政策。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拓展艺术视野，

提高理论修养；塑造学生的科学创造精神，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以及

艺术鉴赏和批评的能力，使之成为适应新世代需求的创新型人才。本课

程将力求深入浅出，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使知识性、思想性、娱

乐性相融汇。

《艺术概论》是环境设计专业开设的一门艺术

基础理论必修课，在第一学期进行，共计 48
学时，3学分。理论是实践的产物，艺术理论

则是人类广泛的艺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以先进的世界观

与方法论为指导，为艺术设计各专业、摄影专

业和艺术创作者从理论上认识艺术的本质，特

性及有关规律，从宏观上把握美的特点和规

律，树立健康向上的审美理想，培养学生运用

科学的美学观分析和解决艺术实践当中所遇

到的问题，激发对艺术学习的历史责任感，使

学生的创作更有自觉性、更有思想性、更有艺

术的创新性，为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

设计素描

（Design Sketch）

《设计素描》以设计意识为核心，调整传统的绘画素描教学模式，以适

应现代设计的发展。在尊重学生艺术个性的前提下，以全新的思维方式

研究、理解、认识事物并赋予联想。通过素描的线条、肌理、明暗、空

间结构的表现，不仅塑造了对象，而且通过形象的联想、夸张、变形和

构图，选择画面主导形象和自由驾驭画面的能力，使画面形成一种具有

节奏、韵律、秩序、构成的效果。从物体的二维图形到三维立体结构的

认识。对物体进行归纳、剖析、置换、创造性地经营画面。设计素描是

环境设计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训练课程，主要对学生的基础造型能力，

包括形体观察能力、形体刻画能力、形体创造能力进行训练，并着重培

养学生在设计意识的形成，培养学生画面构成能力，设计创新能力，引

导学生的审美，是不可替代的课程。

《设计素描》是环境设计专业的基础必修课，

在第一学期进行，共 64学时，3学分。其中理

论讲授 32学时，课程实验 32学时。本课程是

以造型为基础，结合美学、透视学、传播学、

艺术学、设计学及心理学等学科的一门重要的

设计表达基础训练内容，是设计思维过程中表

达设计创意观念的主要手段之一。学好设计素

描有助于解决学生的造型能力、对空间的理解

能力以及通过形体与结构关系来理解设计的

含义问题。本课程训练内容为学生提供必要的

造型能力训练，为后期效果图表现技法、透视、

工程制图等课程学习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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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Colour）

本课程通过色彩静物写生、创意绘画等形式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能力、

深入研究色彩语言和色彩规律，丰富色彩语言，培养坚实的色彩造型能

力，培养正确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手法，逐步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掌握

熟练的塑造方法与表现技巧，绘制出优秀的作品，将基础知识和技能更

好的应用于专业课学习之中。

《色彩》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

在第一学期进行，共计 64学时，3学分。其中

理论讲授 32学时，课程实验 32学时。色彩课

是环境设计课程里的主要基础训练课程之一。

理解色彩的深刻含义有助于解决学生的造型

能力、理解能力、色彩感觉以及提高学生运用

色彩语言进行表达的能力。色彩课在提高学生

激发能力与理论水平的同时，应培养学生的高

尚审美情趣与新颖绘画观念，为将来的学习和

专业课程掌握打下坚实的基础。

环境设计启蒙

（Enlightenment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环境设计启蒙》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程，是将整个

专业学习相关内容知识概论性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脉络性课程，在后续的

相关专业课程内容掌握与学习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是形成环境设计

专业课程之间相互联系的有机框架。通过本课程内容的学习与掌握，能

够让学生从环境设计的总体认识上了解并熟悉与环境设计相关的专业基

本知识内容，以便形成对本专业认知的基本框架；同时增强对环境设计

相关内容的认知并激发学习兴趣；让学生初步掌握专业基本知识框架内

容与设计工作的基本方法与程序。

《环境设计启蒙》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

基础必修课，在第一学期进行，共计 32学时，

2学分。从课程体系来看，环境设计启蒙属于

专业基础课，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环境设计启

蒙课程揭示了环境设计专业学习与掌握的基

本知识与一般规律，是学生系统学习并掌握本

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内容的前提与基础；

从知识的角度来看，环境设计启蒙课程具有将

其他相关课程知识联系在一起的特殊作用。

设计基础（平面、

色彩、立体）

（Basics of
Design）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立体）》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

修课程。本课程融合平面、色彩、立体和空间几大领域的基础构成理论，

让学生的设计思维从平面过渡到半立体，再进入到三维空间世界中，是

使学生掌握平面及立体空间的形态创造和构建方法，即如何把物体分解

成基本元素，再将零碎单元整合的基本方法，并为后阶段专业的深入学

习打下坚实的设计基础。是创造性地融合环境设计专业的特点，培养学

生全面“形构”基础与技能，使学生能较快地系统掌握视觉形态创造理念

和表达方法，为下一步的专业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立体）》是环境设

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程，计划在第一

学期完成，共计 64学时，3学分。其中理论讲

授 32学时，课程实验 32学时。《设计基础（平

面、色彩、立体）》与其它课程有着非常紧密

的联系，是一门基础性的学科。它是环境设计

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能够增强学生对于

平面、色彩和立体构成的基本原理、普遍规律

及视觉思维特性的理解，为后续的专业设计课

程学习打下基础。与其后的室内外设计等课程

共同构成环境设计专业课程的完整教学任务。

工程制图

（Engineering
Drawing）

《工程制图》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通过学习正投影

法的基本原理及应用，培养学生空间想象能力和分析能力。掌握国家标

准与规范化要求，培养阅读建筑图样和进行绘制的能力，培养学生具备

制图的基本知识，掌握绘图工具、仪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及图纸绘制的正

确方法。同时培养学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提

高学生的专业制图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工程制图》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

选修课程，计划在第二学期完成，共计 64学
时，4学分。工程制图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一门

重要的专业基础选修课程。是在完成设计素

描、色彩、设计基础（平面、色彩、立体）、

人体工程学等相关课程训练的基础上进行的，

课程重点学习及掌握工程图纸绘制和阅读的

理论与方法，并培养学生的制图技能及空间想

象能力。同时，它又是学生学习后继课程与完

成课程设计及毕业设计不可缺少的专业基础。

透视

（Perspective）

《透视》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程。本课程主要承

接之前所学习的工程制图理论基础，深入的讲述制图和透视的对应关系、

要点及基本原理与方法，从而结合之前学习过的制图知识来加深学生对

比例、尺寸、空间关系与形态的理解，以培养学生运用透视画法进行空

间把握的能力，从观察到理解以及自身的立体空间想象，循循渐进的加

强设计能力的提升，使得学生能够掌握各类型空间设计的透视绘制技巧，

提高学生相应的空间表达能力，并拓宽学生的设计思维，增强学生的整

体方案设计和表现能力，整体把握对空间的透视效果。

《透视》是环境设计专业的基础选修课程，计

划在第二学期完成，共计 32学时，2学分。透

视是环境设计专业的基础选修课程，本课程中

的各种透视规律等内容和绘制技法表现在后

续课程中会全面体现学生的审美能力与表达

能力。同时，为后续效果图表现技法、室内快

题设计、室外快题设计、主题性空间设计等课

程的学习提供表现与绘制基础，同时也为今后

从事设计工作打下基础。

效果图技法Ⅰ

（Hand-painted
Rendering

TechniquesⅠ）

本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的基础选修课程。通过课程训练，使学生掌握效

果图表现的绘制技巧，熟练运用钢笔、彩色铅笔、马克笔等工具，形象

化的展现室内外空间设计的创意方案，为今后环境设计专业课程的学习

奠定牢固的基础。

设计的最初创意来源于手绘表现，是通过手绘直观而形象地表达设计师

的构图意想与最终效果，手绘效果图也是与他人沟通设计意图的专业技

术语言，也是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技术手段。手绘表现遵

循真实性、科学性、艺术性，它贯穿于建筑设计、室内外环境设计等设

计立意的过程之中，是一门以技法教授为主导的专业课程，主要帮助学

生把设计构思通过手绘技法来实现。

《效果图表现技法Ⅰ》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一门

专业基础选修课程，计划在第三学期完成，共

计 64学时，4学分。设计素描、色彩、工程制

图、透视、建筑速写、建筑初步是效果图表现

技法课的先修课程。设计素描、色彩和建筑速

写的训练保证了学生对物体的塑造能力，透视

则是环境空间表达的根据，学生通过效果图课

程的学习，掌握对环境空间关系、结构及材质

的表现能力，为今后室内外设计课程的学习奠

定基础。现代手绘效果图更侧重于方案草图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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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色彩更注重于材料本色的描绘，因此对绘

画基础尤其是速写和色彩有更高的要求，所以

学生必须认真学习先修课程，从而为效果图表

现技法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

效果图技法Ⅱ

（Hand-painted
Rendering

TechniquesⅡ）

在前期《效果图表现技法Ⅰ》的课程基础上，继续加强学生空间表达，

提高环境设计构思的形象表现力，重点在于如何将效果图表现技法应用

于室内外空间设计中。快速徒手表现恰恰能迅速捕捉设计师的灵感和创

意，并能在短时间内反复推敲设计方案。合格的设计师徒手方案图稿与

其他创造思维的配合的驾轻就熟、信手粘来，将意图表现的淋漓尽致。

所以许多著名的世界建筑师、室内外环境设计师常把手绘作为表现手段，

快速记录瞬间的灵感和创意。因此，《效果图表现技法Ⅱ》是环境设计

专业学生学习和掌握的课程。

《效果图表现技法Ⅱ》是环境设计专业的基础

选修课程，计划在第四学期完成，共计 48学
时，3学分。设计素描、色彩、工程制图、透

视、建筑速写、建筑初步、效果图表现技法Ⅰ

是本课程的先修课程。设计素描、建筑速写和

色彩的训练保证了学生对物体的塑造能力，透

视则是环境艺术设计空间表达的根据，学生通

过效果图表现技法Ⅱ课程的学习，掌握对环境

空间透视关系、结构及材质的表现能力，为今

后的室内外设计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人体工程学

（Ergonomics）

设计是“以人为本”的，这是未来设计师首先要建立的思想。而《人体工

程学》这门课程就是教授以人为中心设计和优化人—机—环境系统的一

种方法。该课程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设

计领域，是环境设计专业的基础必修课程。通过学习，使学生在较短的

时间内学习并掌握人体基本尺度及其在空间设计中的应用，落实人与物

在动态空间设计中的功能需求等，更重要的是懂得人体工程学的基本研

究方法，做到在将来的设计过程中灵活运用。

《人体工程学》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基础必

修课，计划在第一学期完成，共计 32学时，2
学分。人体工程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课程

主要是延续设计素描、色彩、环境设计启蒙等

课程，通过理论与实际练习的方式让学生建立

是“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并进一步学习掌握

有关环境空间设计中所需的基本知识人体工

程学课程与其后的室内外环境设计等课程共

同构成环境设计的教学内容。促使学生提高环

境设计的专业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

好坚实的基础。

建筑速写

（Building
Sketch）

《建筑速写》课程要求学生们能够随时将建筑物的外部形态、室内环境

和景观通过速写的形式表现出来。建筑速写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艺术性

和实践性，通过线条的勾画可以将设计构思以图像的形式表达出来，环

境设计专业的速写作为一门艺术技能可以说是一种表现工具，在基本具

备一定造型能力的基础上，能够把对象表现得较为完整，在此基础上强

调对对象的体认，速写作为一种表达工具，为以后做设计时的徒手画做

一个铺垫。通过系统的训练可提高同学的形体塑造能力和空间思维能力。

《建筑速写》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任选课之

一，在第二学期进行，共计 16学时，1学分。

设计素描、色彩和设计基础（平面、色彩、立

体）都是建筑速写课的先修课程。设计素描、

色彩的训练保证了学生对物体的塑造能力，而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立体）的学习则提高

了学生的审美意识。建筑速写以培养学生对建

筑及环境空间的表现和创意等综合能力为目

的，让学生在提升专业素养的同时，训练自身

的创造力、感知力和洞察力，为后面专业课程

的学习打下基础。

材料与预算

（Material and
Budget）

《材料与预算》课程是以研究装饰材料和装饰装修工程工程量清单及计

价的编制为目标的课程。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材料分类与特性，明确材

料与施工之间的关系；熟悉装饰材料的品种、技术要求、性能与特点以

及在建筑装饰工程中的应用；掌握建筑装饰设计中楼地面工程、墙柱面

工程、天顶棚工程、门窗工程、油漆涂料裱糊工程和其他工程工程量的

计算规则与方法，工程量清单及计价的编制预算方法，从而让学生具备

工程预算进行合理报价的能力。

《材料与预算》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任

选课程之一，计划在第五学期完成，共计 48
学时，2学分。其中理论讲授 16学时，课程实

验 32学时。与本课程联系较为紧密的前期课

程环境设计启蒙、工程制图和室内设计原理

等，这些课程为材料与预算课程的开设打下了

良好的专业基础，让学生了解和掌握装饰工程

的材料与基本施工工艺，同时掌握工程项目预

算编制方法，为后面环境设计专业课的学习做

好铺垫。

空间设计思维与

表达（Thinking and
Expression of

Spatial Design）

《设计思维与表达》课程是环境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任选课。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源设计与元设计的内涵，设计的流变与支配逻辑，

设计与人的事物、设计与科学、技术、艺术、文化的关系，重新认识设

计原则、设计思维，追溯传统设计中的事理思想，掌握设计事理学方法

论的精髓。并要求学生运用正确的思维方式与方法来对对象进行准确的

分析、理解和表现，用有限的题材进行无限的联想与创造，从而提高学

生的创意思维、想象和空间表现的能力，并适应环境艺术专业要求。

《空间设计思维与表达》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

业任选课之一。在第四学期进行，共计 64学
时，3学分。其中理论讲授 32学时，课程实验

32学时。空间设计思维与表达课程的是以理论

课程的讲授让学生对空间设计思维与表达的

方式方法进行学习和掌握。设计基础（平面、

色彩、立体）课程是从基本造型规律和视觉认

知规律出发，学习视觉语言和艺术造型的共性

的形式美法则，通过系统强化训练开展造型设

计的理论研究，为培养学生在之后的空间设计

思维与表达课程学习中的创造力和基础造型

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本课程的设计构思提

供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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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设计

（Conceptual
Design）

《概念设计》课程是对学生进行空间思维与表现方法的设计训练内容之

一。其目的是训练学生具有较高设计意识和培养创造性设计思维与表现

的能力，为学生深入掌握空间设计与设计思维及设计理念表达的训练。

课程围绕着室内空间设计主题表现及景观设计要素与空间设计与相互关

系的处理，将抽象的空间设计理论转化为学生易于接受的知识点，使学

生掌握空间各种组织与限定方式，了解影响空间概念表达的各要素及相

互关系的协调与处理手法，在学习掌握多种空间塑造手法、设计元素构

成与空间形态要素特点及形成规律的同时，满足空间使用功能，并根据

设计理念确定设计定位，找到合理、完美的设计元素，通过提取、归纳、

概括与整理，使之成为一种特定设计语言与设计符号，融合空间组成要

素、通过对空间关系的处理，形成完整设计理念的表现与传达。

《概念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

之一，在第六学期进行，共计 64学时，3学分。

其中理论讲授 32学时，课程实验 32学时。概

念设计课程的开设在延续了空间设计基础、室

内设计原理、景观设计原理、建筑室内设计Ⅰ、

建筑室内设计Ⅱ、居住区规划与景观设计、建

筑景观设计等相关专业性课程的基础上，通过

课程理论内容的讲述与空间的设计性实验论

证，让学生可以进一步学习掌握有关空间设计

的相关知识理论与设计表达方法，掌握空间环

境设计主题的设计语言表现与设计概念的表

达方法。通过课程的实验课题训练加深并提升

设计思维与设计语言组织及表达。

建筑及环境设计

调研方法

（Research
methods of

Architectural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建筑及环境设计调研方法》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程。是

有效地获取项目信息、完成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的有力工具。通过建筑及

环境设计调研方法的学习和训练，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学生实际

操作能力，使学生能够熟练地独立地运用各种方法进行建筑及环境设计

调研，在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提高专业能

力，为学生学习后续专业课程打下基础，为增强学生专业岗位适应能力

奠定基础。

《建筑及环境设计调研方法》课程是环境设计

专业的专业任选课程之一，计划在第二学期完

成，共计 48学时，3学分。建筑及环境设计调

研方法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任选课程。

该课程是建立在建筑设计史、建筑设计方法

学、建筑初步、建筑速写等先修课程学习基础

上的，是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与展开设计信

息采集、分析、归纳、调研与总结的一门十分

重要的课程。该课程的学习为学生后续展开的

专业设计课程学习以及专业发展方向的选择

奠定坚实的基础。

图像技术与数字

化环境设计

（Image
Technology and

Digital
Environment
Design）

《图像技术与数字化环境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任选课

程。本课程主要讲授数字环境艺术表现元素的相关知识，包括数字媒体

表现形式、特点，数字媒体艺术表现元素等。使学生在了解的基础上理

解并掌握一定的图像语言并能够运用它表现出优秀的设计作品。为学生

学习专业课程打下基础，为增强学生专业表达奠定良好的基础。

《图像技术与数字化环境设计》课程是环境设

计专业的专业任选课之一，计划在第三学期完

成，共计 32学时，2学分。图像技术与数字化

环境设计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任选课

程。该课程是建立在室内设计原理、景观设计

原理、建筑及环境设计调研方法等先修课程学

习的基础上的，从艺术与科学发展的角度，对

图像技术与数字化环境设计的发展历史和现

状，及当前图像与数字化设计的发展关系等进

行系统的分析介绍，使学生了解图像技术与数

字化环境设计的发展规律，为后续专业设计课

程的进行做好铺垫。

空间设计基础

（Space Design
Basis）

《空间设计基础》课程从对环境空间的认知层面入手，让学生从中学会

观察及正确理解空间及空间设计概念。并以“认知”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

使学生意识到设计是从认知和观察空间出发，逐步建立起空间环境的意

识，初步了解空间设计关注的基本问题，建立起空间意识，围绕认知、

观察、分析、空间设计基本问题的初步认识而展开一系列的教学内容，

进而了解并掌握进行空间设计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完成基本的空间设计

过程。通过理论学习与课题训练，提高学生空间思维与设计能力；熟悉

空间设计基本要素与尺度概念；掌握空间原型基本原理；理解空间形成

的基本原理；掌握基本空间处理手法；学会提炼优秀作品的设计手法与

空间要素组织；感受和体验空间的构架和塑造等知识内容，进一步提升

从二维到三维的空间转化能力。

《空间设计基础》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核

心课程之一，在第三学期进行，共计 64学时，

3学分。其中理论讲授 32学时，课程实验 32
学时。空间设计基础课程的开设主要是延续设

计基础（平面、色彩、立体）、人体工程学、

建筑初步、建筑模型制作与工艺综合实验等课

程的教学脉络，通过理论课程内容的让学生进

一步学习掌握有关环境空间设计的基本理论

知识，学习掌握空间环境的功能、尺度、形态

构成及基本概念，培养环境意识与空间感受，

增强对环境与空间的基本专业认知。

室内设计原理

（Interior Design
Principle）

《室内设计原理》课程遵循艺术与科学统和的设计学理念，基于环境设

计整合型设计方法，以城市环境、建筑室内等相关内容为主线，融汇室

内设计基础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掌握室内空间设计的基本要素、原理

与设计工作方法，通过功能与空间、设施与空间、建造与空间、场所与

空间等相关设计内容进行教学，以人的环境体验与时空概念为基点，整

合空间使用功能与物质实体、产品设备、建造技术、材料应用、场所反

应等设计本体内容，学习室内空间环境设计从概念到方案，从方案到实

施三个不同阶段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内容与具体工作方法，学习并建立

起正确的设计思维概念与良好的设计工作应遵循的一般规律与程序，奠

定良好的专业学习基础。

《室内设计原理》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核心

课程之一，在第四学期进行，共计 64学时。3
学分。其中理论讲授 32学时，课程实验 32学
时。室内设计原理是本专业一门专业核心课

程，是在完成设计基础（平面、色彩、立体）、

人体工程学、工程制图、建筑初步、建筑模型

制作与工艺综合实验、空间设计基础等相关设

计课程基础上进行的专业设计课程。在相关专

业课程的学习中起先导作用，是将室内专业学

习内容系统完整的联系在一起的初始课程，是

形成环境设计专业室内设计方向课程内容的

系统框架。从课程体系来看，室内设计基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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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专业核心课，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室内设计

原理课程揭示了进行室内设计学习与掌握的

基本原理知识与一般规律，是学生系统学习并

掌握本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内容的基本

前提与基础。

景观设计原理

（Landscape
Design Principle）

《景观设计原理》课程是引导学生迈入专业设计领域必须学习的重要专

业设计核心课程之一。课程主要阐述景观设计的基本概念，论述景观规

划设计中以景观分析为核心的基本理论，介绍各类景观规划设计的过程

内容，使学生从中了解掌握景观调查、分析、评价、决策、规划、设计

的基本方法和技术。并使学生全面了解掌握环境景观设计与历史、文化、

社会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相互关系，掌握景观设计的基本概念与含义、

了解环境景观设计的范围、景观的构成要素以及景观设计的基本原理与

方法以及设计基本流程。并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了解景观与园林、景观

与城市的关联以及国内外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深刻领会改善人类环境、

保护自然生态的重要意义。

《景观设计原理》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核心

课程之一，在第四学期进行，共计 64学时，3
学分。其中理论讲授 32学时，课程实验 32学
时。景观设计原理是本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

程，是在完成设计基础（平面、色彩、立体）、

人体工学、建筑初步、建筑模型制作与工艺、

空间设计基础、室内设计原理等相关设计课程

基础上进行的专业设计课程。

CAD技术应用

（The Application
of CAD ）

《CAD技术应用》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程，是学生必

须掌握的专业设计表达技能之一。

本课程针对天正 CAD建筑软件软件具体加以学习和掌握相关知识内容

与技巧，天正 CAD以工具集为突破口，结合 AutoCAD图形平台，实现

了建筑设计和施工图绘制的强大功能，是目前最普及的建筑软件。通过

学习使学生具备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能力，为环境设计的专业创作和

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CAD技术应用》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核

心课之一，计划在第三学期完成，共计 64学
时，2．5学分。其中理论讲授 16学时，上机

48学时。大学计算机基础、工程制图、环境设

计启蒙是《CAD技术应用(天正建筑)》的先修

课程。计算机文化基础使学生了解了计算机的

基本原理和操作，环境设计启蒙使学生初步理

解空间的概念，工程制图使学生可根据制图规

范进行计算机绘图的练习。

计算机辅助设计

（Computer Aided
Design）

《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任选课，主要使学生掌

握 3ds Max、SketchUp等绘图软件的使用方法和技巧。3ds Max、和

SketchUp软件是计算机辅助设计中应用极为广泛的软件，通过本课程学

习，使学生掌握其基本技能，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全面系统学习和了

解软件的特点、用途、掌握各种建模方法，灯光、材质、摄像机的设置，

掌握各种修饰工具的使用，提高综合应用能力。掌握 AutoCAD平面图

的导入、VRay中灯光处理、利用 Photoshop软件的后期合成修饰和使用

SketchUp软件的建模方法，制作室内外表现技术。从室内外平面、室内

外建模、灯光渲染的学习，掌握一整套专业的效果图制作流程，达到独

立制作的行业标准要求。

《计算机辅助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核

心课程之一，在第三学期进行，共计 64学时，

2．5学分。其中理论讲授 16学时，上机 48
学时。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是通过计算机文化

基础、透视、CAD技术应用等先修课程的教

学铺垫，以理论课程的讲授让学生对计算机辅

助绘图软件进一步地学习和掌握。

建筑室内设计Ⅰ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signⅠ）

《建筑室内设计Ⅰ》课程是针对住宅建筑内部空间设计进行的学习与掌

握，通过课堂讲授和设计实验，让学生了解居住空间设计的理论基础、

居住空间设计内容分类以及方法步骤。掌握居室空间设计的依据要求和

特点、设计的原则、空间的组织和界面处理方法、色彩处理、材料应用、

照明设计手法以及家具与室内陈设等方面的知识。有针对性的对居住空

间的主要空间场所的室内设计进行详细的论述，并就室内装饰材料、室

内陈设进行分析。培养学生鉴赏居住空间设计作品，以及进行居住空间

设计的能力。

《建筑室内设计Ⅰ》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方

向课之一，在第五学期进行，共计 80学时，4
学分。其中理论讲授 48学时，课程实验 32学
时。从课程体系来看，建筑室内设计Ⅰ属于专

业方向课。从与其他课程的逻辑关系看，本课

程是在学习了一定的专业基础理论与基本技

能之后，进行建筑室内设计Ⅱ，建筑室内设计

Ⅲ等更复杂和专业化空间设计专业课程之前

的一门课程，其属于专业学习的承上启下课

程。因而，该课程要承担回顾和汇总相关专业

基础知识，培养设计意识，开拓设计思维，掌

握设计要素及设计程序与方法等相关任务，以

具备一定的设计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乃

至学生的个体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建筑室内设计Ⅱ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signⅡ）

《建筑室内设计Ⅱ》是一门涉及建筑学、人体工程学、环境行为学、美

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及技术与材料学等学科知识综合性很强的

课程。本课程主要讲述商业空间的形成、商业空间的分类、营业空间设

计的特点及要求；讲授如何做好空间组织、商业照明和界面处理、店面

的造型设计等商业空间设计的相关内容。该课程主要是使学生了解商业

空间设计的类型及范围、营业厅设计基础知识、色彩设计、灯光设计等

商业空间的综合知识，掌握专题商业空间设计的方法和原则，使学生能

掌握现代商业空间设计的前沿知识，建立科学的商业空间设计新观念。

《建筑室内设计Ⅱ》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方

向课之一，在第五学期进行，共计 64学时。

其中理论讲授 32学时，课程实验 32学时。建

筑室内设计Ⅱ是环境设计专业室内设计训练

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在建筑室内设计Ⅰ训练之

后的继续深化设计课程。它与其后的建筑室内

设计Ⅲ课程共同构成室内空间设计内容学习

的完整教学任务。

家具设计与陈设

（Furniture and
Furnishings

在《家具设计与陈设》之前，已经开设过家具设计基础课程内容及室内

外环境设计相关课程，环境设计的学生已经分别掌握了这些专业设计所

必备的专业能力和知识，而家具设计与陈设正是衔接家具与环境的专项

《家具设计与陈设》是环境设计专业的方向课

程之一。安排在第六学期进行，共 80课时，4
学分。其中理论授课 48学时，课程实验 32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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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课程，更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方向课。

家具设计与陈设延续之前专业课程的内容，通过讲述家具和陈设在不同

功能空间里的存在方式与设计方法，使学生能够更深刻的理解环境空间

设计，并能运用科学的设计方法和物质技术手段，创造出适合人们生活

方式的空间环境设计。

时。《家具设计与陈设》是紧密结合其它环境

设计课程的重要环节。该课程能够使环境设计

专业的学生建立整体而科学的设计思维方式，

正确的协调家具、陈设品与环境空间的关系，

从而能够创造出适合人们生活方式的环境设

计。与其后的室内外设计等课程共同构成环境

设计的完整教学任务。

建筑室内设计Ⅲ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signⅢ）

《建筑室内设计Ⅲ》是环境设计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根据旅游/
休闲度假空间建筑物的使用功能、所处环境以及相应标准，该课程是深

化训练内容，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提升人们对场地条件、环境质量及标

准需求。通过课堂讲授和设计实践，让学生了解旅游/休闲度假空间室内

设计的理论基础、内容分类及方法步骤，掌握设计的依据、要求和特点，

掌握设计原则、组织和界面处理方法、照明设计手法等方面的知识。有

针对性的对主要空间场所室内设计进行详细论述，就装饰材料、陈设进

行了分析。培养学生鉴赏设计作品，运用设计美学原理和物质技术手段，

创造出功能合理、满足人们休闲消费、娱乐及购物的室内空间环境。

《建筑室内设计Ⅲ》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方

向课之一，在第六学期进行，共计 80学时，4
学分。其中理论讲授 48学时，课程实验 32学
时。建筑室内设计Ⅲ（旅游/休闲度假空间）是

环境设计方向室内设计训练的第三部分内容，

是室内环境设计训练的深化设计部分，与室内

设计原理、建筑室内设计Ⅰ、建筑室内设计Ⅱ

共同构成室内空间设计内容的完整教学任务。

居住区规划与景

观设计（Planning
and Landscape
Design on
Residential
District ）

《居住区规划与景观设计》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方向课，

在专业基础课开设之后讲授。通过本课程的教授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居住

区规划及景观设计的基本知识、设计要点、设计原则和基本步骤等内容，

并掌握居住区规划、景观设计的方法和技能，培养学生进行规划与景观

设计相关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为后面的景观设计相关专业课程和毕

业设计等教学环节的顺利完成奠定必要基础，也为学生毕业后从事风景

园林绿地的规划与设计、园林管理等有关工作奠定必要的知识与技能。

《居住区规划与景观设计》课程是环境设计专

业的专业方向课之一，计划在第五学期进行，

共计 80学时，4学分。其中理论讲授 48学时，

课程实验 32学时。人体工程学、工程制图、

空间设计基础、效果图表现技法、景观设计原

理等相关基础课程为居住区规划与景观设计

课程的开设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居住区规

划与景观设计课程使学生具体掌握居住区规

划与景观设计基本的理论知识与设计深化能

力，为后续的景观设计课程开设奠定基础。

建筑景观设计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Design）

《建筑景观设计》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主要让学生全

面充分地了解和掌握建筑史、建筑风格，以及建筑景观设计中的各功能

空间满足与建筑形态表现，加强比例、尺度、建筑表皮概念，掌握科学

的设计方法，养成严谨的设计态度，形成良好的建筑空间与形态表现的

想象力，加强对建筑空间的理解力、创造力及表现力方面的训练，使其

充分体现并落实到自己的设计作品中，从而创造出满足城市环境和人们

物质与精神生活需要的建筑空间环境。

《建筑景观设计》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

方向课程之一，计划在第五学期完成，共计 64
学时，3学分。其中理论讲授 32学时，课程实

验 32学时。空间设计基础、效果图表现技法、

景观设计原理、居住区规划与景观设计等课程

为建筑景观设计课的开设打下了良好的专业

基础。课程主要使学生掌握建筑景观设计的基

本原理与方法，掌握设计理念的提炼与设计语

言的表达方式，为建筑景观设计课程的开设奠

定坚实的专业能力。同时建筑景观设计课程又

为后面专业课程深入完整地表现出较高的设

计思想打下坚实的基础。

城市广场与街道

景观设计（Urban
Square and Street
Landscape Design）

《城市广场与街道景观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开设的专业方向课程，通

过城市广场与街道景观设计的具体设计专题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城

市广场与街道景观的发展、规划形式、类型及设计方法，为今后在毕业

设计中能深入完整地表现出较高的设计思想奠定基础，从而更好地为以

后的景观设计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城市广场与街道景观设计》课程是环境设计

专业的专业方向课之一，计划在第六学期完

成，共计 80学时，4学分。其中理论讲授 48
学时，课程实验 32学时。空间设计基础、效

果图表现技法、景观设计原理、居住区规划与

景观设计、建筑景观课程为城市广场与街道景

观设计课程的开设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本

课程与其它三门景观设计相关课程共同构成

景观设计的完整教学任务，经过居住区规划与

景观设计、建筑景观设计、城市广场与街道景

观设计这三个单元的专业课程循序渐进的训

练，使学生掌握景观设计的理论知识和基本的

设计深化能力，为后续的园林设计课程开设奠

定坚实基础。

园林设计（Garden
Design）

《园林设计》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方向课，也是对前面

课程融会贯通的综合课程。通过教学使学生对园林设计不同造景要素及

其特征和作用有较深的认识，再加上对园林设计案例的分析，使学生对

于园林设计有一个较为系统地认识。此外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更

为全面的了解景观空间环境构成与设计方面更多的知识，培养他们对规

模性、综合性以及多变性景观空间环境设计的控制与表现能力，以便增

强其整体把握全面设计的应对能力，从而成为环境设计专业的高级复合

《园林设计》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方向

课之一，计划在第六学期进行，共计 80学时，

其中理论讲授 48学时，课程实验 32学时，4
学分。与本课程联系较为紧密的前期课程，如

居住区规划与景观设计、建筑景观设计、城市

广场与街道景观设计等专业课程为园林设计

课程的开设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让学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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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景观设计师。 过景观设计原理、居住区规划与景观设计、建

筑景观设计和城市广场与街道景观设计这四

个单元的专业课程循序渐进的训练后，具备专

业的设计实践能力，为园林设计综合运用与表

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四个单元的专业

课程构成了景观设计课程内容总体的教学内

容。

创新性展示设计

（Creative Display
Design）

《创新性展示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展示设计方向的专业方向课课，主

要讲授展厅创新的方法理论及将创新点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创新是指

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为导向，利用现有

的知识和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本着理想化需要或为满足社会需求而

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径、环境，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

果的行为。此专业课既强调对创新理论的掌握，更强调对会展创新的实

际运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创新性展示设计与基本设计技能融为一

体，要求学生掌握创新方法和程序，熟练掌握将创新点应用到实际项目

中去的方法，熟悉创新设计的基本流程，掌握展示设计不同环节上的创

新(理念、造型、材料)，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本课程着重训练学生的

会展创新能力，对提升学生会展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起重要的支撑作用。

《创新性展示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展示设计

方向的专业方向课，在第五学期进行，共 48
学时。创新性展示设计课的先修课程是工程制

图、展示道具设计、商业空间展示设计。展示

空间研究是探讨展示空间设计的基本规律、展

示空间分割和展示空间创意思维的一门课程，

是创新性展示设计课程的基础；展示道具设计

则为学生大胆尝试新的设计理念和现代表现

材料，培养创新性设计思维等方面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与此同时，创新性展示设计课还为毕

业设计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点。

商业空间展示设

计（Commercial
Exhibition Space

Design）

《商业空间展示设计》是一门对商业展示空间、材质、色彩、照明等知

识进行综合运用，将内容和形式在实践创作中熟练运用的课程。培养学

生能够在既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运用艺术设计语言进行三维空间创意设

计的能力。独特的商业展示空间氛围，起到展示展品、宣传品牌的意图。

本课程教学主要包含三部分，课堂教学、实验教学以及实习教学，通过

多媒体教学、调研考察和模型制作的形式，培养学生掌握商业展示空间

设计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使学生今后能够从事与展示宣传、展示策

划、展示施工等相关的工作。

《商业空间展示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展示设

计方向的专业方向课，在第五学期进行，共 64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32学时，实验 32学时。

透视、人体工程学、工程制图和效果图技法、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立体）是商业空间展

示设计的先修课程。设计基础（平面、色彩、

立体）主要解决室内设计法则和基本设计方

法，锻炼学生的立体空间思维能力，为商业展

示空间设计打下良好的基础；效果图技法则要

求学生掌握展示空间的构造、空间分割等内容

的表现技巧，为商业空间设计奠定了基础。工

程制图是商业空间展示设计的表现手段。

博览策划与设计

（Expo Planning
and Design）

《博览策划与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展示设计方向的专业方向课，既强

调对会展策划基本理论的掌握，又强调对会展策划技能、会展营销技能

的实际运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会展策划的知识体系与基本操作技

能融为一体，要求学生掌握会展策划的方法和程序，熟练掌握展前、展

中、展后各种策划文书的写作，熟悉会议和展览策划和服务的基本流程，

掌握不同类型的会展营销的方式和途径，提高学生的会展策划能力，对

学生会展职业能力的培养和职业素养起重要的支撑作用。

《博览策划与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展示设计

方向的专业方向课，在第六学期进行，共 64
学时。博览策划与设计是在展示空间研究和人

体工程学课程基础上开设的，重点讲解对展示

空间设计的基本规律、展示空间分割、展示空

间创意思维训练，是“以人为本”设计理念的延

伸和拓展。同时，作为在第六学期开设的一门

专业课，博览策划与设计还有助于提高学生在

会展设计实践中的组织和管理能力，为商业展

示设计以及展示模型设计等课程的学习打下

良好的基础。

博物馆展示设计

Ⅰ（Museum
Exhibition Design

Ⅰ）

《博物馆展示设计Ⅰ》是对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

化遗产实物，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场所进行总体规划与

设计的课程，是一门综合类展示设计课。本课程通过多媒体教学、调研

考察和模型制作等形式，对博物馆展示设计历史、分类、基本原理、设

计方法及文化展馆等知识进行细致讲解，让学生构建博物馆展示设计知

识结构掌握正确的设计方法与步骤，培养学生独立的博物馆展示设计能

力，使学生能够具备从事与博物馆展示宣传、展示策划、展示设计与施

工等相关工作的综合素质。

《博物馆展示设计Ⅰ》是环境设计专业展示设

计方向的专业方向课，在第六学期进行，共 64
课时。博物馆展示设计课是对先修商业空间展

示设计、展示道具设计、效果图技法的一个总

结，也是环境设计专业展示设计方向的实际应

用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展示空间的构造、空间

分割等内容，为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奠定了基

础。展示材料与设计要求学生掌握如何正确选

择材料、如何发挥材料组合效果等，为博物馆

展示设计中如何发挥材料在展示设计中作用

打下良好的基础。

家具设计

（Furniture
Design）

《家具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核心课。是室内外环境设计的重要

组成部分，根据环境空间的具体功能要求及相应标准，运用设计美学原

理和物质技术手段，创造出功能合理、舒适优美的室内外空间环境的重

要内容之一。课程通过对其设计理论的讲授、课堂作业的训练以及各实

践环节，使学生掌握科学的设计思维和方法，为更好学习之后的课程打

好基础。

《家具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任选课程

之一。计划在第五学期进行，共计 16学时，1
学分。家具设计与其它环境设计课程有着非常

紧密的联系，是一门专业核心课。该课程能够

使学生建立科学的设计思考方式，正确的协调

家具与环境空间的关系，从而能够更好的把握

室内外环境的整体设计。与其后的室内外设计

等课程共同构成环境设计的完整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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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快题设计

（Interior Quick
Question Design）

《室内快题设计》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是

室内设计相关内容学习的补充与深化训练，是环境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室内空间环境的使用功能、所处环境、室内装饰风格以及相应标准，

运用设计原理和物质技术手段，根据设计要求以手绘的形式在较短的时

间内，快速表达出该空间环境的功能形式、设计构思及理念，训练学生

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得设计定位和延展效果。作为一门集艺术、科学、建

筑、装饰、工程技术、绘画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应用课程，表现内容通过

对室内空间环境的调研、现状的分析、方案的构思以及表现，创造出功

能合理、满足人们休闲居住、娱乐的室内空间环境，以期取得理想的效

果。

《室内快题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任选

课程之一，在第七学期进行，共计 64学时，3
学分。其中理论讲授 32学时，课程实验 32学
时。室内快题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室内课题设

计训练的重要组成内容，是室内环境设计训练

的深化设计部分，与室内设计原理、建筑室内

设计Ⅰ、家具设计与陈设、建筑室内设计Ⅱ、

建筑室内设计Ⅲ共同构成室内空间设计的完

整教学任务。

室外快题设计

（Quick Question
Outdoor Design）

《室外快题设计》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该课程是

室外设计的深化训练内容，是环境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室外空间

环境的使用功能、所处环境以及相应标准，运用设计原理和物质技术手

段，以手绘的形式在较短的时间里根据设计要求，快速表达出室外环境

的功能形式、设计构思及理念，帮助学生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得设计定位

和延展效果。作为一门集艺术、科学、建筑、园林、工程技术、绘画等

于一体的综合性应用课程，其表现内容通过对环境的调研、现状的分析、

方案的构思以及图纸绘制，以期取得理想的效果。

《室外快题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任选

课程之一，在第七学期进行，共计 64学时，3
学分。其中，理论讲授 32学时，课程实验 32
学时。《室外快题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室外

课题设计训练的重要组成内容，是室外环境设

计训练的深化设计部分，与效果图表现技法、

居住区规划与景观设计、建筑景观设计、城市

广场与街道景观设计、园林设计共同构成室外

空间设计的完整教学任务。

主题性空间设计

（Subject Spaces
Design）

《主题性空间设计》课程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本课程

主要承接之前所掌握空间设计的理论基础，从而深入的讲述主题性空间

的要素和原理，各种类型的主题性空间的室内外空间设计的原则、设计

方法和设计程序。结合之前学习过的空间设计的基础知识来加深学生对

主题空间组合和空间形态的理解，用以培养学生运用设计原理来进行主

题空间设计的能力，从观察到理解以及自身的创作实践循循渐进的来推

动设计能力的提升，使得学生能够掌握各类型空间设计的技巧，用以提

高学生相应的设计能力，并拓宽学生的设计思维，来增强学生的整体方

案设计和绘图能力，整体把握对主题性空间设计的效果，为毕业设计提

供专题性的设计奠定基础，同时也为今后从事设计工作打下基础。

《主题空间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的专业任选

课程之一，在第七学期进行，共计 64学时，4
学分。其中理论讲授 48学时，课程实验 32学
时。主题空间设计课程的开设主要是延续设计

基础（平面、色彩、立体）、人体工程学、工

程制图、透视、建筑初步、效果图、空间设计

基础、室内设计原理、景观设计原理、家具设

计、概念设计、室内快题设计、室外快题设计

等课程的教学脉络，通过理论课程内容的讲述

让学生可以进一步学习掌握有关环境空间设

计的理论知识，学习掌握主题空间环境的功

能、尺度、形态构成及基本概念，培养环境意

识与空间感受，增强对环境与空间的专业认

知。通过课程的实验课题训练深化掌握主题空

间设计的过程和正确途径。让学生掌握不同主

题空间设计的方法、程序、技巧。不仅仅是将

符合同一主题的各类设施结合在一起，而是提

供从概念到设计再到实施以及后续经营等多

个环节的整体解决方案。

展示道具设计

（Demonstration
Stage Prop
Design）

《展示道具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展示设计方向专业核心课。本课程是

在讲授道具基本概念基础上，让学生了解道具发展的历史和风格、道具

设计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并且兼顾道具设计的表现技巧和方法。通过本

课程系统的理论讲授和科学的课题训练，使学生了解道具的发展概况、

渊源；人体工程学在道具设计中的应用；道具设计的造型法则；道具设

计与室内、外环境设计的密切关系；道具的色彩、涂饰；道具制造的物

质基础；道具设计的方法与步骤等等。通过本课程提高学生在展示设计

方面的专项设计能力。

《展示道具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展示设计方

向中的一门专业核心课，在第五学期进行，总

共 16学时。人体工程学、透视、工程制图、

效果图技法是展示道具设计的先修课程。人体

工程学培养学生掌握人体基本尺度及其在空

间设计中的应用，落实人与物在动态空间设计

中的功能需求。透视、效果图技法课程学习使

学生具备用三维方式体现设计方案的能力。工

程制图则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行业制图规范。本

课程在讲授道具设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重点

了解各类道具类别及其应用；兼顾道具设计的

表现技巧和方法，以准确表达设计意图，为展

示专题空间设计打下坚实基础。

展览会设计

（Exhibition
Design）

《展览会设计》是一种实用的、以视觉艺术为主的综合的设计艺术，是

一种对观众的心理、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的创造性设计活动。在会议、

展览会、博览会活动中，利用空间环境，采用建造、工程、视觉传达手

段，借助展具设施，将要传播的信息和内容呈现在公众面前。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掌握会展设计的基本知识与规律，掌握展览会的

相关概念与前沿理念，熟悉会展设计的一般流程和工作方法，进而具备

独立进行展览项目设计的能力。

《展览会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展示设计方向

的专业任选课，在第七学期进行，总共 64课
时。展示道具设计、商业空间展示设计是展览

会设计的先修课程，商业空间展示设计的学习

为展览会设计做了空间规划、空间艺术造型等

方面的铺垫；展示道具设计训练学生在展示设

计中如何巧妙运用材料，掌握材料的属性、分

类及特点，充分发挥材料的优越性，这为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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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设计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同时，作为在

第五学期开设的一门专业核心课，展览会设计

课为学生进行展示设计实践及参与设计项目

打下坚实的基础。

博物馆展示设计

Ⅱ（Museum
Exhibition Design

Ⅱ）

《博物馆展示设计Ⅱ》是一门对博物馆展示空间、人体工程学、色彩、

照明等知识进行深度专项训练的专业核心课。该课程培养学生将博物馆

各专项设计理论应用能力，使其能够在既定场所独立运用艺术设计语言，

营造独特的博物馆展示空间氛围，起到解释展品、宣传主题的效果之余，

还能够使观众参与其中，最终达到完美沟通的设计目的。本课程教学主

要包含两部分，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通过多媒体教学和模型制作的教

学形式，培养学生博物馆展示空间设计和博物馆展示陈列设计的专业知

识与技能，使学生今后能够从事博物馆展示宣传、展示策划、展示施工

等相关的工作。

《博物馆展示设计Ⅱ》是环境设计专业展示设

计方向的专业任选课，在第七学期进行，共 64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32学时，实验 32学时。

博物馆展示设计课是对先前人体工程学、商业

空间展示设计、展示道具设计、CAD技术应

用、博物馆展示设计的一个总结，也是环境设

计专业展示设计方向的综合设计课程，它为学

生提供了比例、空间、色彩、材质、灯光等多

方面的训练，有助于提高学生在设计实际案例

时的专项设计能力，使其能够将所学知识直接

应用于具体设计实践中，进而为毕业设计的完

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展示空间专题设

计（Exhibition
Space Design of

Project）

《展示空间专题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展示设计方向的专业必修课。本

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学生探讨和研究展示空间设计的基本规律、形式

美法则，训练学生的展示空间创意思维，指导学生参与展示空间设计、

空间的分配与展线的安排。合理的安排空间是展示设计中最重要的部分，

正确认识空间与展示设计的关系是做设计的前提和基础，较好的运用“空
间”语言则可以赋予一个设计以实质的意义和生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要求学生掌握展示空间设计的艺术化处理手法，并能够熟练进行展

示空间的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展示空间研究课也为后期的展示设计、

博物馆展示设计、商业空间设计等空间设计课程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展示空间专题设计》是环境设计专业展示设

计方向的专业任选课，在第七学期进行，共 80
学时，其中理论授课 48学时，实验 32学时。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立体）、装置设计、

创新性展示设计、展示空间研究、博览策划与

设计、商业空间展示设计、展示道具设计是展

示空间专题设计的先修课程。这几门课程中关

于形式美的基本原理以及平面、色彩、立体构

成的原理和方法等内容，为展示空间专题设计

的开设做了铺垫。同时，展示空间专题设计也

为后期毕业设计环节的展开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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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设计学 专业代码：130502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国际设计文化视野、中国设计文化特色、适合于创新时代需求，集传统平面（印刷）媒体和现代数字媒体，具备广告设

计、包装设计、书籍设计、品牌形象设计与推广等能力，具有一定的多媒体及网页设计基础，能在企事业部门、公司、学校、出版社、

科研单位等从事视觉传达设计、装饰艺术设计、工艺制作、教学、广告策划、经营管理、视觉传达设计理论研究及宣传评论等方面工作

的,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视觉传达专业应用型人才。

二、培养要求

本专业要求学生具有为国学习的思想和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了解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具有较为系统的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理论和专业知

识，学生应在设计创新，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社会交流沟通能力等方面得到全面锻炼，通过视觉传达设计思维能力的培养、设计方法

和技能的训练，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市场意识和专业设计能力，并符合国家考级的外语水平。本专业培养规格为应用型创意人才。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在专业能力结构方面，要注重设计创新、美学欣赏、技术表现三方面能力的培养。创新时代创意为先，美学质量和技术表现是完善

创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从理论课程、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三个模块中建立起一个体现这个培养方向的正确指导思想，即课程教学

的核心理念要贯穿于创新教学之中，在培养学生创意能力的同时提高其美学欣赏能力和技术表现能力。在设计创新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应

强化对学生的图形表达能力、色彩搭配能力和造型能力的培养。

2、在专业素质结构方面，要求学生不仅有很强的创意能力，还应具备很强的创意解说能力、文字语言的表达能力和很好的社会沟通能

力。这四种能力是专业素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为设计不仅要有个性化，更要注重通过语言、文字、行为和作品与人沟通，与市场

和社会沟通。

3、在综合知识结构方面，要求学生除了已确定的本科专业知识外，同时具有一定的人文素养，以提高设计的创意想象能力，具有一定

的数学、物理知识，使设计具有理性的思维方式和有条理的进行逻辑思维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外语水平，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沟通能力，

以及掌握软件应用、获取信息和文件检索等方面的资料收集能力。

4、在专业培养过程中，以项目化教学为核心，要求学生具备真实课题的设计实践能力，并且具有撰写商业策划书的能力，着重培养学

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其次，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让学生以小组化的形式进行学习，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与

沟通能力

2.创新创

业能力

3.团队协

作能力

4.色彩搭

配能力

5.图形表

达能力

6.设计创

新能力

7.美学欣

赏能力

8.技术表

现能力

9.资料收

集能力

10.造型能

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

形势与政策 √ √ √
大学英语 √ √ √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 √ √
信息检索 √ √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

艺术概论 √ √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 √ √ √ √ √ √

素描 √ √ √ √

色彩 √
传统图案 √ √ √ √ √ √ √

空间表达 √ √

速写 √ √ √
色彩写生 √ √

装饰基础 √ √ √ √ √ √ √

设计思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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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采风 √ √ √ √

版画 √ √ √
油画 √ √

图形设计 √ √ √ √ √ √

字体设计 √ √ √ √ √ √
版式设计 √ √ √ √ √ √

设计史 √ √

商业插画 √ √ √ √ √ √ √
标志设计 √ √ √ √ √ √ √

广告设计 I √ √ √ √ √ √ √ √ √

印刷常识 √
纸盒结构 √ √ √ √

包装设计 √ √ √ √ √ √ √ √ √ √

书籍设计 √ √ √ √ √ √ √ √ √ √
UI设计 √ √ √ √ √ √ √

包装设计管理 √ √ √

容器造型设计 √ √ √ √ √ √
书籍创新设计 √ √ √ √ √ √ √ √ √ √

包装推广设计 √ √ √

品牌设计管理 √ √ √
广告设计 II √ √ √ √ √ √ √ √ √ √

VI设计 √ √ √ √ √ √ √ √ √ √

声像广告设计 √ √ √ √ √ √ √
品牌推广设计 √ √ √

基础摄影 √ √ √ √ √

水墨表现 √ √ √ √
网页设计 √ √ √ √ √ √

品牌分析与策划 √ √ √

壁画设计 √ √ √ √ √
书籍创新设计综合实验 √ √ √ √ √ √ √ √ √

包装创新设计综合实验 √ √ √ √ √ √ √ √ √

声像广告综合实验 √ √ √ √ √ √ √ √
包装推广设计综合实验 √ √ √ √ √ √ √ √ √

品牌推广设计综合实验 √ √ √ √ √ √ √ √ √

VI设计综合实验 √ √ √ √ √ √ √ √ √
纤维壁挂创作 √ √ √ √ √

毕业设计（论文）、答

辩
√ √ √ √ √ √ √ √ √ √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装饰艺术设计方向）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与

沟通能力

2.创新创

业精神

3.团队协

作能力

4.设计能

力

5.动手能

力与实践

技巧掌握

6.美学欣

赏能力

7.资料收

集能力

8.技术表

现能力

9.造型能

力

10.色彩搭

配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 √

形势与政策 √ √ √
大学英语 √ √ √

体育 √ √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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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检索 √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艺术概论 √ √

素描 √ √ √

色彩写生 √ √ √ √ √ √
色彩 √ √ √ √

速写 √ √ √ √ √

装饰基础 √ √ √ √ √ √
设计基础 √ √ √ √ √

空间表达 √ √ √ √ √

设计思维 √ √ √
图案 √ √ √ √

国画 √ √ √ √

设计史 √ √
工艺美术史 √ √

装饰雕塑 √ √ √ √ √ √ √

漆工艺 √ √ √ √
陶瓷工艺 √ √ √ √

纤维工艺 √ √ √

首饰工艺基础 √ √ √
装饰绘画 √ √ √ √ √ √ √ √ √

现代陶艺 √ √ √ √

漆画 √ √ √ √ √ √ √
生活陶艺 √ √ √ √

漆立体创作 √ √ √ √

综合创作 √ √ √ √ √ √ √ √
首饰艺术设计 √ √ √ √ √ √

纤维壁挂 √ √ √ √

首饰设计与珠宝鉴定 √ √ √ √ √ √
纤维立体造型 √ √ √ √

版式设计 √ √ √ √ √

版画 √ √ √ √ √ √
插画 √ √ √ √ √ √

字体设计 √ √ √ √

图形设计 √ √ √
立体构成 √ √ √ √ √

广告设计 √ √ √ √ √

标志设计 √ √ √ √
立体成型工艺 √ √ √ √

公共艺术 √ √ √ √ √ √ √ √

纤维立体造型 √ √ √ √ √ √
毕业实习 √ √ √ √

毕业论文 √ √ √ √ √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数字媒体艺术方向）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与

沟通能力

2.创新创

业能力

3.团队协

作能力

4.色彩搭

配能力

5.图形表

达能力

6.设计创

新能力

7.美学欣

赏能力

8.技术表

现能力

9.资料收

集能力

10.造型能

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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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 √ √

形势与政策 √ √
大学英语 √

体育 √

大学计算机基础 √ √
信息检索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 √

艺术概论 √ √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 √ √ √ √ √ √

素描 √ √ √ √

色彩 √
传统图案 √ √ √ √ √ √ √

空间表达 √ √

速写 √ √ √
色彩写生 √ √

装饰基础 √ √ √ √ √ √ √

设计思维 √ √
艺术采风 √ √ √ √

版画 √ √ √

油画 √ √
数字图形设计（动态） √ √ √ √ √ √

字体版式设计 √ √ √ √ √ √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调研 √ √ √ √ √ √
设计史 √ √

数字插画设计 √ √ √ √ √ √ √

数字媒体广告设计 √ √ √ √ √ √ √
交互设计技术与创意 √ √ √ √ √ √ √ √ √

新媒体应用设计 √

UI设计 √ √ √ √
影像视觉数字艺术 √ √ √ √ √ √ √ √ √ √

VR技术与表现 √ √ √ √ √ √ √ √ √ √

游戏元素技术与创意 √ √ √ √ √ √ √
信息可视化交互 √ √ √

移动互联网传播与交互

设计
√ √ √ √ √ √

声像广告设计 √ √ √ √ √ √ √ √ √ √
虚拟娱乐新媒体设计 √ √ √

媒体新形态综合设计 √ √ √

计算机辅助设计 √ √ √ √ √ √ √ √ √ √
数字图形设计（动态） √ √ √ √ √ √ √ √ √ √

网页设计 √ √ √ √ √ √ √

数字推广创意思维 √ √ √
数字影像创作基础 √ √ √ √ √

壁画设计 √ √ √ √

纤维壁挂创作 √ √ √ √ √ √
媒体新形态综合设计综

合实验
√ √ √ √ √ √ √ √ √

虚拟娱乐新媒体设计综

合实验
√ √ √ √ √ √ √ √ √

声像广告综合实验 √ √ √ √ √ √ √ √
毕业设计（论文）、答

辩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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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特色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1983年成立至今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已具备较为完善的专业体系。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包含了视觉传达设计、装饰艺

术设计和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三个方向。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涵盖面广，体现着设计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其领域随着科技的进步、新能

源的出现和产品材料的开发应用而不断扩大，并与其它领域相互交叉，逐渐形成一个与其它视觉媒介关联并相互协作的设计新领域。

五、主干学科

艺术学、设计学、美学、传播学、心理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装饰绘画、图形设计、字体设计、商业插画、广告创意思维、品牌分析与策划、广告设计、标志设计、书籍设计、包装设计、

VI设计、网页设计、UI设计、装饰雕塑、首饰设计、文字与版式、漆艺、纤维艺术、陶瓷艺术、公共艺术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标志设计（1学分/1周）、包装设计（1学分/1周）、书籍设计（1学分/1周）、书籍创新设计（1学分/1周）、

容器造型设计（1学分/1周）、包装创新设计（1学分/1周）、包装创新设计综合实验（2学分/2周）、VI设计（1学分/1周）、VI设
计综合实验（2学分/2周）、广告设计 II（1学分/1周）、声像广告（1学分/1周）、漆艺系列课程实习（3学分/3周）、陶艺系列课程

实习（3学分/3周）纤维系列课程实习（1学分/1周）首饰系列课程实习（3学分/3周）、综合创作实习（2学分/2周）、影像视觉数字

艺术(1学分/1周）、虚拟娱乐新媒体设计综合实验（2学分/2周）、移动互联网传播互动设计（1学分/1周）、VR技术与表现(1学分

/1周）、毕业实习（2学分/2周）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专业方向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视觉传达

设计

160 39 8

16 16 22 25 34 56

装饰艺术

设计
16 18 18 26 35 51

数字媒体

艺术
16 16 22 25 34 56

要求学时

视觉传达

设计
2528+42周

784 128

320 336 480 480 42周 704+42周

装饰艺术

设计
2416+43周 320 352 336 496 43周 512+43周

数字媒体

艺术
2528+42周 320 336 480 480 42周 704+42周

学分占比

视觉传达

设计

100% 24.38% 5%

10.00% 10.00% 13.75% 15.62% 21.25% 35.00%

装饰艺术

设计
10.00% 11.25% 11.25% 16.25% 21.87% 21.87%

数字媒体

艺术
10.00% 10.00% 13.75% 15.62% 21.25% 35.00%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8年）

授予学位：艺术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设计学、艺术学及美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具备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在企事业部门、

公司、学校、出版社、科研单位等从事视觉传达设计、教学、广告策划、经营管理、视觉传达设计理论研究及宣传评论等方面的工作，

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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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39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

验

上

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5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5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5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ASurve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jor）

1 16 1 考查 B091501

小计 39.0 592.0 0.0 32.0 160.0 11.0 9.5 8 7.5 0 2.5 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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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从一年级

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艺术概论

（Introduction of Art）
3 48 3 考试 B093001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

Design
Basis(Graphic&colourway)

4 48 32 5*16 考查 B093705

素描

（Sketch）
3 32 32 4*16 考查 B093712

色彩

（Colour）
3 32 32 4*16 考查 B093713

传统图案

（Traditional Pattern）
3 32 32 4*16 考查 B093105

小计 16 192 128 0 0 16 0 0 0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最低要求学分：1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空间表达▲
(Spatial Expression)

2 16 32 3*16 考查 B098102

速写▲
（Sketch）

3 32 32 4*16 考查 B098103

装饰基础▲
（Decorate Formative Arts
and Modeling）

3 32 32 4*16 考查 B098109 必修变选修

设计史▲
（History of Art Design）

3 48 3 考试 B098101

字体设计▲
（Typography）

3 32 32 4*16 考查 B098105

版式设计▲
（Layout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8106

版画

（Printmaking）
2 16 32 3*16 考查 B098107

油画

（Oil Painting）
3 48 3*16 考查 B098205

小计 21 240 192 0 0 0 13 8 0 0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装饰艺术设计方向）

最低要求学分：1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讲课实验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备注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空间表达▲
（Space expression ）

2 16 32 3*16 考查 B098102

速写▲
（Sketch）

3 32 32 4*16 考查 B098103

国画▲
（Chinese Painting）

4 48 32 5*16 考查 B098211 学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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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史▲
（The history of design ）

3 48 3*16 考试 B098101

工艺美术史▲
（Arts and Crafts History）

3 48 3*16 考查 B098212 必修变选修

装饰基础▲
（Decorate Formative Arts
and Modeling）

3 32 32 4*16 考查 B098109 必修变选修

版画

（Printmaking）
2 16 32 3*16 考查 B098107

油画

（Oil Painting）
3 48 3*16 考查 B098205

图形设计

（Graphic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8208

小计 26 320 192 0 0 0 13 4 0 6 3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数字媒体艺术方向）

最低要求学分：16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讲课实验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备注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空间表达▲
(Spatial Expression)

2 16 32 3*16 考查 B098102

速写▲
（Sketch）

3 32 32 4*16 考查 B098103

装饰基础▲
（Decorate Formative Arts
and Modeling）

3 32 32 4*16 考查 B098109 必修变选修

设计史▲
（History of Art Design）

3 48 3 考试 B098101

字体与板式设计▲
（Typography）

3 32 32 4*16 考查 B098110 新课程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调研▲
(Digital media art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8111 新课程

版画

（Printmaking）
2 16 32 3*16 考查 B098107

油画

（Oil Painting）
3 48 3*16 考查 B098205

小计 21 240 192 0 0 0 13 3 0 0 0 0 0

5.专业核心课(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最低要求学分：2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设计思维

（Design thinking）
3 48 3*16 考查 B094110 新课程

商业插画

（Commercial Illustration）
3 32 32 4*16 考查 B094102

标志设计

（Logo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4103

广告设计Ⅰ

（Advertising DesignⅠ）
3 32 32 4*16 考查 B094104

印刷常识

（Printing General
Knowledge）

2 16 32 3*16 考查 B094105

纸盒结构

（Carton Structure）
2 16 32 3*16 考查 B09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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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计

（Package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4107

书籍设计

（Book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4108

UI设计

（User Interface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4109

小计 22 224 256 0 0 0 3 0 8 8 0 3 0

5.专业核心课(装饰艺术设计方向）

最低要求学分：18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讲课实验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备注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设计思维

（Design thinking）
3 48 3*16 考试 B094110 新课程

装饰雕塑

（Decoration Sculpture）
3 32 32 4*16 考查 B094111

选修变必修\学
时\学分变化

漆工艺

（Lacquer Craft）
2 32 2*16 考查 B094112 学时变化

陶瓷工艺

（Ceramic Technology）
2 16 32 3*16 考查 B094205

纤维工艺

（Fiber Technique）
1 16 1*16 考查 B094204

首饰工艺基础

（Jewelry Craft
Foundation）

2 16 32 3*16 考查 B094203

装饰绘画

（Decorative Painting）
5 80 5*16 考查 B094113 学时学分变化

小计 18 240 96 0 0 0 3 5 10 0 0 0 0

5.专业核心课(数字媒体艺术方向）

最低要求学分：2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讲课实验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备注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设计思维

（Design thinking）
3 48 3*16 考试 B094110 新课程

数字插画设计

(Digital illustration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4115 新课程

数字媒体广告设计

(Digital media advertising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4116 新课程

交互设计技术与创意

(Interaction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4117 新课程

新媒体应用设计

(New media application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4118 新课程

UI设计

(UI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4119 新课程

影像视觉数字艺术

(Digital image)
2 16 32 3*16 考查 B094120 新课程

VR技术与表现

(VR technology and
performance)

2 16 32 3*16 考查 B094121 新课程

游戏元素技术与创意

(Game element technology
and creativity)

3 32 32 4*16 考查 B094122 新课程

小计 22 224 256 0 0 0 3 0 8 8 0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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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业方向课（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包

装设

计）

包装设计管理

（Packaging Design
Management）

3 48 3*16 考查 B095101

容器造型设计

（Container Modelling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5102

书籍创新设计

（Book Innovation Design）
2 32 2*16 考查 B095103

包装创新设计

（Packaging Innovation
Design）

2 32 2*16 考查 B095104

包装推广设计

（Packing Promotion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5105

小计 11 144 64 0 0 0 0 0 0 0 7 4 0

方向

二

（品

牌设

计）

品牌设计管理

（Brand Design
Management）

3 48 3*16 考查 B095106

广告设计Ⅱ

（Advertising DesignⅡ）
2 16 32 3*16 考查 B095107

VI设计

（Visual Identity Design）
2 32 2*16 考查 B095108

声像广告设计

（Movies Advertisement）
2 32 2*16 考查 B095109

品牌推广设计

（Brand Promotion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5110

小计 11 144 64 0 0 0 0 0 0 0 7 4 0
6.专业方向课(装饰艺术设计方向）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讲课实验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备注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公

共艺

术方

向）

现代陶艺

（Modern Ceamics）
2 16 32 3*16 考查 B095201

漆画创作

（Lacquer Painting）
2 16 32 3*16 考查 B095202

生活陶艺

（Functional Ceramics
Design）

2 16 32 3*16 考查 B095203

漆立体创作

（Paint the
three-dimensional creation）

3 32 32 4*16 考查 B095212 新课程

综合创作

（Comprehensive
creation ）

2 32 2*16 考查 B095211
必修变选修、

学时学分变化

小计 11 112 128 0 0 0 0 0 0 6 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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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二

（特

艺方

向）

首饰艺术设计

（Jewelry Artistic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5208

纤维壁挂创作

（Fiber wall hanging ）
2 16 32 3*16 考查 B095207

首饰设计与珠宝鉴定

（Jewelry design and
jewelry appraisal）

2 16 32 3*16 考查 B095206

纤维立体造型

（Fiber Solid Modeling）
2 16 32 3*16 考查 B095209

综合创作

（Comprehensive
creation ）

2 32 2*16 考查 B095211
必修变选修、

学时学分变化

小计 11 112 128 0 0 0 0 0 0 6 5 0 0

6.专业方向课(数字媒体艺术方向）

最低要求学分：11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讲课实验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备注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

（数

字媒

体艺

术）

信息可视化交互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interaction）

3 48 3*16 考查 B095111 新课程

移动互联网传播互动设计

（Interactive design of
mobil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2 16 32 3*16 考查 B095112 新课程

声像广告设计

（Movies Advertisement） 2 32 2*16 考查 B095113 新课程

虚拟娱乐新媒体设计

（New media design for
virtual Entertainment）

2 32 2*16 考查 B095114 新课程

媒体新形态综合设计

（Integrated design of new
media forms）

2 16 32 3*16 考查 B095115 新课程

小计 11 144 64 0 0 0 0 0 0 0 7 4 0

7.专业任选课（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实验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图形设计▲
（Graphic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8104

水墨表现▲
（Chinese Ink and Wash） 2 32 2*16 考查 B096102

网页设计▲
（Web Design） 4 64 4*16 考查 B096103

品牌分析与策划▲
（Brand Analysis and
Planning）

3 32 32 4*16 考查 B096104

基础摄影▲
（The Photography
Foundation）

2 16 32 3*16 考查 B096101

壁画设计

（The Mural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6106

纤维壁挂创作

（Fiber wall hanging
creation）

2 16 32 3*16 考查 B096107

小计 19 224 160 0 0 0 2 7 4 0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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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任选课(装饰艺术设计方向）

最低要求学分：1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讲课实验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备注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版式设计▲
（Layout Design）

3 48 3*16 考查 B096208 学分变动

标志设计▲
（Logo Design）

4 64 4*16 考查 B096209 学分变动

立体成型▲
（The three-dimensional
molding process）

3 32 32 4*16 考查 B096210 新课程

公共艺术▲
（Public Art）

5 80 5*16 考查 B096211 学时学分变动

字体设计

（Typography）
3 32 32 4*16 考查 B096206

广告设计

（Advertising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6207

小计 21 288 96 0 0 0 0 6 3 4 8 0 0

7.专业任选课(数字媒体艺术方向）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讲课实验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备注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计算机辅助设计▲
（Computer aided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6108 新课程

数字图形设计（动态）▲
Digital graphic design
(dynamic)

2 32 2*16 考查 B096109 新课程

网页设计▲
（Web Design）

4 64 4*16 考查 B096110 新课程

数字推广创意思维▲
（Digital creative thinking）

3 32 32 4*16 考查 B096111 新课程

数字影像创作基础▲
（Digital image creation
foundation）

2 16 32 3*16 考查 B096112 新课程

壁画设计

（The Mural Design）
3 32 32 4*16 考查 B096106

纤维壁挂创作

（Fiber wall hanging
creation）

2 16 32 3*16 考查 B096107

小计 19 224 160 0 0 0 2 7 4 0 3 3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最低要求学分：34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Public welfare labor ）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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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写生

(Color sketch)
3 3 3 考查 B097101

水墨表现

(Chinese Ink and Wash)
1 1 1 考查 B097102

标志设计

(Logo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103

印刷常识

(Printing General Knowledge)
1 1 1 考查 B097104

艺术采风

(The art of folk songs)
3 3 3 考查 B097105

包装设计

(Package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106

书籍设计

(Book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107

书籍创新设计

(Book Innovation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108

书籍创新设计综合实验

(Books innovation comprehensive
design experiment)

2 2 2 考查 B097109

容器造型设计

(Container Modelling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110

包装创新设计

(Packaging Innovation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111

包装创新设计综合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Packaging innovation design)

2 2 2 考查 B097112

VI设计

(Visual Identity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113

VI设计综合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Visual
Identity Design)

2 2 2 考查 B097114

广告设计 II
(Advertising DesignⅡ)

1 1 1 考查 B097115

声像广告

(Movies Advertisement)
1 1 1 考查 B097116

声像广告综合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movies
advertisement)

2 2 2 考查 B097117

包装推广设计综合实验

(Packaging integrated design course
experiment)

4 4 4 考查 B097118

品牌推广设计综合实验

(Brand promotion design cours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4 4 4 考查 B097119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field work)
2 2 2 考查 B097120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graduation project)
8 16 8 考查 B097121

小计 45 53 2 3 1 1 6 8 1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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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集中性实践环节(装饰艺术设计方向）

最低要求学分：35 x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一 二 三 四 备注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Public welfare labor ）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
（2） 考查

色彩写生

（color sketch）
3 3 3 考查 B097101

装饰绘画实习

（Decorative painting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97202

装饰雕塑实习

（Decorative sculpture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97203

首饰工艺基础实习

（Jewelry process based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97204

漆工艺实验

（Paint process experiment）
2 2 2 考查 B097205

漆工艺实习

（Paint technology practice）
1 1 1 考查 B097206

纤维工艺实验

（Fiber technology experiment）
3 3 3 考查 B097207

陶瓷工艺实习

（Ceramic technology practice）
2 2 2 考查 B097208

漆画创作实习 (公共艺术方向)
（Lacquer painting creation practice
(public art direction) ）

2 2 2 考查 B097209

首饰设计与珠宝鉴定实习（特艺方向）

（Jewelry design and jewelry appraisal
practice (art direction)）

2 2 2 考查 B097210

漆立体创作实验 (公共艺术方向)
（Paint the three-dimensional creation
experiment (public art direction)）

1 1 1 考查 B097223 新课程

首饰艺术设计实验（特艺方向）

（Jewelry art design experiment (art
direction)）

1 1 1 考查 B097212

生活陶艺实验 (公共艺术方向)
（Life ceramic art experiment (public
art direction)）

1 1 1 考查 B097213

纤维立体造型实验（特艺方向）

（Fiber three-dimensional modelling
experiment (art direction)）

1 1 1 考查 B097214

现代陶艺实验 （公共艺术方向）

(Modern ceramic art experiment (public
art direction))

1 1 1 考查 B097215

纤维壁挂创作实验（特艺方向）

(Fiber wall hanging creation
experiment (art direction))

1 1 1 考查 B097216

现代陶艺实习(公共艺术方向)
(Modern ceramic art practice (public

art direction))
1 1 1 考查 B09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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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壁挂创作实习（特艺方向）

(Fiber wall hanging creation practice
(art direction))

1 1 1 考查 B097218

综合创作实习

(Comprehensive creation practice)
2 2 2 考查 B097219

综合创作实验

(Comprehensive creation experiment)
1 1 1 考查 B097220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
2 2 2 考查 B097120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Graduation design (paper), reply)
8 16 8 考查 B097121

小计 41 49 2 3 4 7 10 5 10

8.集中性实践环节（数字媒体艺术方向）

最低要求学分：34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一 二 三 四 备注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and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Public welfare labor ）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
（2） 考查

色彩写生

(Color sketch)
3 3 3 考查 B097101

数字图形设计（动态）

Digital graphic design (dynamic)
1 1 1 考查 B097122 新课程

数字媒体广告设计

Digital graphic design (dynamic)
1 1 1 考查 B097123 新课程

新媒体应用设计

(New media application design)
1 1 1 考查 B097124 新课程

艺术采风

(The art of folk songs)
3 3 3 考查 B097105

影像视觉数字艺术

（Digital image)
1 1 1 考查 B097125 新课程

VR技术与表现 VR
(technology and performance)

1 1 1 考查 B097126 新课程

声像广告

(Movies Advertisement)
1 1 1 B097116

声像广告综合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movies
advertisement)

2 2 2 B097117

移动互联网传播互动设计

(Interactive design of mobil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1 1 1 B097127 新课程

虚拟娱乐新媒体设计

(New media design for virtual
Entertainment)

1 1 1 B097128 新课程

虚拟娱乐新媒体设计综合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of new
media design for virtual Entertainment)

2 2 2 B097129 新课程

媒体新形态综合设计综合

(Comprehensive design experiment of
new media form)

4 4 4 B097130 新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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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实习

(graduation field work)
2 2 2 B097120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graduation project)
8 16 16 B097121

小计 34 42 2 3 1 1 6 4 7 18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它概要地

阐述艺术的基本原理和知识，诸如艺术的本质、艺术的特征、艺术作品的

构成、艺术的发展规律、创作规律、欣赏规律等基础知识，以及党和国家

对艺术的方针政策。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拓展艺术视野，提高理论

修养；塑造学生的科学创造精神，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以及艺术鉴赏和

批评的能力，使之成为适应新世代需求的创新型人才。本课程将力求深入

浅出，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使知识性、思想性、娱乐性相融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以先进的世

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为艺术设计各专业、摄

影专业和艺术创作者从理论上认识艺术的本

质，特性及有关规律，从宏观上把握美的特点

和规律，树立健康向上的审美理想。建议学生

可以根据各自的能力或爱好兴趣进行课外阅

读欣赏；泛读与精读结合。同时鼓励学生大量

阅读或欣赏各类艺术作品，参加各种艺术实践

活动等，视自己的能力而为之。建议该课程在

第一学期开设

设计基础

（平面、色彩）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

修课。包括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两大构成内容，让学生利用手绘及电脑作

为表达媒介，进行平面构成与色彩构成的学习。培养学生的造型创造能力、

形与色调和能力、鉴赏能力与表达能力。通过该课程掌握平面构成与色彩

构成的基本原理，认识形与色的体系，实验构成的思维方法、配色方法及

表现方法。通过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平面构成的概念、基本要素、构成方

法，掌握形式美的构成原则；还要掌握色彩构成的构成原则和色彩搭配技

巧，培养学生对色彩的欣赏能力、解读能力和自觉运用色彩进行表现的能

力，促进学生创造力的发展，逐渐实现“厚基础、宽口径”的课程战略思想。

培养基础较为扎实，善于创新，掌握实际技能的应用型设计人才。

《设计基础》的先修课程是素描与色彩，

它们为设计基础课程的开设提供了造型表现

能力和色彩表达能力。设计基础课程的开设使

学生掌握了形式美法则以及色彩的应用规律，

为各专业后续专业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建

议该课程在第一学期开设。

素描

素描是用单色来表现物体的透视、体积、三维空间的一门学科，是视

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素描的任务是解决学生的基本造型

能力，培养学生观察、分析、理解和表达造型的能力，帮助学生掌握艺术

造型的方法，需要利用人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研究自然物体的形式特

点和认识它的变化规律，表现物体中点、线、面、体及质感的构成规律及

有机关系，为今后的艺术设计活动做技术和观念上的准备，从而达到艺术

完美地表现对象，为学生在今后的设计工作及专业研究中成为基础扎实、

素质全面、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

础。

《素描》课程是以造型为基础，结合美学、

透视学、传播学、艺术学、设计学及心理学等

知识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是设计创意过程

中表达创意观念的主要手段之一。学好素描有

助于解决学生的造型能力、空间理解能力以及

通过素描来理解设计的含义等等，是视觉传达

设计专业的必修课程。此课程的开设为后续课

程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建议该课程在第一

学期开设。

色彩

本课程通过色彩静物写生、创意绘画等形式，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能

力、深入研究色彩语言和色彩规律，丰富色彩语言，培养坚实的色彩造型

能力，培养正确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手法，逐步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掌握

熟练的塑造方法和表现技巧，绘制出优秀的作品，将基础知识和技能更好

的应用于专业课学习之中。

色彩的先修课程是素描，为色彩的开设提

供了造型能力。理解色彩的深刻含义有助于解

决学生的造型能力、理解能力、色彩感觉和色

彩表现技法的提高。色彩课的学习主要为专业

课程的学习做审美和技法两个方面的准备，为

后续课程奠定了基础。建议该课程在第一学期

开设。

传统图案

《传统图案》课程通过对传统文化及图案的认识，去探寻形式或者表

面的图案结构，把传统图案放置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生活的关系中去

考察，使学生在现代设计中寻找人们对传统图案的客观性以及主观感受所

产生的综合效应，探寻传统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艺术发展。 有利于在将

来的各项设计课程及工作学习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良好的体会和把握。

《传统图案》的先修课程是素描、色彩和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等。素描、色彩解决

了造型基础和色彩应用的问题，设计基础（平

面、色彩）解决了形式美的规律及装饰变形的

问题，各门课的融会贯通为本课程的开设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建议该课程在第一学期开设

设计史

《设计史》是一门理论性、知识性较强的课程，主要介绍现代设计的

发展历程，阐述不同设计流派、不同设计风格的演变过程及代表作品，探

讨设计和生产、消费、科技以及商业之间的关系，陈述相关设计思想和设

计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本课程的设置目的是在把握现代艺术设计的历史演

变和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理论修养与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综合设计

素质，为设计实践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在

设计实践中具有明确的思维导向性，有利于形成一定的设计风格。

设计史是艺术设计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属于发生学的范畴，是艺术设计类专业

学生三大基础课程（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

础技能）内容之一。艺术设计史课程要掌握的

是艺术设计学专业最基本的理论知识，通过增

强学生对设计现象的全面认识和透彻了解，提

高其创新意识。建议该课程在第二学年第三学

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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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表达

《空间表达》主要培养学生空间立体造型和创作的能力，锻炼学生三

维空间的思维能力。通过对空间表达的形式规律的学习，利用简易可行的

材料进行实际动手制作，掌握空间表达创作的基本原理和创作技法，理解

线、面、块三大构成要素及其构成规律，掌握空间表达设计的基本技能、

形式美的基本法则。通过对空间表达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按照形式美规律

进行组织线、面、块的空间构成，并使其构成元素的色彩及材质与创意相

符合，包装结构、包装容器科学合理。培养学生空间的想象力及空间设计

能力。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是空间表达课的

先修课程。其讲述了平面、色彩构成的原理和

基本方法，为空间表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

课程是在设计基础的基础上解决立体空间的

问题，研究如何利用材料进行空间立体造型，

以及造型的美感、力学特征等问题,为学生今

后在空间艺术设计造型、包装结构设计方面打

下一定的基础。建议该课程在第一学年第一学

期开设

速写

《速写》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在第二学期开

设。这门课程要求学生们能够随时随地客观准确地把所见所设想的事物通

过速写表现出来。速写课程主要将艺术观念和设计理念经由速写形式进行

传达，利用各种技法表现出速写的艺术魅力。学习本课程主要是锻炼学生

的形体塑造能力，训练学生敏捷的思维能力。

速写主要解决艺术设计的基础技能，为专

业设计作铺垫。本课程是针对艺术设计专业学

生培养要求而开设，是以培养学生对造型、构

图、明暗、结构关系的表现和画面构想、材料

运用以及记录、表达等综合能力为目的。让学

生在接触纯艺术、提升视觉品味的同时，在一

定程度上训练自身的创造力、感知力和洞察

力，并能通过各种实践，使其观念和审美能力

逐渐渗透到以后的专业学习和实践中去。建议

该课程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设

图形设计

《图形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课程学习

图形设计的基本流程、创作思路和操作方法，重视图形设计的商业性、科

学性、艺术性特点，对各种图形设计的技巧性进行适度挖掘。同时，将基

本概念进行清晰解读，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通过大量的参考实例，生

动形象地进行教学引导，使学生掌握图形设计的一般规律和简单方法，通

过适当的引导性训练，初涉图形设计实战，培养和建立图形设计的基本意

识和观念。并从不同角度阐释图形设计应关注的知识点，提供图形设计学

习的途径和方法，以激发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了解方法的多样性，在

将来的创作中能够将所学、所见自然地转化到实践中去。

《图形设计》的先修课程是设计基础（平

面、色彩）、传统图案等，它们分别就形式美

法则及色彩运用规律、传统图形的设计创意等

进行了系统学习，为本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

础，本课程的开设解决了图形设计的方法和基

础性的技能问题，并符合时代的设计发展趋

势。建议该课程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开设

字体设计

《字体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在第三学期

开设。主要是培养学生文字造型设计与文字视觉规律设计的能力。其主要

内容是学习和研究文字的笔画结构、空间排列、文字的性格以及文字形态

的组合；并了解与之相关联的载体环境等诸多应用特性；采用多种造型手

段，设计出特定空间上满足实用需要和符合视觉审美的文字。

本课程必须在讲授过设计基础（平面、色彩）、

图形设计、传统图案等课程的基础上开课，它

们分别就形式美法则和色彩运用规律、图形语

言与创意、传统图形设计进行了学习，为《字

体设计》奠定了基础。字体设计课程为后续包

装设计、Ⅵ设计、书籍设计、广告设计等课程

的开设做好了铺垫。建议该课程在第二学年第

三学期开设。

版式设计

《版式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在第三

学期开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充分认识字体、字号、行距、段距

在版式设计中的作用；掌握版面的分割规律、视觉流程、版面空间的视觉

力场、版面空间的形式美感法则及各种应用性版式设计的形式特点；让学

生学会根据设计概念进行具有感染力的版式设计，从而使作品更具视觉美

感与张力，使既定信息突出、明确、清晰地传达给读者。

《版式设计》的先修课程有设计基础（平

面、色彩）、字体设计、图形设计以及传统图

案等，设计基础（平面、色彩）解决形式美法

则及色彩的应用问题；字体设计和图形设计分

别解决字体造型语言及图形语言的设计表达

问题；传统图案为版式设计的装饰元素的应用

打下了基础。此课程为各适用专业后续课程的

开设有很大的帮助。建议该课程在第二学年第

三学期开设。

版画

《版画》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它既具有绘画

性质又综合了工艺因素。具有自己特殊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课程的任

务是：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对版画创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把

握版画的创作规律，了解版画的制作方法和工艺流程，使学生将版画的创

意与切实可行的制作方法结合起来，并能有所创新。

《版画》的先修课程是素描、色彩、设计

基础等。素描、色彩解决了造型基础和色彩应

用的问题，设计基础解决了形式美的规律，各

门课的融会贯通为本课程的开设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本课程不仅要求学生要掌握一定的绘

画和设计版画的方法，还要了解版画的材料和

工艺流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为标志

设计、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以及书籍设计等后

续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建议该课程在第一

学年第二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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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

《油画》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了解和掌握油

画的历史以及油画的基本概念，掌握油画技法以及实践操作的基本特性，

逐步培养学生的对油画的情感与油画材料的使用方法。使学生具备坚实的

油画造型能力，培养正确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手法，使学生感受到画家绘画

流派、区别和绘画手法的种类，并很好的掌握油画材料的特性和使用方法

从而加强学生对油画的认知。

素描和色彩课程是学习油画的基础和前

提。素描课的学习主要解决学生的造型能力问

题，色彩课则解决学生对颜色的认知，油画课

的学习是素描课及色彩课的补充和提高，它主

要解决的是学生的色彩感觉和色彩表现及油

画技法的运用。理解油画的深刻含义有助于解

决学生的造型能力、理解能力，其作用主要在

于为专业课程做审美和技法的提升，油画课为

视觉传达设计其他课程的设计表现奠定了基

础。建议该课程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设。

设计思维

《设计思维》是艺术设计专业装潢方向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本课程的任

务是使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广告创意思维的理论和原则，深刻认识设计

思维的特点和规律，掌握设计思维的主要方法和相关技能，最终使学生具

有较高的设计能力。

《设计思维》先修课程是设计基础（平面、

色彩）、图形设计、传统图案、设计史、字体

设计、版式设计等，它们分别就形式美法则及

色彩运用规律、图形语言表达及创意、广告的

基础美学把握能力等进行了系统学习，为本课

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本课程的开设解决了广

告创意的思维方法和技能问题，为后续包装设

计、广告设计、书籍设计等课程的开设做好了

铺垫。建议该课程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设。

商业插画

插画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绘画形式，在现代电子媒体和互联网技术广泛

应用的今天，插画艺术拥有了更多的受众和商业用途。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应掌握现代插画的常规绘制方法和制作流程，具备一定的艺术鉴赏能

力和表现能力，运用插画这一艺术表现形式在各种设计创作中表现出鲜明

的视觉形象，深厚的艺术底蕴，以适应现代平面和交互传媒中插画艺术视

觉表现的需要。

商业插画要在开设了素描、色彩、设计基

础、图形设计等课程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素描、

色彩解决了基础造型和色彩基础知识的问题，

设计基础解决了形式美法则、色彩应用和点线

面元素的组织布局等问题，图形设计解决了从

客观再现到装饰变形、提炼概括、归纳简省、

创新思维的问题。各课程的融会贯通为插画课

程的开设做了充分准备。该课程的学习为后续

的广告设计、书籍设计以及包装设计和毕业设

计等专业课程奠定了基础。建议该课程在第二

学年第四学期开设。

标志设计

《标志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主要讲授标志

的含义、分类、功能及设计技法等，了解标志在市场上的地位及商业活动

为标志带来巨大的市场价值，从识别性、象征性、审美性来分析标志的特

征。通过标志设计的基础知识学习，和商业设计案例来展示标志设计的典

型应用，结合商业案例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讲解，锻炼学生对标志设计的感

受能力、分析能力和审美能力。提升学生的审美品位，激发学生更多的灵

感与创意，为后续课程《VI设计》打下基础。通过作业讲评的方式，使

学生对作业的薄弱环节进行分析，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在大量的练习中

掌握标志设计技巧和要领。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标志设计的

创意能力，为未来从事广告活动及研究奠定基础。

本课程是在开设过设计基础（平面、色

彩）、图形设计、商业插画、版式设计、字体

设计等课程的基础上展开的，设计基础能很好

的帮助学生利用点线面的构成法则和色彩搭

配设计标志，图形设计能够帮助学生学会字体

变形和图形变形进行标志的视觉设计，商业插

画培养学生利用背景或插画更好的营造标志

设计的空间氛围，版式设计能够使学生学会对

标志中的图形文字元素进行审美的科学的排

列组合，字体设计使学生学会运用字体变形进

行标志设计的应用。将标志设计知识与上述课

程相互结合、融会贯通，为标志设计的造型设

计、形式美表达以及色彩运用及制作奠定了基

础。为主要后续包装设计、Ⅵ设计等课程做好

了铺垫。建议该课程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开

设。

广告设计Ⅰ

《广告设计Ⅰ》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本课程着重

讲述广告设计中的公益类招贴广告的设计原理，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全

面、系统地了解设计思维的理论和原则，深刻认识设计思维的特点和规律，

掌握设计思维的主要方法和相关技能。最终使学生具备较高的广告创意能

力，并在公益招贴广告的设计中熟练运用这种思维。在此基础上，适当引

入商业广告的内容，使学生对广告设计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也为后续

《广告设计Ⅱ》的开设和学习做好铺垫。

《广告设计 1》的先修课程是设计基础（平面、

色彩）、图形设计、商业插画、版式设计、标

志设计、广告创意思维等，它们分别就形式美

法则及色彩运用规律、图形语言表达及创意能

力等进行了系统学习，为本课程的开设奠定了

基础；本课程的开设解决了广告创意的思维方

法和技能问题，为后续广告设计Ⅱ、包装设计、

书籍设计、毕业设计等的开展做好了铺垫。建

议该课程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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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常识

《印刷常识》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通过该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一定的印刷工艺知识，熟悉印刷材料纸张、印

刷方式，电脑印前处理常识、印刷流程、印刷机械、印后工艺等，使今后

设计工作与现实的结合度达到最佳状态，能够设计出既符合工艺又别出心

裁的设计作品。

《印刷常识》的先修课有设计基础（平面、

色彩）、图案设计、标志设计、版式设计、广

告设计Ⅰ等，它们的开设为该课程提供了学习

基础。本课程为前期课程的更好呈现提供了必

要的技术工艺支持，又为后续课程的开设奠定

了印刷技术基础，对今后的设计工作有着十分

重要的实用价值。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一定的印

刷工艺知识，熟悉印刷材料纸张、印刷方式，

电脑印前处理常识、印刷流程、印刷机械、印

后工艺等，为今后设计工作与现实的结合度达

到最佳状态，能够设计出既符合工艺又别出心

裁的设计作品。建议该课程在第三学年第五学

期开设。

纸盒结构

《纸盒结构》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系统的讲述

了包装纸盒结构基础知识、包装纸盒的特点、纸盒结构设计基本方法、造

型规律、工艺流程及展现形式。本课程以各种纸质材料为基本材料，从纸

盒包装结构设计出发，探讨纸盒结构设计的基本规律、纸盒结构形态设计

的方式与方法以及运用纸盒结构的设计表达包装物品的特色和包装的美

感。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空间表达、图

形设计是《纸盒结构》课程的先修课程。设计

基础（平面、色彩）对形式美法则及色彩知识

的培养及训练，空间表达对三维造型思维能力

的提高，以及图形设计对图形语言的把握，都

为《纸盒结构》课程的开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该课程为后续的包装设计课程奠定了基础。建

议该课程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开设。

包装设计

《包装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学习内容包括

包装设计的基本流程、创作思路和操作方法，重视包装设计的商业性、科

学性、艺术性特点，对各种包装设计的技巧性进行适度挖掘。同时，将基

本概念进行清晰解读，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通过大量的参考实例，生

动形象地进行教学引导，使学生掌握包装设计的一般规律和简单方法，通

过适当的引导性训练，初涉包装设计实战，培养和建立包装设计的基本意

识和观念。并从包装造型、材料、平面附着等不同角度阐释包装设计应关

注的知识点，提供包装设计学习的途径和方法，以激发学生思维的广角性，

了解方法的多样性，在将来的创作中能够将所学、所见自然地转化到实践

中。

《包装设计》的先修课程是设计基础、图

形设计、商业插画、版式设计、标志设计、纸

盒结构等，它们分别就形式美法则及色彩运用

规律、图形语言表达及创意、插画的创意与表

现，品牌原理，纸盒成型方法等进行了系统学

习，为本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本课程的开

设解决了包装设计的方法和基础性的技能问

题，并符合时代的设计发展趋势。建议该课程

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开设。

书籍设计

《书籍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系统阐述了书

籍设计理论方面的知识，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书籍设计的构成要素、设

计构思、设计程序及表现方法，能独立展开设计工作，并制作成品；同时

充分了解设计作品的创新形式，将书籍设计与中国传统造型元素相结合，

力争使书籍设计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课程中选取大量关于书

籍设计的优秀图例和创意较新颖的图例，给以学生更大的启发。通过设计

练习使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书籍设计原理，将课堂理论学习应用到实际的

设计制作中，其设计作品具备设计内容与形式统一、设计题材与风格契合、

设计构思与表达合理等特点，使学生在系统综合的训练过程中不断提高构

思、创新、实践等综合能力。

《书籍设计》的先修课程是设计基础（平

面、色彩）、图形设计、商业插画、版式设计、

字体设计、印刷常识等，它们分别就形式美法

则及色彩运用规律、图形语言及设计，装饰基

础以及印刷材料及工艺等进行了学习和培养，

为书籍装帧设计奠定了基础。书籍设计课程也

为后续课程 VI设计、包装设计、广告设计、

毕业设计等做好了铺垫。建议该课程在第三学

年第五学期开设。

UI设计

《UI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基于前期网页

设计课程的学习，本课程进行了进一步的提升，包含三部分需要学习的内

容，分别是：用户研究、交互设计、界面设计。将 UI设计的基本概念进

行清晰解读，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通过大量的参考实例，生动形象地

进行教学引导，使学生掌握 UI设计的一般规律和简单方法，通过适当的

引导性训练，初涉 UI设计实战，培养和建立 UI设计的基本意识和观念。

并从用户研究、交互设计、界面设计等不同角度认知 UI设计应关注的知

识点，提供 UI设计学习的途径和方法，使学生能熟悉 UI设计的流程和设

计方法，并能使用制作有创意的，充满视觉冲击力的 UI设计作品。

《UI设计》的先修课程是设计基础（平

面、色彩）、图形设计、标志设计、版式设计、

网页设计等，它们分别就形式美法则及色彩运

用规律、图形语言表达及创意、标志设计中图

标的创意与设计能力等进行了系统学习，为本

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本课程的开设解决了

UI设计的方法和技能问题，并符合时代的设

计发展趋势，使学生掌握新媒体界面的视觉设

计。建议该课程在第四学年第七学期开设。

包装设计管理

《包装设计管理》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课程旨在

让学生了解并掌握影响创造与创新的要素，学会利用计划、规划、设想、

问题解决的方法，通过视觉的方式传达出来产品与生产、设计间之相关性，

并通过科学的管理程序并对设计提供支援系统，企业创新者与设计师所从

事工作之性质，以及与设计相关的各种法律保护。具体来讲，如设计咨询、

设计计划、设计组织、设计监督、设计稽核、设计控制等提供包装设计学

习的途径和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以激发学生思维的广角性，了解方法

的多样性，在将来的创作中能够将所学、所见自然地转化到实践中。

建议该课程在第四学年第七学期开设。建

议该课程在第三学年第六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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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造型设计

《容器造型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主要以纸、

玻璃、陶瓷、塑料等材料为主，根据产品的使用要求利用各种加工工艺在

空间中创造立体的造型形态，通过造型与功能的完美结合，建立包装容器

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容器造型课程系统地介绍了容器造型的基本理论

知识和相关实践创作要点。对容器造型的概念、分类、设计方法和原则等

做了详细的阐述，此外对影响包装容器造型设计的诸多因素进行了考查，

拓宽了容器造型的理论广度和应用范围。

《容器造型设计》的的先修课程是设计基

础（平面、色彩）、空间表达、纸盒结构等，

它们分别就形式美法则、色彩运用规律、空间

的塑造与表达、纸盒成型方法等进行了系统学

习，为本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本课程的开

设解决了包装设计基础性技能问题，符合时代

的设计发展趋势。建议该课程在第三学年第六

学期开设。

书籍创新设计

《书籍创新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本课程从

设计理论与设计实践两方面对书籍设计的基本过程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

究，使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现代书籍设计的新形态、新材料、新

结构，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从形式到观念都将超越传统的书籍形态和阅

读方式，培养学生书籍设计新的思维模式，发挥学生的实验性与创造性，

探索书籍设计与表现方式的多种可能性，掌握书籍设计和艺术观念表达的

方法和技巧，创造出具有探索性、创新性与突破性的书籍艺术作品。

《书籍创新设计》的先修课程是设计基

础、图形设计 、商业插画、版式设计、字体

设计、印刷常识、书籍设计等，它们分别就形

式美法则及色彩运用规律、图形语言表达及创

意、插画的创意与表现，印刷原理，书籍制作

方法等课程知识进行了系统学习，为本课程的

开设奠定了基础，本课程的开设意在探索书籍

设计与表现方式的多种可能性，并创造出具有

探索性、创新性与突破性的书籍艺术作品。建

议该课程在第三学年第六学期开设。

包装创新设计

《包装创新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本课程从

设计理论与设计实践两方面对包装设计的基本过程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

究，以现代包装设计的视点，结合国际包装设计新的发展特点，使学生具

备一定的独立研发和设计创新能力，并引入包装概念设计观念，以加深学

生对包装设计的深入思考，创造出极具实验意义的设计作品。

《包装创新设计》的先修课程是设计基

础、图形设计 、商业插画、版式设计、标志

设计、纸盒结构、包装设计等，它们分别就形

式美法则及色彩运用规律、图形语言表达及创

意、插画的创意与表现，品牌原理，纸盒成型

方法以及包装设计的基本知识等进行了系统

学习，为本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本课程的

开设解决了包装设计的深入探究和实验问题，

并符合时代的设计发展趋势，此课程的开设为

毕业设计奠定了基础。建议该课程在第四学年

第七学期开设。

包装推广设计

《包装推广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程。是以某

个具体的案例为中心，开发其整体的包装推广过程中所涉及的市场营销、

创意设计以及宣传媒介等各领域的具体应用设计，是进行整体包装推广设

计的实战型课程。此课程也是对以往视觉传达设计方向所学课程的回顾和

总结，并对欠缺环节进行查缺补漏。在开设过程中要求结合所选方向对自

我形象进行推广设计，并对毕业设计选题进行一个预先的设想和介入，并

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演练。

包装推广设计的先修课程是标志设计、包

装设计、广告设计Ⅰ、书籍设计、广告设计Ⅱ、

包装创新设计、书籍创新设计和 VI设计等，

对视觉传达设计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系统

学习，为本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本课程的

开设将视觉传达设计的各课程进行了梳理和

联系，丰富了视觉传达设计的表现形式。建议

该课程在第四学年第七学期开设。

品牌设计管理

《品牌设计管理》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是将企业

的各种设计活动合理组织，以创造出协调统一的品牌形象，形成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另外，设计管理以研究设计与管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

负责有效地使用设计师，实现设计的最大价值。通过课程的学习，帮助学

生建立设计管理概念，培养设计管理的能力，更好的进行设计实践与创新。

《品牌设计管理》的先修课有设计基础（平

面、色彩）、图形设计、字体设计、版式设计、

广告设计Ⅰ等，它们的开设为该专业方向提供

了各个设计环节的关联，本课程从品牌战略的

层面讲授品牌运作过程中各环节的关联之处。

设计管理以研究设计与管理之间的相互关系

为出发点，负责有效地使用设计师，实现设计

的最大价值。通过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建立

设计管理概念，培养设计管理的能力，更好的

进行设计实践与创新。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

设计流程，宏观地规划自己的设计发展道路。

建议该课程在第三学年第六学期开设。

广告设计Ⅱ

《广告设计Ⅱ》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课程旨在通

过广告策划与广告设计的理论教学与实践练习，让学生了解广告特别是平

面广告产生的全部过程，掌握平面广告设计的基本理论与设计能力。课程

开设于《广告设计Ⅰ》之后，是对广告设计相关知识更全面的学习，主要

集中于商业广告的学习和研究上。通过大量的参考实例，生动形象地进行

教学引导，使学生掌握商业类广告设计的一般规律和简单方法，通过适当

的引导性训练，引入商业广告设计实战，培养和建立商业广告设计的基本

意识和观念。

《广告设计Ⅱ》课程之前的先修课程是设

计基础（平面、色彩）、图形设计、商业插画、

版式设计、广告创意思维、广告设计Ⅰ等，它

们为商业广告设计奠定了形式语言、图形语言

及字体语言的表达基础，提供了广告创意思

维、广告文案写作以及广告策划的方法， 为

后续课程以及毕业设计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议该课程在第三学年第六学期开设。

1102



VI设计

《VI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通过课堂讲授、

参观考察与设计实践，使学生正确理解企业形象的概念及发展进程，全面

了解企业形象设计的内容和原则， 领会 CIS中MI、BI、VI的作用和相

互关系、着重掌握 VI系统的策划顺序、设计方法；通过典型作业训练和

辅导，培养学生用简练的形象表达丰富寓意的图形处理能力；根据企业经

营理念与发展需要，对企业内外的视觉形象进行系统化设计，制定相应的

制度化管理规范以及合作完成企业形象策划、设计手册。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设计基础（平面、色

彩）、图形设计、版式设计、字体设计、标志

设计等。它们分别就形式美法则和色彩运用规

律、图形语言与创意、版式设计的规律和网格

系统的应用，以及字体的编排和字体的设计及

应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为《VI设计》奠定

了基础。标志设计界解决了 VI设计中的重要

的一部分——企业标志设计，VI设计是对上

述课程所学技能基础上的整合运用和融会贯

通的过程。该课程的学习为后续品牌设计管

理、品牌分析与策划及毕业设计课程的开设奠

定了基础。建议该课程在第三学年第六学期开

设。

声像广告设计

《声像广告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是创意制

作各类宣传、产品推广视频的课程，在现代电子媒体、移动互联网技术流

媒体和交互媒体设计广泛应用的今天，声像广告有着巨大的市场和商业用

途。

《声像广告设计》的先修课程是商业插

画、基础摄影、广告创意思维、广告设计、品

牌分析与策划等，教授学生流行文化、广告推

广知识、图像设计表达等知识和拍摄影片的前

期准备方面的知识，这些前期课程为本课程打

好了基础，同时也为毕业设计奠定了基础。建

议该课程在第四学年第七学期开设。

品牌推广设计

《品牌推广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是以某个

具体的案例为中心，开发其整体的品牌推广过程中所涉及的市场营销、创

意设计以及宣传媒介等各领域的具体应用设计，是进行整体品牌推广设计

的实战型课程。此课程也是对以往视觉传达设计方向所学课程的回顾和总

结，并对欠缺环节进行查缺补漏。结合设计课题对毕业设计选题进行一个

预先的设想，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演练，为后续的毕业设计开展奠定基

础。

《品牌推广设计》的先修课程是标志设

计、包装设计、广告设计Ⅰ、书籍设计、广告

设计Ⅱ、包装创新设计、书籍创新设计和 VI
设计等，分别对视觉传达设计的各种表现形式

进行了系统学习，为本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

础。本课程的开设将视觉传达设计的各个课程

进行了梳理和联系，丰富了视觉传达设计的表

现形式。建议该课程在第四学年第七学期开

设。

基础摄影

《基础摄影》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通过对该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熟练使用相机与摄影拍摄创作，使学生掌握摄影的基本形

式美感、法则及规律，以提高学生的摄影艺术修养。通过教学让学生完成

基础摄影的拍摄创作，为以后专业课的学习奠定良好的专业基础。本课程

主要的授课内容有：摄影概述、常用摄影器材、摄影原理与技术、摄影用

光、摄影构图、摄影艺术与创作等。

《基础摄影》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选修

课程。先修课程有素描、色彩、设计基础、艺

术概论等，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摄

影的造型能力和色彩搭配的能力有所提升，更

有助于表达自己的拍摄创意。通过对摄影基础

的学习为以后专业课的学习奠定了良好专业

基础。本课程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授课方

式进行教学。建议该课程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

开设。

水墨表现

《水墨表现》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水墨画是绘画

的一种形式，更多时候，水墨画被视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代表。中国画的定

义即是用毛笔、墨液、颜料等在宣纸、宣绢上创作的绘画，是东方艺术的

主要形式。它从描绘形式上分写意、工笔等，从描绘对象上分山水，人物，

花鸟等。依照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趋向及因此而产生的艺术手法而创作。

《水墨表现》属于视觉传达专业的基础

课程。在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教学计划中，水

墨表现独特的艺术特性是体现其绘画性的媒

介和方式，同时也为视觉传达艺术设计专业提

供了传统中国绘画艺术的装饰意味与形式美

感。《水墨表现》课程的目的主要在于为专业

课程做审美和技法两个方面的准备。建议该课

程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开设。

网页设计

《网页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由于网页制作

所涉及的相关软件应用和计算机编程技术十分广泛，结合视觉传达专业需

求，本课程以讲解网页设计中的基本审美规律和设计原则和模块布局、版

式设计、界面图形设计以视觉效果整合与美化为重点，辅以简要的网页制

作常用软件和使用方法介绍。在熟悉网页制作流程的基础上，具备利用网

页制作软件搭建简单动态网站的能力。对大中型网站制作涉及到的动态程

序编写等较复杂技术手段仅作简单介绍。

《网页设计》的先修课程是设计基础（平

面、色彩）、图形设计、版式设计、字体设计

等，分别就形式美法则及色彩运用规律、图形

语言表达及创意、平面排版的规律和技巧、字

形的编排与字体的应用等知识进行了系统学

习，为本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本课程的开

设解决了网页设计的步骤和方法等基础性的

技能问题，并符合时代的设计发展趋势。建议

该课程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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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分析与策

划

《品牌分析与策划》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本课程

从品牌的概念及相关知识入手，通过对品牌的识别、塑造以及品牌管理体

系的认识学习，使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现代品牌分析与策划设计

的基本知识、品牌分析与策划原理、形式特点和规律，。强化学生的创新

意识，确立正确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紧密联系实践，结合典型案例的

分析，掌握品牌塑造的方法，能够进行品牌分析与策划的活动。

《品牌分析与策划》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应

用课程，学习本课程应先修过设计基础（平面、

色彩）、图形设计、商业插画、版式设计、标

志设计、广告创意思维等专业课程。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不断总结知识、融会贯通、提高自身

的综合素质，为视觉传达设计等专业的后续课

程服务。本课程的开设解决了品牌分析与品牌

策划的技能问题，并符合时代的设计发展趋

势。建议该课程在第三学年第六学期开设。

装饰基础

《装饰绘画》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所谓“装饰绘

画”是一个造型艺术的类型，是与写实绘画相对应的。学生在进入学校之

前接触的专业训练都是写实的绘画训练，在大学专业学习中设计课程更多

的需要一种归纳、概括、创作的艺术能力。装饰绘画课程是将学生从写实

训练引领到创作训练的一门重要的过渡课程。课程的基本内容是装饰法则

基础的学习和装饰绘画创作的研究。装饰绘画中蕴含着造型艺术几乎所有

的形式美规律，在继承传统图案艺术，借鉴世界各民族图案艺术的基础上，

学习装饰艺术的变形、组织、构图、色彩、工艺以及表达方法。把握装饰

的创作规律，不断创造新的装饰艺术形式，为学生今后的设计道路积累丰

厚的艺术内涵，为设计创作开拓崭新的道路。

《装饰基础》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

专业任选课。该课程是建立在素描、速写、色

彩等先修课程学习的基础上，是由写实训练到

设计创作过程中的一门过渡课程。该课程的学

习为以后进行的《包装设计》、《包装创新设

计》、《书籍设计》、《书籍创新设计》等专

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议该课程

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设。

壁画设计

《壁画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壁画是指绘制

在壁面上的画，属于公共艺术的范畴。该课程通过对壁画的概念、壁画的

设计方法、壁画的制作工艺的学习，掌握壁画的创作规律。壁画创作与它

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所以对壁画环境和壁画创作本身的关系的把握，也

是本课程的重点。 要求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壁画的设计、制作

方法和工艺流程。

《壁画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

专业任选课程。该课程是建立在素描、速写、

色彩、装饰基础、国画、油画、版画等先修课

程学习的基础上，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公共艺术

课程。该课程的学习为后续包装设计、书籍设

计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

议该课程在第四学年第七学期开设。

纤维壁挂创作

《纤维壁挂创作》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本课程的

教学采用理论授课与技能训练相结合的方法，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纤

维艺术发展简史；纤维艺术的自由组合编织技法；纤维壁挂的设计与制作；

纤维艺术作品的商业应用；纤维壁挂优秀作品赏析。教学中既注重课堂示

范和辅导，通过学生的探究与实践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创造能力。

《纤维壁挂创作》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的一门专业任选课。课程设置的目的是通过讲

授纤维艺术的历史及发展，结合案例分析、教

师示范、实际操作使学生对纤维艺术有一个全

方位的了解，并能掌握纤维壁挂创作的常见技

法并进行创作实践。该课程是建立在设计基

础、装饰绘画基础之上的，在整个专业教学链

中是专业方向课程中的重要课程。建议该课程

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设。

艺术采风

经对考察地点历史文化名城自然条件与人文特征、历史发展与文化传

承、建筑与规划、景观与人文等相关内容的的考察与调研，围绕各地经济

文化与地域特色、风土人情与历史演变、文化积淀与城市环境、自然景观

与人文环境等相关知识内容展开。完成调研的三个重点：

（1）历史文化环境（包括传统图案、壁画、建筑、雕塑、风土人情等）

以及与自然环境（地理、色彩等特征）的体验与记录。

（2）地域文化与历史文脉以及地理环境有机结合的调查体会；

（3）传统文化对现代艺术设计产生影响的认识与感想。

通过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古迹、风

土人情或风景名胜进行艺术采风，收集相关传

统文化艺术、风土人情及风景名胜资料，目的

在于拓展学科视野、开阔眼界、提高自己的鉴

赏能力和设计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设计做好

资料准备工作。并且掌握多角度学习与分析实

例的能力，综合学习有代表性的人文环境与自

然景观等多方面的知识内容，并作出细致分析

与归纳整理。同时，加强并进一步实践科学的

调研方法，具备从事视觉传达设计资料收集、

归纳及分析的工作能力。建议该课程在第三学

年第五学期开设。

色彩写生

《色彩写生》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集中性实践环节课程，也是

学习艺术设计的基础。理解色彩的规律有助于解决学生的色彩感觉和表现

技法，色彩写生是室内静物写生课程之后的课程，其作用主要在于为专业

课程的学习做好理论和技法两个方面的准备，训练学生掌握色彩的色调、

色彩造型基本要素、构成方法等综合能力，使学生在设计和艺术创作中灵

活运用自然界的色彩

《色彩写生》的先修课程为素描、色彩、

速写，为色彩写生打好绘画基础，同时为后续

设计课程的开设奠定造型基础。建议该课程在

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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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装饰艺术设计方向）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它概要地

阐述艺术的基本原理和知识，诸如艺术的本质、艺术的特征、艺术作品的

构成、艺术的发展规律、创作规律、欣赏规律等基础知识，以及党和国家

对艺术的方针政策。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拓展艺术视野，提高理论

修养；塑造学生的科学创造精神，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以及艺术鉴赏和

批评的能力，使之成为适应新世代需求的创新型人才。本课程将力求深入

浅出，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使知识性、思想性、娱乐性相融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以先进的世

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为艺术设计各专业、摄

影专业和艺术创作者从理论上认识艺术的本

质，特性及有关规律，从宏观上把握美的特点

和规律，树立健康向上的审美理想。建议学生

可以根据各自的能力或爱好兴趣进行课外阅

读欣赏；泛读与精读结合。同时鼓励学生大量

阅读或欣赏各类艺术作品，参加各种艺术实践

活动等，视自己的能力而为之。建议该课程在

第一学期开设

设计基础

（平面、色彩）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

修课。包括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两大构成内容，让学生利用手绘及电脑作

为表达媒介，进行平面构成与色彩构成的学习。培养学生的造型创造能力、

形与色调和能力、鉴赏能力与表达能力。通过该课程掌握平面构成与色彩

构成的基本原理，认识形与色的体系，实验构成的思维方法、配色方法及

表现方法。通过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平面构成的概念、基本要素、构成方

法，掌握形式美的构成原则；还要掌握色彩构成的构成原则和色彩搭配技

巧，培养学生对色彩的欣赏能力、解读能力和自觉运用色彩进行表现的能

力，促进学生创造力的发展，逐渐实现“厚基础、宽口径”的课程战略思想。

培养基础较为扎实，善于创新，掌握实际技能的应用型设计人才。

《设计基础》的先修课程是素描与色彩，

它们为设计基础课程的开设提供了造型表现

能力和色彩表达能力。设计基础课程的开设使

学生掌握了形式美法则以及色彩的应用规律，

为各专业后续专业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建

议该课程在第一学期开设。

素描

素描是用单色来表现物体的透视、体积、三维空间的一门学科，是视

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素描的任务是解决学生的基本造型

能力，培养学生观察、分析、理解和表达造型的能力，帮助学生掌握艺术

造型的方法，需要利用人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研究自然物体的形式特

点和认识它的变化规律，表现物体中点、线、面、体及质感的构成规律及

有机关系，为今后的艺术设计活动做技术和观念上的准备，从而达到艺术

完美地表现对象，为学生在今后的设计工作及专业研究中成为基础扎实、

素质全面、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

础。

《素描》课程是以造型为基础，结合美学、

透视学、传播学、艺术学、设计学及心理学等

知识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是设计创意过程

中表达创意观念的主要手段之一。学好素描有

助于解决学生的造型能力、空间理解能力以及

通过素描来理解设计的含义等等，是视觉传达

设计专业的必修课程。此课程的开设为后续课

程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建议该课程在第一

学期开设。

色彩

本课程通过色彩静物写生、创意绘画等形式，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能

力、深入研究色彩语言和色彩规律，丰富色彩语言，培养坚实的色彩造型

能力，培养正确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手法，逐步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掌握

熟练的塑造方法和表现技巧，绘制出优秀的作品，将基础知识和技能更好

的应用于专业课学习之中。

色彩的先修课程是素描，为色彩的开设提

供了造型能力。理解色彩的深刻含义有助于解

决学生的造型能力、理解能力、色彩感觉和色

彩表现技法的提高。色彩课的学习主要为专业

课程的学习做审美和技法两个方面的准备，为

后续课程奠定了基础。建议该课程在第一学期

开设。

传统图案

《传统图案》课程通过对传统文化及图案的认识，去探寻形式或者表

面的图案结构，把传统图案放置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生活的关系中去

考察，使学生在现代设计中寻找人们对传统图案的客观性以及主观感受所

产生的综合效应，探寻传统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艺术发展。 有利于在将

来的各项设计课程及工作学习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良好的体会和把握。

《传统图案》的先修课程是素描、色彩和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等。素描、色彩解决

了造型基础和色彩应用的问题，设计基础（平

面、色彩）解决了形式美的规律及装饰变形的

问题，各门课的融会贯通为本课程的开设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建议该课程在第一学期开设

设计史

《设计史》是一门理论性、知识性较强的课程，主要介绍现代设计的

发展历程，阐述不同设计流派、不同设计风格的演变过程及代表作品，探

讨设计和生产、消费、科技以及商业之间的关系，陈述相关设计思想和设

计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本课程的设置目的是在把握现代艺术设计的历史演

变和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理论修养与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综合设计

素质，为设计实践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在

设计实践中具有明确的思维导向性，有利于形成一定的设计风格。

设计史是艺术设计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属于发生学的范畴，是艺术设计类专业

学生三大基础课程（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

础技能）内容之一。艺术设计史课程要掌握的

是艺术设计学专业最基本的理论知识，通过增

强学生对设计现象的全面认识和透彻了解，提

高其创新意识。建议该课程在第二学年第三学

开设。

空间表达

《空间表达》主要培养学生空间立体造型和创作的能力，锻炼学生三

维空间的思维能力。通过对空间表达的形式规律的学习，利用简易可行的

材料进行实际动手制作，掌握空间表达创作的基本原理和创作技法，理解

线、面、块三大构成要素及其构成规律，掌握空间表达设计的基本技能、

形式美的基本法则。通过对空间表达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按照形式美规律

进行组织线、面、块的空间构成，并使其构成元素的色彩及材质与创意相

符合，包装结构、包装容器科学合理。培养学生空间的想象力及空间设计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是空间表达课的

先修课程。其讲述了平面、色彩构成的原理和

基本方法，为空间表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

课程是在设计基础的基础上解决立体空间的

问题，研究如何利用材料进行空间立体造型，

以及造型的美感、力学特征等问题,为学生今

后在空间艺术设计造型、包装结构设计方面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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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下一定的基础。建议该课程在第一学年第一学

期开设

速写

《速写》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在第二学期开

设。这门课程要求学生们能够随时随地客观准确地把所见所设想的事物通

过速写表现出来。速写课程主要将艺术观念和设计理念经由速写形式进行

传达，利用各种技法表现出速写的艺术魅力。学习本课程主要是锻炼学生

的形体塑造能力，训练学生敏捷的思维能力。

速写主要解决艺术设计的基础技能，为专

业设计作铺垫。本课程是针对艺术设计专业学

生培养要求而开设，是以培养学生对造型、构

图、明暗、结构关系的表现和画面构想、材料

运用以及记录、表达等综合能力为目的。让学

生在接触纯艺术、提升视觉品味的同时，在一

定程度上训练自身的创造力、感知力和洞察

力，并能通过各种实践，使其观念和审美能力

逐渐渗透到以后的专业学习和实践中去。建议

该课程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设

图形设计

《图形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课程学习

图形设计的基本流程、创作思路和操作方法，重视图形设计的商业性、科

学性、艺术性特点，对各种图形设计的技巧性进行适度挖掘。同时，将基

本概念进行清晰解读，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通过大量的参考实例，生

动形象地进行教学引导，使学生掌握图形设计的一般规律和简单方法，通

过适当的引导性训练，初涉图形设计实战，培养和建立图形设计的基本意

识和观念。并从不同角度阐释图形设计应关注的知识点，提供图形设计学

习的途径和方法，以激发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了解方法的多样性，在

将来的创作中能够将所学、所见自然地转化到实践中去。

《图形设计》的先修课程是设计基础（平

面、色彩）、传统图案等，它们分别就形式美

法则及色彩运用规律、传统图形的设计创意等

进行了系统学习，为本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

础，本课程的开设解决了图形设计的方法和基

础性的技能问题，并符合时代的设计发展趋

势。建议该课程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开设

字体设计

《字体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在第三学期

开设。主要是培养学生文字造型设计与文字视觉规律设计的能力。其主要

内容是学习和研究文字的笔画结构、空间排列、文字的性格以及文字形态

的组合；并了解与之相关联的载体环境等诸多应用特性；采用多种造型手

段，设计出特定空间上满足实用需要和符合视觉审美的文字。

本课程必须在讲授过设计基础（平面、色彩）、

图形设计、传统图案等课程的基础上开课，它

们分别就形式美法则和色彩运用规律、图形语

言与创意、传统图形设计进行了学习，为《字

体设计》奠定了基础。字体设计课程为后续包

装设计、Ⅵ设计、书籍设计、广告设计等课程

的开设做好了铺垫。建议该课程在第二学年第

三学期开设。

版式设计

《版式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在第三

学期开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充分认识字体、字号、行距、段距

在版式设计中的作用；掌握版面的分割规律、视觉流程、版面空间的视觉

力场、版面空间的形式美感法则及各种应用性版式设计的形式特点；让学

生学会根据设计概念进行具有感染力的版式设计，从而使作品更具视觉美

感与张力，使既定信息突出、明确、清晰地传达给读者。

《版式设计》的先修课程有设计基础（平

面、色彩）、字体设计、图形设计以及传统图

案等，设计基础（平面、色彩）解决形式美法

则及色彩的应用问题；字体设计和图形设计分

别解决字体造型语言及图形语言的设计表达

问题；传统图案为版式设计的装饰元素的应用

打下了基础。此课程为各适用专业后续课程的

开设有很大的帮助。建议该课程在第二学年第

三学期开设。

版画

《版画》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它既具有绘画

性质又综合了工艺因素。具有自己特殊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课程的任

务是：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对版画创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把

握版画的创作规律，了解版画的制作方法和工艺流程，使学生将版画的创

意与切实可行的制作方法结合起来，并能有所创新。

《版画》的先修课程是素描、色彩、设计

基础等。素描、色彩解决了造型基础和色彩应

用的问题，设计基础解决了形式美的规律，各

门课的融会贯通为本课程的开设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本课程不仅要求学生要掌握一定的绘

画和设计版画的方法，还要了解版画的材料和

工艺流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为标志

设计、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以及书籍设计等后

续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建议该课程在第一

学年第二学期开设。

油画

《油画》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了解和掌握油

画的历史以及油画的基本概念，掌握油画技法以及实践操作的基本特性，

逐步培养学生的对油画的情感与油画材料的使用方法。使学生具备坚实的

油画造型能力，培养正确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手法，使学生感受到画家绘画

流派、区别和绘画手法的种类，并很好的掌握油画材料的特性和使用方法

从而加强学生对油画的认知。

素描和色彩课程是学习油画的基础和前

提。素描课的学习主要解决学生的造型能力问

题，色彩课则解决学生对颜色的认知，油画课

的学习是素描课及色彩课的补充和提高，它主

要解决的是学生的色彩感觉和色彩表现及油

画技法的运用。理解油画的深刻含义有助于解

决学生的造型能力、理解能力，其作用主要在

于为专业课程做审美和技法的提升，油画课为

视觉传达设计其他课程的设计表现奠定了基

础。建议该课程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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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思维

《设计思维》是艺术设计专业装潢方向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本课程的任

务是使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广告创意思维的理论和原则，深刻认识设计

思维的特点和规律，掌握设计思维的主要方法和相关技能，最终使学生具

有较高的设计能力。

《设计思维》先修课程是设计基础（平面、

色彩）、图形设计、传统图案、设计史、字体

设计、版式设计等，它们分别就形式美法则及

色彩运用规律、图形语言表达及创意、广告的

基础美学把握能力等进行了系统学习，为本课

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本课程的开设解决了广

告创意的思维方法和技能问题，为后续包装设

计、广告设计、书籍设计等课程的开设做好了

铺垫。建议该课程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设。

国画

《国画》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

课，它既具有绘画性质又综合了设计、材质运用等因素，具有一定的装饰

审美特征。课程的任务是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对传统工笔国画

和当代重彩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把握重彩画的创作规律，了解传统工笔

画、重彩画的绘制方法和当代重彩画的绘制方法和创作方法，使学生的创

意与切实可行的绘制方法结合起来，并能有所创新。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国画概述；材料；国画、重彩画的历史发展；重

彩画的材料及运用；当代重彩画的创作方法；重彩画作品赏析。本课程的

教学采用理论授课与技法训练相结合的方法。在学生充分理解理论知识的

前提下，重点学习重彩画的绘制技法。教学中既注重课堂示范和辅导，又

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创造能力。

《国画》的先修课程是素描、色彩、构成

基础、传统图案 、装饰基础、综合材料等。

素描、色彩解决了造型基础和色彩应用的问

题，构成基础和装饰基础解决了形式美的规律

及装饰变形的问题，综合材料解决了绘画的材

质问题，各门课的融会贯通为本课程的开设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本课程不仅要求学生要掌握

一定的绘画和设计的方法，还要了解重彩画的

材料和工艺流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

为综合创作、壁画设计、装饰画工艺、毕业设

计等后续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该课程建议

设置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

工艺美术史

《工艺美术史》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选修

课，旨在培养学生的设计理论素养、设计思维能力与设计文化意识。使学

生能够了解和掌握中外不同历史时期工艺美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掌握工

艺美术设计思想与风格特征；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对工艺美术作品进行较好

地鉴赏与评价；能够运用中外优秀的工艺文化成果进行现代设计的创意与

创新；具备对工艺美术行业进行调研和策划的能力，能够了解当代工艺美

术企业发展的现状，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工艺美术史》是装饰艺术专业课程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帮助学生掌握的是工

艺美术大概的发展轨迹和基本的理论知识，通

过增强学生对工艺美术现象的全面认识和透

彻了解，提高其创新意识。本课程为装饰艺术

设计专业核心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其学习提供

基础与理论支撑。该课程建议设置在第三学年

第五学期。

装饰雕塑

《装饰雕塑》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任选

课，主要培养学生三维立体创作的能力，锻炼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提高

动手能力。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装饰雕塑创作的基本技法，了解装饰雕塑

的形式，熟悉装饰雕塑创作的形式规律和方法，培养学生空间立体造型和

创作的能力。熟悉不同材料的性能和特点，根据不同的主题要求创作装饰

雕塑。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综合材料、色

彩、素描、传统图案等都是装饰雕塑课的先修

课程，是解决造型原理和艺术设计基本方法必

修课程，锻炼了立体思维，为装饰雕塑打下了

良好的空间设计基础。装饰雕塑解决的是如何

利用材料进行空间立体造型问题，是首饰设

计、生活陶艺、现代陶艺、陶瓷工艺等课程的

专业基础课程之一。该课程建议设置在第二学

年第三学期。

漆工艺

《漆工艺》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核心课，本

轮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注重漆工艺的讲授与训练，为专业核心必修课。课

程的任务是使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了解中国漆艺的的历史，熟练的

掌握大漆的工艺流程，并能自如的运用大漆进行艺术创作。本课程的主要

内容包括：漆艺概论；中国漆艺简史；漆艺材料；漆艺工具和设备；漆艺

髹饰技法；漆艺作品赏析。本课程的教学采用理论授课与技能训练相结合

的方法。在学生充分理解理论知识的前提下，重点学习各种漆艺技法。教

学中既注重课堂示范和辅导，又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创造能力。

《漆工艺》是通过讲授漆艺的历史及发展，结

合教师示范、实际操作使学生对漆艺有一个全

方位的了解，并能基本掌握漆艺的工艺技法，

为学生今后的设计及创作提供较多的材料工

艺选择。该课程是建立在传统装饰语义表达、

现代装饰语义表达、综合材料等基础课的基础

之上的，在整个专业教学链由专业基础进入专

业创作过程中的重要课程。该课程建议设置在

第二学年第三学期。

陶瓷工艺

《陶瓷工艺》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核心

课，课程主要讲授陶瓷加工制作的基本工艺，主要包含成型工艺、色釉工

艺、装饰工艺、模具工艺、注浆工艺、印坯工艺、新媒介工艺等等。

通过对多种陶艺成型方式的学习，使学生了解陶艺加工工艺，掌握多种陶

艺造型的方法，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综合造型能力，提高学

生的创新设计能动性，为陶瓷设计提供新的途径和更广阔的创作空间。

本课程是在学习了二维空间设计相关课程的

基础上开设的。熟悉掌握了陶瓷工艺，为现代

陶艺设计、生活陶艺、综合材料设计、毕业设

计等主要课程打好基础，拓宽设计思路。该课

程建议设置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

纤维工艺

《纤维工艺》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核心

课，本轮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注重纤维编织工艺的讲授与训练，为专业核

心必修课。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了解纤维艺术的发

展史，熟练的掌握纤维编织的工艺流程，并能自如的运用纤维编织工艺进

行艺术创作。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纤维艺术的概念界定及功能特点分

析；纤维艺术的起源及纤维艺术不同发展时期的工艺特点及代表人物；纤

《纤维工艺》是通过讲授纤维艺术的历史及发

展，结合案例分析、教师示范、实际操作使学

生对纤维艺术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并能基本

掌握纤维创作的常见技法，为学生今后的设计

及创作提供较多的材料工艺选择。该课程是建

立在设计基础（平面、色彩）、装饰基础、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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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材料的种类和特性；纤维设计中编与织的基本技法；高比林的制作程序

和要领；纤维艺术作品案例讲解。

本课程的教学采用理论授课与技能训练相结合的方法。在学生充分理解理

论知识的前提下，重点学习各种纤维设计中的编织技法。教学中既注重课

堂示范和辅导，又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创造能力。

饰绘画等课程的基础之上的，在整个专业教学

链由专业基础进入专业创作过程中的重要课

程。该课程建议设置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

首饰工艺基础

《首饰工艺基础》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核心

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对首饰设计和制作有一个较全面的了

解，了解首饰设计的概念，首饰设计所包含的要素，学习首饰制作的基本

方法，掌握常见的首饰制作工艺，了解首饰制作用材料性质和在首饰制作

中的应用。了解综合材料在首饰设计中的应用，并通过实践掌握基本的首

饰制作方法。

《首饰工艺基础》课程是建立在素描、速写、

色彩、图案、装饰基础、装饰绘画、国画、油

画、版画、壁画等先修课程学习的基础上，是

一门融合造型、材料、工艺等多项综合能力的

专业设计性极强的课程。该课程的学习为学生

今后职业的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该课程建

议设置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

装饰绘画

《装饰绘画》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核心课，

所谓“装饰绘画”是一个造型艺术的类型，是与写实绘画相对应的。学生在

进入学校之前接触的专业训练都是写实的绘画训练，在大学专业学习中设

计课程更多的需要一种归纳、概括、创作的艺术能力。装饰绘画课程是将

学生从写实训练引领到创作训练的一门重要的过渡课程。课程的基本内容

是装饰法则基础的学习和装饰绘画创作的研究。装饰绘画中蕴含着造型艺

术几乎所有的形式美规律，在继承传统图案艺术，借鉴世界各民族图案艺

术的基础上，学习装饰艺术的变形、组织、构图、色彩、工艺以及表达方

法。把握装饰的创作规律，不断创造新的装饰艺术形式，为学生今后的设

计道路积累丰厚的艺术内涵，为设计创作开拓崭新的道路。

装饰绘画是建立在素描、速写、色彩、装饰

基础、国画、油画、版画等先修课程学习的基

础上，是由写实训练到设计创作过程中的一门

过渡课程。该课程的学习为以后进行的《壁

画》、《纤维设计》、《首饰设计》、《漆艺》

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课程

建议设置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

现代陶艺

《现代陶艺》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方向课

（公共艺术方向），课程通过对现代陶艺的发展概况、陶艺造型以及陶艺

制作工艺的学习，使学生了解陶艺的特性，掌握陶艺造型的制作能力，深

化学生的艺术思想和感受，提高综合造型能力。

本课程注重各种陶艺创作技法的研究，通过学习，重点掌握陶艺基础训练、

陶艺创作、施釉技法、陶艺装饰、烧成工艺等具体的陶艺制作工艺，强调

动手能力的培养，通过泥和火表现艺术思维，熟悉利用陶瓷材料进行艺术

设计的创作过程，并能自己创作现代陶艺作品。

《现代陶艺》是在学习了二维空间设计课程以

及雕塑课程的基础上，现代陶艺课主要是提高

动手能力，锻炼学生的艺术设计能力。现代陶

艺主要解决空间想象和三维设计问题，熟悉利

用陶瓷进行艺术设计的创作过程，通过陶土、

釉和火表达个人的艺术观念。该课程建议设置

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

漆画

《漆画创作》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方向课

（公共艺术方向），本轮课程注重实践教学，注重绘画与漆工艺的结合，

为专业方向必修课。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了解中国

漆艺的历史，熟练的掌握大漆的工艺流程，并能自如的运用大漆进行漆画

创作。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漆画的概念、性质、分类及特点；漆材料；漆画

的制作步骤及要点；漆画技法；漆画作品赏析。本课程的教学采用理论授

课与技能训练相结合的方法。在学生充分理解理论知识的前提下，重点学

习各种漆画技法。教学中既注重课堂示范和辅导，又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

创造能力。

《漆画创作》是通过讲授漆艺的历史及发展，

结合教师示范、实际操作使学生对漆艺创作有

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并能基本掌握漆艺的工艺

技法，并学会运用相应的技法进行漆画创作。

该课程是建立在设计基础、装饰基础、装饰绘

画、漆工艺等课程的基础之上的，在整个专业

教学链由专业基础进入专业创作过程中的重

要课程。该课程建议设置在第三学年第五学

期。

生活陶艺

《生活陶艺》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方向课

（公共艺术方向），课程通过对生活陶艺的发展概况、造型以及制作工艺

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生活陶艺的特性，掌握生活陶艺造型的制作表达能力，

培养学生的创作意识，使陶艺服务与生活，提高审美能力。

本课程注重培养学生发散思维独立创作的能力，通过学习，重点掌握生活

陶艺基础训练、拉坯技能、手工成型等具体的生活陶艺制作工艺，了解日

用瓷的设计原理，强调创新性思维的培养，能独立完成生活陶艺作品的设

计及创作。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装饰基础、装饰

绘画、综合材料、装饰雕塑、陶瓷工艺都是生

活陶艺课的先修课程，解决了装饰基础训练、

设计原理和立体造型的基本方法，锻炼了立体

思维，为生活陶艺课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该

课程建议设置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

漆立体创作

《漆立体创作》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方向课

（公共艺术方向），本轮课程主要为实践教学，通过传统脱胎工艺的技法

训练，对多种材料的胎体成型技法进行基本的了解与掌握，着重倾向于综

合利用学生的造型能力与先修课程的漆工艺技法。温故知新，通过专门的

训练进一步加强学生的造型能力，拓展学生的空间塑造感，强化学生对传

统漆艺工艺的理解，结合现代的造型风格，为日后的毕业设计奠定良好的

基础。强调学生独立完成漆立体原创作品，培养独立思考创作能力。

漆工艺、装饰雕塑、综合材料等课程都为漆立

体创作打下了基础，能够解决创作过程中的基

本造型问题、工艺问题。通过本轮课程的学习，

让学生对传统工艺、现代造型有一个综合的、

有机的理解。同时锻炼了其独立的创作能力，

为日后毕业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该课程建议

设置在第三学年第六学期。

综合创作

《综合创作》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核心课，

是一个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是学生综合创作能力的整体体现，是毕业创

作之前进行的最为重要的创作课程和教学环节。是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专业

知识，训练专业技能，强化学生的创作和理论研究能力的综合课程。是将

《综合创作》是建立在素描、速写、色彩、装

饰基础、国画、油画、版画、装饰绘画、壁画

设计、纤维工艺、漆工艺、首饰设计、陶瓷工

艺、雕塑等先修课程学习的基础上，是一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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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所学习的专业知识、技法和对生活的感受综合起来，发挥自己的艺术

个性，并有所发展和创新，为毕业设计创作和探索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立在对于各种装饰工艺技术熟练掌握基础上

的综合实践创作课程。该课程的学习为学生的

综合创作以及毕业设计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该课程建议设置在第三学年第六学期。

首饰艺术设计

《首饰艺术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方向

课（特艺方向），本课程的教学采用理论授课与实践训练相结合的方法，

在进行知识讲授与技法训练的同时，注重课程与艺术美学等方向相结合。

当下对珠宝的认识，对首饰的感受，对艺术的理解，对品牌的渴求，均体

现在对首饰设计艺术的更高要求上。设计是首饰作品的灵魂核心，因此这

门课程重点讲授首饰的设计性和艺术性，需要学习不同领域的构建方式与

表现技法，学习先进的设计手段，使学生对首饰设计艺术有所了解，掌握

不同首饰种类、不同首饰风格、不同首饰用途的设计法则，使学生首饰设

计水平得到质的飞跃，在艺术创新上实现重要突破。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常见首饰分类与画法；首饰设计色彩搭配艺术；

创新首饰艺术研究；戒指设计艺术；项饰设计艺术；腕饰设计艺术；胸针

设计艺术；套装首饰设计艺术。教学中注重课堂示范和辅导，并通过学生

的探究与实践以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创造能力。

《首饰艺术设计》是建立在装饰基础、首饰工

艺与鉴定等课程的基础之上的，以平面与装饰

知识为基础，紧密结合前期的首饰设计与珠宝

鉴定课程，在原有的初级首饰设计与鉴定的基

础上进行高阶段高层次的课程训练，是在整个

专业教学链由专业基础进入专业创作过程中

的重要课程。该课程建议设置在第三学年第六

学期。

纤维壁挂

《纤维壁挂创作》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方向

课（特艺方向），本课程的教学采用理论授课与技能训练相结合的方法，

课程注重实践教学，在进行技法讲授与训练的同时，注重课程与室内陈设

等实用方向相结合。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在对纤维

艺术发展历史和现状梳理的基础上，对纤维艺术的创作方法进行深入的了

解与分析，并能自如的运用纤维材料进行纤维壁挂创作。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纤维艺术发展简史；纤维艺术的自由组合编织技

法；纤维壁挂的设计与制作；纤维艺术作品的商业应用；纤维壁挂优秀作

品赏析。教学中既注重课堂示范和辅导，通过学生的探究与实践培养学生

独立自主的创造能力。

《纤维壁挂创作》是通过讲授纤维艺术的历史

及发展，结合案例分析、教师示范、实际操作

使学生对纤维艺术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并能

掌握纤维壁挂创作的常见技法并进行创作实

践。该课程是建立在综合材料、壁画、纤维工

艺等课程的基础之上的，在整个专业教学链中

是专业方向课程中的重要课程。该课程建议设

置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

首饰设计与珠

宝鉴定

《首饰设计与珠宝鉴定》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

业方向课（特艺方向），本课程的教学采用理论授课与实践训练相结合的

方法，在进行知识讲授与技法训练的同时，注重课程与市场营销等实用方

向相结合。珠宝首饰，设计是源头，鉴定是基础，工艺是实现，即设计是

首饰的灵魂，材料是首饰的物质载体，工艺是首饰的物化手段，因此这门

课程重点讲述首饰的材料鉴定知识与首饰设计法则。以使学生了解不同宝

石材质、金属材料的书面鉴定知识、掌握不同首饰的设计方法与简单工艺，

在此基础上方可窥一斑而见全豹，去探寻首饰王国的各个领域。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首饰设计基础；素金首饰设计与鉴定知识；钻石

首饰设计与鉴定知识；彩色宝石首饰设计与鉴定知识；珍珠首饰设计与鉴

定知识；首饰系列设计与大师作品；综合材料首饰设计等。教学中注重课

堂示范和辅导，并通过学生的探究与实践以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创造能

力。

《首饰设计与珠宝鉴定》是建立在素描、色彩、

装饰基础、首饰设计等课程的基础之上的，基

础设计以传统图案纹样和款式为参考，以平面

构成点、线、面的延伸发展为理论依据，将平

面设计的形式美规律和装饰艺术的审美创造

运用到教学中，是专业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专业

课程。该课程的学习为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提

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该课程建议设置在第三学

年第五学期。

版式设计

《版式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任选课，

本课程学习注重设计前沿理论的研究和开发，是对学生艺术潜质、思维方

式、创造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全面开发和培养，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

法、搭建完备的设计理念构架、构建合理的设计知识体系，自觉地运用版

式设计原理进行艺术设计。同时，本课程能有效地激发学生们的设计潜能，

在艺术设计学习的过程中，有效的利用图形，字体，色彩和网格系统的基

本排版规律设计有创造力的视觉作品。本课程将积极组织并参与设计实践

以及各种设计、创意大赛，使理论与实践结合，通过严格的基础训练和设

计实践，使学生建立和掌握版式设计的概念和方法，并自如运用于艺术设

计活动的各个领域。

《版式设计》的先修课程有设计基础（平面、

色彩）、字体设计、装饰基础、传统图案、综

合材料、设计思维，设计基础和装饰基础解决

形式美法则及色彩的应用问题；字体设计和传

统图案分别解决字体造型语言及传统图形语

言的设计表达问题；综合材料为学生掌握材料

纤维属性以便更好的为艺术作品创作提供帮

助，设计思维则使学生学会利用科学的方法进

行创意搜集及设计命题调研工作，能更好的的

服务于装饰艺术设计。此课程为各适用专业后

续课程的开设有很大的帮助。该课程建议设置

在第三学年第六学期。

标志设计

《标志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

课，从标志的定义进行理解，理解标志的意义；明确标志在市场上的地位

及商业活动为标志带来巨大的市场价值；应对有关标志的名词进行理解。

分析标志的八种重要功能，从识别性、象征性、审美性来分析标志的特征。

通过标志设计的基础知识学习，和商业设计案例来展示标志设计的典型应

用，结合商业案例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讲解，锻炼学生对标志设计的感受能

力、分析能力和审美能力。可以提升学生的审美品位，激发学生更多的灵

《标志设计》课程是在开设过设计基础（平面、

色彩）、图形设计、设计思维等课程的基础上

展开的，设计基础（平面、色彩）能很好的帮

助学生利用点线面的构成法则和色彩搭配设

计标志，图形设计能够帮助学生学会字体变形

和图形变形进行标志的视觉设计，设计思维为

学生能够更好地进行艺术创作打下了扎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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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与创意，为后续课程《VI设计》打下基础。通过作业讲评的方式，在

大量的练习中掌握标志设计技巧和要领。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

决标志设计的创意能力，为未来从事广告活动及研究奠定基础。

基础。将标志设计知识与上述课程相互结合、

融会贯通，为标志设计的造型设计、形式美表

达以及色彩运用及制作奠定了基础，为主要后

续设计课程做好了铺垫。该课程建议设置在第

三学年第五学期。

立体成型工艺

《立体成型工艺》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方向

课（特艺方向），本课程的教学采用理论授课与技能训练相结合的方法，

课程注重立体成型的塑形实验，在进行技法讲授与训练的同时，拓展制作

的实验性空间，丰富创作的表现语言。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通过对该课程

的学习，在对立体成型工艺发展历史和现状的梳理的基础上，对立体成型

的创作方法进行深入的了解与分析，并能自如的运用石膏材料进行立体成

型。

立体成型工艺是通过讲授立体成型的历史及

发展，结合案例分析、教师示范、实际操作使

学生对立体成型工艺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并

能掌握立体成型的常见技法并进行创作实践。

该课程建议设置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

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方向课

（公共艺术方向），通过对公共艺术的概念、类型及其内涵以及公共与环

境的关系的学习，了解国内外公共艺术发展的状况和研究内容，熟悉公共

艺术与环境的共融关系，掌握公共艺术的设计方法，设计制作出公共艺术

作品。

《公共艺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为具体的

环境解决公共艺术设计的问题。本课程旨在考

察学生基础课和专业课程知识的综合运用能

力，是学生综合设计能力的集中体现。该课程

建议设置在第三学年第六学期。

纤维立体造型

《纤维立体造型》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方向

课（特艺方向），本课程的教学采用理论授课与技能训练相结合的方法，

课程注重纤维材料的塑形实验，在进行技法讲授与训练的同时，拓展制作

的实验性空间，丰富创作的表现语言。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通过对该课程

的学习，在对纤维艺术发展历史和现状的梳理的基础上，对纤维艺术的创

作方法进行深入的了解与分析，并能自如的运用纤维材料进行纤维立体造

型。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纤维材料的再认识；纤维材料的造型；现代纤维

艺术与现代建筑空间；纤维立体造型创作；纤维立体造型作品赏析。教学

中既注重课堂示范和辅导，通过学生的探究与实践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创

造能力。

纤维立体造型是通过讲授纤维艺术的历史及

发展，结合案例分析、教师示范、实际操作使

学生对纤维艺术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并能掌

握纤维立体造型的常见技法并进行创作实践。

该课程是建立在综合材料、壁画、纤维工艺等

课程的基础之上的，在整个专业教学链中是专

业方向课程中的重要课程。该课程建议设置在

第三学年第五学期。

字体设计

《字体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任选课，

课程学习主要研究字体笔画、结构、性格、编排、内容与字体、字体与图

形之间关系等。《字体设计》教学运用形式美的基本原理探讨字体设计的

方法和规律。同时，将基本概念进行清晰解读，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

通过大量的参考实例，生动形象地进行教学引导，使学生掌握字体设计的

一般规律和简单方法，通过适当的引导性训练，初涉字体创意设计实践，

培养和建立创意字体的基本意识和观念。本课程应用广泛，常与标志联系

在一起，具有明确的说明性，可直接将企业或品牌传达给观众，与视觉、

听觉同步传递信息，强化企业形象与品牌的诉求力。并从字形、字体编排、

平面附着等不同角度阐释字体设计应关注的知识点，提供字体学习的途径

和方法，以激发学生思维的广角性，了解方法的多样性，在将来的创作中

能够将所学、所见自然地转化到实践中。

本课程必须在讲授过设计基础（平面、色

彩）、图形设计、传统图案等课程的基础上开

课，它们分别就形式美法则和色彩运用规律、

图形语言与创意、传统图形设计进行了学习，

为后续设计课程的开设做好了铺垫。该课程建

议设置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

广告设计

《广告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任选课，

本课程着重讲述广告设计中的公益类招贴广告的设计原理，课程的任务是

使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设计思维的理论和原则，深刻认识设计思维的特

点和规律，掌握设计思维的主要方法和相关技能。最终使学生具有较高的

广告创意能力。并在公益招贴广告的设计中熟练运用这种思维。

在此基础上，适当引入商业广告的内容，使学生对广告有一个更为全面的

理解，并为后续课程的开设和学习做好铺垫。

广告设计的先修课程是设计基础（平面、

色彩）、图形设计、商业插画、版式设计、标

志设计等，它们分别就形式美法则及色彩运用

规律、图形语言表达及创意能力等进行了系统

学习，为本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本课程的

开设解决了广告创意的思维方法和技能问题，

为后续课程开展做好了铺垫。该课程建议设置

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

图形设计

《图形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基础选

修课， 课程学习《图形设计》的基本流程、创作思路和操作方法，重视

图形设计的商业性、科学性、艺术性特点，对各种图形设计的技巧性进行

适度挖掘。同时，将基本概念进行清晰解读，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通

过大量的参考实例，生动形象地进行教学引导，使学生掌握图形设计的一

般规律和简单方法，通过适当的引导性训练，初涉《图形设计》实战，培

养和建立图形设计的基本意识和观念。并从不同角度阐释图形设计应关注

的知识点，提供图形设计学习的途径和方法，以激发学生思维的广角性，

了解方法的多样性，在将来的创作中能够将所学、所见自然地转化到实践

中。

图形设计的先修课程是设计基础（平面、

色彩）、传统图案等，它们分别就形式美法则

及色彩运用规律、传统图形的设计创意等进行

了系统学习，为本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本

课程的开设解决了图形设计的方法和基础性

的技能问题，并符合时代的设计发展趋势。该

课程建议设置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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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设计

《标志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装饰艺术设计方向的一门专业基础

选修课，从标志的定义进行理解，理解标志的意义；明确标志在市场上的

地位及商业活动为标志带来巨大的市场价值；应对有关标志的名词进行理

解。分析标志的八种重要功能，从识别性、象征性、审美性来分析标志的

特征。通过标志设计的基础知识学习，和商业设计案例来展示标志设计的

典型应用，结合商业案例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讲解，锻炼学生对标志设计的

感受能力、分析能力和审美能力。可以提升学生的审美品位，激发学生更

多的灵感与创意，为后续课程《VI设计》打下基础。通过作业讲评的方

式，在大量的练习中掌握标志设计技巧和要领。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

析、解决标志设计的创意能力，为未来从事广告活动及研究奠定基础。

《标志设计》课程是在开设过设计基础（平

面、色彩）、图形设计、设计思维等课程的基

础上展开的，设计基础（平面、色彩）能很好

的帮助学生利用点线面的构成法则和色彩搭

配设计标志，图形设计能够帮助学生学会字体

变形和图形变形进行标志的视觉设计，设计思

维为学生能够更好地进行艺术创作打下了扎

实的基础。将标志设计知识与上述课程相互结

合、融会贯通，为标志设计的造型设计、形式

美表达以及色彩运用及制作奠定了基础，为主

要后续设计课程做好了铺垫。该课程建议设置

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

纤维壁挂创作

《纤维壁挂创作》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本课程的

教学采用理论授课与技能训练相结合的方法，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纤

维艺术发展简史；纤维艺术的自由组合编织技法；纤维壁挂的设计与制作；

纤维艺术作品的商业应用；纤维壁挂优秀作品赏析。教学中既注重课堂示

范和辅导，通过学生的探究与实践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创造能力。

课程应注重实践教学，在进行技法讲授与

训练的同时，注重课程与室内陈设等实用方向

相结合，使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在对纤

维艺术发展历史和现状梳理的基础上，对纤维

艺术的创作方法进行深入的了解与分析，并能

自如的运用纤维材料进行纤维壁挂创作。

艺术采风

经对考察地点历史文化名城自然条件与人文特征、历史发展与文化传

承、建筑与规划、景观与人文等相关内容的的考察与调研，围绕各地经济

文化与地域特色、风土人情与历史演变、文化积淀与城市环境、自然景观

与人文环境等相关知识内容展开。完成调研的三个重点：

（1）历史文化环境（包括传统图案、壁画、建筑、雕塑、风土人情等）

以及与自然环境（地理、色彩等特征）的体验与记录。

（2）地域文化与历史文脉以及地理环境有机结合的调查体会；

（3）传统文化对现代艺术设计产生影响的认识与感想。

通过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古迹、风土

人情或风景名胜进行艺术采风，收集相关传统

文化艺术、风土人情及风景名胜资料，目的在

于拓展学科视野、开阔眼界、提高自己的鉴赏

能力和设计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设计做好资

料准备工作。并且掌握多角度学习与分析实例

的能力，综合学习有代表性的人文环境与自然

景观等多方面的知识内容，并作出细致分析与

归纳整理。同时，加强并进一步实践科学的调

研方法，具备从事视觉传达设计资料收集、归

纳及分析的工作能力。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数字媒体艺术方向）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艺术概论

《艺术概论》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它概要地

阐述艺术的基本原理和知识，诸如艺术的本质、艺术的特征、艺术作品的

构成、艺术的发展规律、创作规律、欣赏规律等基础知识，以及党和国家

对艺术的方针政策。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拓展艺术视野，提高理论

修养；塑造学生的科学创造精神，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以及艺术鉴赏和

批评的能力，使之成为适应新世代需求的创新型人才。本课程将力求深入

浅出，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使知识性、思想性、娱乐性相融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以先进的世

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为艺术设计各专业、摄

影专业和艺术创作者从理论上认识艺术的本

质，特性及有关规律，从宏观上把握美的特点

和规律，树立健康向上的审美理想。建议学生

可以根据各自的能力或爱好兴趣进行课外阅

读欣赏；泛读与精读结合。同时鼓励学生大量

阅读或欣赏各类艺术作品，参加各种艺术实践

活动等，视自己的能力而为之。建议该课程在

第一学期开设

设计基础

（平面、色彩）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

修课。包括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两大构成内容，让学生利用手绘及电脑作

为表达媒介，进行平面构成与色彩构成的学习。培养学生的造型创造能力、

形与色调和能力、鉴赏能力与表达能力。通过该课程掌握平面构成与色彩

构成的基本原理，认识形与色的体系，实验构成的思维方法、配色方法及

表现方法。通过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平面构成的概念、基本要素、构成方

法，掌握形式美的构成原则；还要掌握色彩构成的构成原则和色彩搭配技

巧，培养学生对色彩的欣赏能力、解读能力和自觉运用色彩进行表现的能

力，促进学生创造力的发展，逐渐实现“厚基础、宽口径”的课程战略思想。

培养基础较为扎实，善于创新，掌握实际技能的应用型设计人才。

《设计基础》的先修课程是素描与色彩，

它们为设计基础课程的开设提供了造型表现

能力和色彩表达能力。设计基础课程的开设使

学生掌握了形式美法则以及色彩的应用规律，

为各专业后续专业课程的开设奠定了基础。建

议该课程在第一学期开设。

素描

素描是用单色来表现物体的透视、体积、三维空间的一门学科，是视

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素描的任务是解决学生的基本造型

能力，培养学生观察、分析、理解和表达造型的能力，帮助学生掌握艺术

造型的方法，需要利用人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研究自然物体的形式特

点和认识它的变化规律，表现物体中点、线、面、体及质感的构成规律及

有机关系，为今后的艺术设计活动做技术和观念上的准备，从而达到艺术

完美地表现对象，为学生在今后的设计工作及专业研究中成为基础扎实、

《素描》课程是以造型为基础，结合美学、

透视学、传播学、艺术学、设计学及心理学等

知识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是设计创意过程

中表达创意观念的主要手段之一。学好素描有

助于解决学生的造型能力、空间理解能力以及

通过素描来理解设计的含义等等，是视觉传达

设计专业的必修课程。此课程的开设为后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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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全面、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

础。

程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建议该课程在第一

学期开设。

色彩

本课程通过色彩静物写生、创意绘画等形式，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能

力、深入研究色彩语言和色彩规律，丰富色彩语言，培养坚实的色彩造型

能力，培养正确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手法，逐步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掌握

熟练的塑造方法和表现技巧，绘制出优秀的作品，将基础知识和技能更好

的应用于专业课学习之中。

色彩的先修课程是素描，为色彩的开设提

供了造型能力。理解色彩的深刻含义有助于解

决学生的造型能力、理解能力、色彩感觉和色

彩表现技法的提高。色彩课的学习主要为专业

课程的学习做审美和技法两个方面的准备，为

后续课程奠定了基础。建议该课程在第一学期

开设。

传统图案

《传统图案》课程通过对传统文化及图案的认识，去探寻形式或者表

面的图案结构，把传统图案放置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生活的关系中去

考察，使学生在现代设计中寻找人们对传统图案的客观性以及主观感受所

产生的综合效应，探寻传统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艺术发展。 有利于在将

来的各项设计课程及工作学习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良好的体会和把握。

《传统图案》的先修课程是素描、色彩和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等。素描、色彩解决

了造型基础和色彩应用的问题，设计基础（平

面、色彩）解决了形式美的规律及装饰变形的

问题，各门课的融会贯通为本课程的开设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建议该课程在第一学期开设

设计史

《设计史》是一门理论性、知识性较强的课程，主要介绍现代设计的

发展历程，阐述不同设计流派、不同设计风格的演变过程及代表作品，探

讨设计和生产、消费、科技以及商业之间的关系，陈述相关设计思想和设

计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本课程的设置目的是在把握现代艺术设计的历史演

变和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理论修养与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综合设计

素质，为设计实践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在

设计实践中具有明确的思维导向性，有利于形成一定的设计风格。

设计史是艺术设计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属于发生学的范畴，是艺术设计类专业

学生三大基础课程（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

础技能）内容之一。艺术设计史课程要掌握的

是艺术设计学专业最基本的理论知识，通过增

强学生对设计现象的全面认识和透彻了解，提

高其创新意识。建议该课程在第二学年第三学

开设。

空间表达

《空间表达》主要培养学生空间立体造型和创作的能力，锻炼学生三

维空间的思维能力。通过对空间表达的形式规律的学习，利用简易可行的

材料进行实际动手制作，掌握空间表达创作的基本原理和创作技法，理解

线、面、块三大构成要素及其构成规律，掌握空间表达设计的基本技能、

形式美的基本法则。通过对空间表达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按照形式美规律

进行组织线、面、块的空间构成，并使其构成元素的色彩及材质与创意相

符合，包装结构、包装容器科学合理。培养学生空间的想象力及空间设计

能力。

设计基础（平面、色彩）是空间表达课的

先修课程。其讲述了平面、色彩构成的原理和

基本方法，为空间表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

课程是在设计基础的基础上解决立体空间的

问题，研究如何利用材料进行空间立体造型，

以及造型的美感、力学特征等问题,为学生今

后在空间艺术设计造型、包装结构设计方面打

下一定的基础。建议该课程在第一学年第一学

期开设

速写

《速写》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在第二学期开

设。这门课程要求学生们能够随时随地客观准确地把所见所设想的事物通

过速写表现出来。速写课程主要将艺术观念和设计理念经由速写形式进行

传达，利用各种技法表现出速写的艺术魅力。学习本课程主要是锻炼学生

的形体塑造能力，训练学生敏捷的思维能力。

速写主要解决艺术设计的基础技能，为专

业设计作铺垫。本课程是针对艺术设计专业学

生培养要求而开设，是以培养学生对造型、构

图、明暗、结构关系的表现和画面构想、材料

运用以及记录、表达等综合能力为目的。让学

生在接触纯艺术、提升视觉品味的同时，在一

定程度上训练自身的创造力、感知力和洞察

力，并能通过各种实践，使其观念和审美能力

逐渐渗透到以后的专业学习和实践中去。建议

该课程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设

艺术采风

经对考察地点历史文化名城自然条件与人文特征、历史发展与文化传

承、建筑与规划、景观与人文等相关内容的的考察与调研，围绕各地经济

文化与地域特色、风土人情与历史演变、文化积淀与城市环境、自然景观

与人文环境等相关知识内容展开。完成调研的三个重点：

（1）历史文化环境（包括传统图案、壁画、建筑、雕塑、风土人情等）

以及与自然环境（地理、色彩等特征）的体验与记录。

（2）地域文化与历史文脉以及地理环境有机结合的调查体会；

（3）传统文化对现代艺术设计产生影响的认识与感想。

通过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古迹、风土

人情或风景名胜进行艺术采风，收集相关传统

文化艺术、风土人情及风景名胜资料，目的在

于拓展学科视野、开阔眼界、提高自己的鉴赏

能力和设计能力。为后续专业课程设计做好资

料准备工作。并且掌握多角度学习与分析实例

的能力，综合学习有代表性的人文环境与自然

景观等多方面的知识内容，并作出细致分析与

归纳整理。同时，加强并进一步实践科学的调

研方法，具备从事视觉传达设计资料收集、归

纳及分析的工作能力。

计算机辅助设

计

计算机辅助设计是利用计算机及其图形设备帮助设计人员进行设计

工作。在艺术设计中，计算机可以帮助设计人员担负计算、信息存储和制

图等项工作。在设计中通常要用计算机对不同方案进行大量的计算、分析

和比较，以决定最优方案；各种设计信息，不论是数字的、文字的或图形

的，都能存放在计算机的内存或外存里，并能快速地检索；设计人员通常

用草图开始设计，将草图变为工作图的繁重工作可以交给计算机完成；利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计算机操作基本

知识，先修课程为素描、色彩等基础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第 3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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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计算机可以进行与图形的编辑、放大、缩小、平移和旋转等有关的图形

数据加工工作。

数字媒体艺术

设计调研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调研是集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和艺术设计于一体的课程，

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数字媒体技术应用能力和艺术理论基础，掌握数字技

术在影视艺术领域、网络多媒体艺术领域中的知识、技能和具体运用，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市场和设计准则。数字

媒体艺术设计调研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综合创

作的理论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设计史等学科知识、先

修课程为设计基础、设计思维等课程。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数字媒体广告

设计

数字媒体广告课程是在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包括宽

带网络、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技术整合协同作用与应用的体现。并在技术

处理与应用上，大部分显示了现代网络科技产品的性能和应用规范。因此，

数字媒体广告需要其在网络表现的基本特征作为基础，以支持网络营销的

战略战术实施。数字媒体广告设计是数字媒体艺术的重要专业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设计思维、设计史

等知识，先修课程为设计基础、设计思维、商

业插画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数字媒体艺术

设计调研

数字媒体艺术是一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性学

科，集中体现了“科学、艺术和人文”的理念。该领域目前属于交叉学科领

域，涉及造型艺术、艺术设计、交互设计、数字图像处理技术、计算机语

言、计算机图形学、信息与通信技术等方面的知识。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设计思维、设计史

等知识，先修课程为设计基础、设计思维等课

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第 3学期。

数字插画设计

数字插画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必修课程，插画是一种历史悠久的

绘画形式，在现代电子媒体和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插画艺术拥有

了更多的受众和商业用途。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现代插画的常

规绘制方法和制作流程，具备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和表现能力，运用插画

这一艺术表现形式在各种设计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视觉形象，深厚的艺术

底蕴，以适应现代平面和交互传媒插画艺术视觉表现的需要。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设计思维等知识，

先修课程为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设计基础图形

设计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第 3学期。

数字媒体广告

设计

着数字媒体时代的来临，我国广告设计教育规模的扩大与数量的激

增并没有满足行业的需求。该课程从当代数字广告设计教育现状出发，探

讨其存在的问题，并学习数字媒体广告的发展方向，以适应新数字媒体时

代的来临。数字媒体广告的基本特征，是在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

信技术包括宽带网络、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技术整合协同作用与应用的体

现。并在技术处理与应用上，大部分显示了现代网络科技产品的性能和应

用规范。因此，数字媒体广告需要其在网络表现的基本特征作为基础，以

支持网络营销的战略战术实施。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设计思维、设计史等课

程，先修课程为计算机辅助设计、插画设计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第 4学期。

交互设计

技术与创意

交互设计（英文 Interaction Design, 缩写 IXD)，是定义、设计人造系

统的行为的设计领域，它定义了两个或多个互动的个体之间交流的内容和

结构，使之互相配合，共同达成某种目的。交互设计努力去创造和建立的

是人与产品及服务之间有意义的关系，以“在充满社会复杂性的物质世界

中嵌入信息技术”为中心。交互系统设计的目标可以从“可用性”和”用户体

验“两个层面上进行分析，关注以人为本的用户需求。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设计思维、设计史等课

程，先修课程为计算机辅助设计、插画设计等

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第 4学期。

新媒体应用设

计

新媒体涵盖了所有数字化的媒体形式。包括所有数字化的传统媒体、

网络媒体、移动端媒体、数字电视、数字报刊杂志等。新媒体应用设计课

程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

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

而为这些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设计形态是本课程学习的重

点内容。例如 app、人机交互设计、动图设计等。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设计思维、设计史等知识，

先修课程为交互技术与创意、数字媒体广告设

计、插画设计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第 5学期

影像视觉数字

艺术

影像视觉数字艺术就是对形式上的视听语言实验的一个课程，研究动

态影像实在未知的可能性，在表现手法上是多远的，所以也是具有实验性

质的一门艺术门类。内容上的实验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人类意识形

态的最高级是哲学，而一个先锋的哲学思想要被人理解必有一个与其匹配

得天衣无缝的形式表达出来，这门课程是对后期的声像广告课程打下学习

基础，让学生具备使用视频表现事物的技术和思维。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设计思维、设计史等知

识，先修课程为交互技术与创意、数字媒体广

告设计、插画设计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第 5学期

VR技术与表现

虚拟现实技术是仿真技术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仿真技术与计算机图形

学人机接口技术多媒体技术传感技术网络技术等多种技术的集合，是一门

富有挑战性的交叉技术前沿学科和研究领域。虚拟现实技术(VR)主要包括

模拟环境、感知、自然技能和传感设备等方面。本课程通过对 VR技术的

系统学习从而让学生掌握初步的 VR技术和虚拟现实的思维逻辑。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掌握计算机相关技术，

先修课程为交互技术与创意、数字媒体广告设

计、影像视觉数字艺术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4或第 5学期。

游戏元素技术

与创意

游戏元素技术与创意这个内容为游戏实际设计中的具体实现和描述

设计细节的文档。游戏设计涉及到好几个范畴 ：游戏规则及玩法、视觉

艺术、编程、产品化、声效、编剧、游戏角色、道具、场景、界面以上的

元素都是一个游戏设计专案所需要的。本课程旨在通过学习让学生掌握和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计算机相关知识、VR
相关技术等知识，先修课程为交互技术与创

意、数字媒体广告设计、插画设计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6或第 7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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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游戏设计流程以及游戏元素设计的技术手段和创意思路。

信息可视化交

互

信息可视化交互课程系统地学习了信息可视化的概念、基本技术和应

用，主要内容包括：信息可视化概念及案例、信息感知及信息表示、交互

式设计、多维信息可视化、图形可视化、案例分析。通过课程的学习，学

生可以了解信息可视化的概念和知识，同时培养可视化和交互式设计的能

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设计思维、设计史等知

识，先修课程为交互技术与创意、数字媒体广

告设计、插画设计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第 6学期。

移动互联网传

播

互动设计

移动互联网、多媒体技术的已经成为传播媒介的主流途径,手机媒体互

动广告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品牌通过手机互动广告来进行推广宣传。本课程

通过对手机媒体互动广告传播中的推广案例进行分析与归纳,结合了相关

互动广告的设计策略,从多个角度对传播在手机媒体互动广告中的体现进

行教授,在手机媒体互动广告中进行专门的设计符合移动互联网的传播特

点,以达到符合新时代的广告传播目的。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计算机技术、交互技术

等知识，先修课程为交互技术与创意、数字媒

体广告设计、信息可视化等课程，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5或第 6学期。

声像广告设计

声像广告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必修课程，声像广告是一门制作各

类宣传、产品推广视频的课程，在现代电子媒体、移动互联网技术流媒体

和交互媒体设计广泛应用的今天，声像广告有着巨大的市场和商业用途。

本课程通过学习声像广告的理论知识、创意构思、拍摄技巧、后期制作、

影片的推广与宣传，从而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声像广告的创作思路和制作流

程，为毕业设计的创作和将来走向工作岗位打下良好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数字影像技术等知识，

先修课程为交互技术与创意、数字媒体广告设

计、影像视觉数字艺术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5或第 6学期。

虚拟娱乐新媒

体

设计

VR（虚拟现实）技术与娱乐领域的结合是虚拟现实技术的重要领域，

主要有沉浸感、想象力和交互性。前期已经学习过虚拟现实技术与创意和

游戏元素与设计，本课程将在前期修过的课程基础上继续加强虚拟现实与

游戏开发的设计内容，让学生能够设计制作出具有独立设计思路和创意的

虚拟现实娱乐作品。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数字影像技术等知识，

先修课程为交互技术与创意、数字媒体广告设

计、影像视觉数字艺术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或第 7学期。

媒体新形态

综合设计

媒体新形态综合设计课程是所有新媒体的相关设计的多种类型的综

合设计，媒体新形态设计，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

互联网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通过前期所学的信息

可视化、插画设计、交互设计、VR、视频影像、游戏娱乐元素等课程关

联起来进行综合设计的一门课程，将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

媒体形态。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数字影像技术等知识，

先修课程为交互技术与创意、数字媒体广告设

计、影像视觉数字艺术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6或第 7学期。

数字图形设计

（动态）

数字图形设计（动态）是寻求视觉传达的独创性意念，构想的课程。

图形创意是图形设计的核心，它以传播信息为根本原则，以创造性思维为

先导，寻求独特，新颖的意念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以独特而清晰的阐释

方式说明信息内容，以独具匠心而新异的形象画面引人关注，发生兴趣，

产生感染，并留下深刻印象，从而使观众不得不接受信息。本课程与传统

的图形设计课程不同的地方在于除了教授传统的图形设计内容之外还要

加入动态图形设计的内容。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设计思维，素描，色彩

等知识，先修课程为计算机辅助设计，设计基

础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第 3学期。

数字推广创意

思维

数字推广创意思维是讲授利用数字技术包括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概念

等方式，以文本、视频或者图片等内容进行推广的相关设计、技术和创意

的课程。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能够掌握数字广告的制作流程，了

解数字推广的理论原理，并建立数字广告创意思路。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数字影像技术等知识，

先修课程为交互技术与创意、数字媒体广告设

计、影像视觉数字艺术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5或第 6学期。

数字影像创作

基础

数字影像创作基础是一门数字媒体艺术的基础课程，本课程将系统的

教授数字影像的相关基础知识，包括数字影像的拍摄设备的使用，以及相

关软件的使用知识。本门课程将为后面的声像广告课程和影像视觉数字艺

术课程打下硬件和软件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设计史等知识，先修课

程为素描、色彩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
或第 3学期。

字体与版式设

计

字体版式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必修主干课程. 字体版式设计是

本专业的一门主要专业课,是现代设计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视觉传达的

重要手段。它不仅是关于字体编排的学问，而且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科

学与艺术高度统一的生产活动。 版式设计的范围可涉及到报纸、杂志、

书籍、画册、产品样本、挂历、招贴、唱片封套、企业形象(CI)和网页等

平面设计的各个领域，它的设计原理和理论贯穿于每一个平面设计的始

终。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设计史等知识，先修课

程为素描、色彩、设计基础等课程，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2或第 3学期。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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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表演（声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科门类：艺术学 专业代码：130201

一、培养目标

音乐表演（声乐）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市场需要，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具备音乐表演（声乐）方面知识和能力、毕业后

能在专业文艺表演团体、文化馆、中小学等单位从事音乐表演、教学的应用型人才，并为学生在毕业后进一步深造学习本专业打下基础。

二、培养要求

音乐表演（声乐）专业学生，主要学习与音乐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接受演唱、基础演奏、合唱指挥、乐队排练等多方面音乐技能训练，

从而掌握音乐表演与教学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1.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具有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3.掌握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民族音乐概论等理论知识，并将理论与技能结合，辅助技能学习；

4.掌握乐理、和声、视唱练耳等基础理论知识，能够熟练识谱、记谱，为之后的综合技能学习打好理论基础；

5.掌握演唱、键盘演奏等基本技能，培养正确的音乐审美观，具有专业技能的教学与演出能力；

6.掌握中外文资料查询、文献检索以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知识与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

7.掌握舞台灯光音响使用与维护、文艺演出策划与组织、现代综艺节目创作等基本知识，能够完整策划文艺演出活动。

三、课程与培养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培养要求

课程名称

1.人文素

质、表达

与沟通能

力

2.创新、

创业精神

3.专业基

础理论

4.演唱

（奏）能

力

5.审美能

力

6.表演能

力

7.排练、

协作能力

8.操作能

力

9.教学应

用能力

10.文件

检索能力

11.研究

能力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

形势与政策 √

大学英语 √

体育

大学计算机基础 √
信息检索 √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

论

基础乐理 √

视唱练耳 √
视唱练耳实验 √

钢琴基础 √ √ √ √

钢琴基础实验 √ √ √
初级和声 √

中国音乐史 √ √

西方音乐史 √ √
民族音乐概论 √

电声乐器实验 √

音乐欣赏 √
电脑音乐制作 （初级） √ √

舞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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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实验 √ √

作品分析 √
声乐艺术研究 √ √

音乐美学 √ √

声乐演唱 √ √ √ √ √
声乐演唱实验 √ √ √

艺术实践 √ √

合唱指挥 √ √ √ √ √ √
合唱指挥实验 √ √ √ √ √ √

钢琴伴奏 √ √ √

钢琴伴奏实验 √ √
论文写作 √

音乐表演美学 √ √ √

正音与台词 √ √
歌剧表演 √ √ √ √

歌剧表演实验 √ √ √ √ √

音乐剧赏析 √
化妆与造型 √

高级和声 √

配器法 √
作曲法 √ √

电脑音乐制作 √ √

电脑音乐制作实验 √
流行歌曲创作 √ √ √

流行歌曲创作实验 √ √

文艺演出策划与组织 √
舞台灯光音响使用与维

护实验
√

钢琴调律与乐器保养 √

现代综艺节目创作实验 √
舞台表演实验 √ √

声乐教学法 √ √

中西音乐文化对比 √
军事理论与技能 √

公益劳动 √

安全教育 √
社会实践 √

文艺演出策划与组织实

践
√ √

民歌调查 √
音乐会观摩 √

舞台表演实践 √ √ √ √

现代综艺节目创作实践 √
歌剧表演实践 （声乐演

唱）
√ √ √ √ √

化妆与造型实践（声乐

演唱）
√

流行歌曲创作实践（电

脑音乐制作）
√ √ √

电脑音乐制作实践 （电

脑音乐制作）
√

毕业实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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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音乐会） √ √ √ √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 √

四、专业特色

本专业的培养特色主要体现在：除音乐主干学科外，开设《电脑音乐制作》《文艺演出策划与组织》《舞台灯光音响使用与维护》《流

行歌曲创作》《电声乐器实验》《现代综艺节目创作》《钢琴调律与乐器保养》等课程，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培养更加全面的专

业应用型人才。

五、主干学科

艺术学、音乐与舞蹈学

六、主干课程及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主干课程：基础乐理、视唱练耳、钢琴基础、初级和声、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民族音乐概论、舞蹈、音乐欣赏、电脑音乐制作（初

级）、作品分析、声乐演唱、艺术实践、钢琴伴奏、合唱指挥、文艺演出策划与组织、钢琴调率与乐器保养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视唱练耳实验、钢琴基础实验、电声乐器实验、舞蹈实验、声乐演唱实验、艺术实践实验、钢琴伴奏实验、合

唱指挥实验、舞台表演实验、舞台灯光音响使用与维护实验、现代综艺节目创作实验、音乐会观摩、文艺演出策划与组织实践、民歌调

查、舞台表演实践、现代综艺节目创作实践、专业教学实践、毕业音乐会。

七、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分学时分配

项目 准予毕业
通识教育必

修课

通识教育选

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必修课

学科（专业）

基础

选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性实践

环节
总实践环节

要求学分 160 39 8 23 14 25 19 32 70.75

要求学时 2732+32周 784 128 432 336 604 448 32周 1240+32周
学分占比 100% 24.38% 5% 14.37% 8.75% 15.63% 11.88% 20.00% 44.22%

八、修读要求

1.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4年（弹性学制 3至 6年）

授予学位：艺术学学士

2.毕业标准与要求

毕业最低学分：160学分

毕业要求：掌握音乐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具备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从事音乐演出、教学相关工

作，且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诚信品质、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

九、课程设置及指导性教学计划进程安排

1．通识教育必修课

必修 39学分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e & Fundamentals
of Law）

3 32 32 3 考试 B12160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The Outline of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2 16 32 2 考试 B1216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

3 32 32 3 考试 B1216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6 64 64 6 考试 B12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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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1
（Situation and policy1）

0.5 8 0.5 考试 B121605

形势与政策 2
（Situation and policy2）

0.5 8 0.5 考试 B121606

形势与政策 3
（Situation and policy3）

0.5 8 0.5 考试 B121607

形势与政策 4
（Situation and policy4）

0.5 8 0.5 考试 B121608

大学英语 I
（College English I）

4 64 4 考试 B101501

大学英语 Ⅱ

（College English II）
4 64 4 考试 B101502

大学英语 Ⅲ

（College English III）
4 64 4 考试 B101503

体育Ⅰ

（Physical education I）
1 32 1 考试 B151001

体育Ⅱ

（Physical educationⅡ）
1 32 1 考试 B151002

体育Ⅲ

（Physical educationⅢ）
1 32 1 考试 B151003

体育Ⅳ

（Physical educationⅣ）
1 32 1 考试 B151004

大学计算机基础

（University Computer
Foundation）

2 24 16 2 考试 B031002

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1 8 16 1 考试 B03100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1 16 1 考查 B191001

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eers
guidance）

2 32 2 考查 B081003

科技发展与学科专业概论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discipline）

1 16 1 考查 B091001

小计 39.0 592 0 32 160 11 9.5 8 7.5 0 2.5 0.5 0

2．通识教育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8
注：应按要求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不同知识领域共计不少于 8学分的课程,但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除外。通识教育选修课

程从一年级开始选修。

3.学科（专业）基础必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23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基础乐理

（Music Theory）
3 48 3 考试 B093019

视唱练耳

（Solfeggio）
2 32 2 考试 B093902

视唱练耳实验 1
（Solfeggio experiment 1）

1 32 1 考试 B09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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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唱练耳实验 2
（Solfeggio experiment 2）

1 32 1 考试 B093018

钢琴基础 1
（The Piano Basic Course 1）

1 16 1 考试 B093905

钢琴基础 2
（The Piano Basic Course 2）

1 16 1 考试 B093017

钢琴基础实验 1
（Piano basic experiment 1）

1 32 1 考试 B093014

钢琴基础实验 2
（Piano basic experiment 2）

1 32 1 考试 B093016

初级和声

（The Primary Harmony）
3 48 3 考试 B093015

中国音乐史

（History of Chinese Music）
3 48 3 考试 B093010

西方音乐史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3 48 3 考试 B093011

民族音乐概论

（The National Folk Music）
3 48 3 考查 B093012

小计 23 304 128 0 0 6 5 5 4 3 0 0 0

4.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

最低要求学分：14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电声乐器实验 1
（Electro Acoustic Band
experiment 1）

1 32 1 考试 B098012
原理论课

改为实验

课

*电声乐器实验 2
（Electro Acoustic Band
experiment 2）

1 32 1 考试 B098013
原理论课

改为实验

课

*电声乐器实验 3
（Electro Acoustic Band
experiment 3）

1 32 1 考试 B098014
原理论课

改为实验

课

*电声乐器实验 4
（Electro Acoustic Band
experiment 4）

1 32 1 考试 B098015
原理论课

改为实验

课

*舞蹈

（Dance）
2 32 2 考查 B098007

*舞蹈实验

（Dance experiment）
2 64 2 考查 B098008

*音乐欣赏

（Appreciation of Music）
2 32 2 考试 B098005

*电脑音乐制作（初级）

（Computer music
production‘initial’）

2 16 32 2 考查 B098006

*作品分析（Analysis of
Musical Composition）

2 32 2 考试 B098009

声乐艺术研究

（Study of Vocal Music
Art）

2 32 2 考查 B098010

音乐美学

（Aesthetics of Music）
2 32 2 考查 B098011

小计 18 176 224 0 0 1 5 3 7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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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核心课

最低要求学分：25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声乐演唱 1
（Vocal Music 1） 1 16 1 考试 B094901

声乐演唱 2
（Vocal Music 2） 1 16 1 考试 B094002

声乐演唱 3
（Vocal Music 3） 1 16 1 考试 B094003

声乐演唱 4
（Vocal Music 4） 1 16 1 考试 B094004

声乐演唱 5
（Vocal Music 5） 1 16 1 考试 B094005

声乐演唱 6
（Vocal Music 6） 1 16 1 考试 B094006

声乐演唱实验 1
（Vocal Music Experiment 1） 1 32 1 考查 B094007 考试方式

变化

声乐演唱实验 2
（Vocal Music Experiment 2） 1 32 1 考查 B094008 考试方式

变化

声乐演唱实验 3
（Vocal Music Experiment 3） 1 32 1 考查 B094009 考试方式

变化

声乐演唱实验 4
（Vocal Music Experiment 4） 1 32 1 考查 B094010 考试方式

变化

声乐演唱实验 5
（Vocal Music Experiment 5） 1 32 1 考查 B094011 考试方式

变化

艺术实践 1
（Artistic practice 1） 1 4 24 1 考查 B094024 学时变化

艺术实践 2
（Artistic practice 2） 1 4 24 1 考查 B094025 学时变化

艺术实践 3
（Artistic practice3） 1 4 24 1 考查 B094026

学时变化、

原实验变

理论

艺术实践 4
（Artistic practice 4） 1 4 24 1 考查 B094027

学时变化、

原实验变

理论

艺术实践 5
（Artistic practice 5） 1 4 24 1 考查 B094028

学时变化、

原实验变

理论

钢琴伴奏

（Piano accompaniment） 1 16 1 考试 B094020

钢琴伴奏实验 1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experiment 1）

1 32 1 考试 B094021

钢琴伴奏实验 2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experiment 2）

1 32 1 考试 B094022

合唱指挥

（Choirs and conducting） 2 32 2 考试 B094017

合唱指挥实验 1
（Choirs and conducting
experiment 1）

1 32 1 考试 B094018

合唱指挥实验 2
（Choirs and conducting
experiment 2）

1 32 1 考试 B094019

论文写作

（Thesis Writing） 2 32 2 考查 B094023

小计 25 196 408 0 0 1 1 3 4 6 5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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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业方向课

最低要求学分：12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方向

一声

乐演

唱方

向

正音与台词

（Correct Pronunciation
and Lines）

2 32 2 考查 B095002

化妆与造型

（Makeup and modeling）
2 16 32 2 考查 B095006

考试方式

变化

声乐教学法

（Vocal music teaching
method）

2 16 32 2 考查 B095014 新课程

歌剧表演

（Opear performance ）
2 32 2 考试 B095003

歌剧表演实验

（Opear performance
experiment）

2 64 2 考查 B095004

重唱

（Duet）
2 32 2 考查 B095015 新课程

小计 12 128 128 0 0 0 0 0 0 4 4 4 0

方向

二电

脑音

乐制

作方

向

高级和声

（The Advanced
Harmony）

2 32 2 考试 B095007

作曲法

（French Composer）
2 32 2 考试 B095009

配器法

（Orchestration）
2 32 2 考试 B095008

电脑音乐制作

（Computer music
production）

2 16 32 2 考查 B095016 学时变化

电脑音乐制作实验

（Computer music
production experiments）

2 64 2 考查 B095011

流行歌曲创作

（Pop songs creation）
1 16 1 考查 B095012

考试方式

变化

流行歌曲创作实验

（Pop songs creation
experiment）

1 32 1 考查 B095013

小计 12 128 128 0 0 0 0 0 0 4 5 3 0

7.专业任选课

最低要求学分：7

修课

要求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选修

*文艺演出策划与组织

（Planning and Organizing
Theatrical Performances）

2 16 32 2 考查 B096008

*舞台灯光音响使用与维

护实验（Stage lighting
sound use and maintenance
experiment）

1 32 1 考查 B096002

*钢琴调律与乐器保养

（Piano tuning and
instrument maintenance）

2 16 32 2 考查 B09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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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表演实验

（Stage performance
experiment）

1 32 1 考查 B096005

*现代综艺节目创作实验

（Modern variety program
creation experiment）

1 32 1 考查 B096004

音乐表演美学

（Music Performance
Aesthetics）

2 32 2 考查 B095001

中西音乐文化对比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usic Culture）

2 32 2 考查 B096007

小计 11 96 160 0 0 0 0 0 0 4 4 3 0
8.集中性实践环节

最低要求学分：32

修课

要求
实践环节名称 学分 周数

学年、学期、学分
考核

方式
课程编码 备注一 二 三 四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必修

军事理论与技能

（Military theory skills） 2 2 2 考查 B197001

公益劳动

（Labor for the collective welfare） （1） 考查

安全教育

（Safety education） （2） 考查

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 （2） 考查

音乐会观摩 1
（Concert observation 1） 2 2 2 考查 B097008

音乐会观摩 2
（Concert observation 2） 2 2 2 考查 B097001 学时学分

变化

音乐会观摩 3
（Concert observation 3） 2 2 2 考查 B097002 学时学分

变化

文艺演出策划与组织实践 1
（Planning and Organizing Theatrical
Performances practice 1）

1 1 1 考查 B097003 学时学分

变化

文艺演出策划与组织实践 2
（Planning and Organizing Theatrical
Performances practice 2）

1 1 1 考查 B097006

文艺演出策划与组织实践 3
（Planning and Organizing Theatrical
Performances practice 3）

1 1 1 考查 B097004 新加课

民歌调查

（Investigation of folk songs） 2 2 2 考查 B097007

舞台表演实践 1
（Stage performance practice1） 1 1 1 考查 B097021 新加课

舞台表演实践 2
（Stage performance practice2） 2 2 2 考查 B097011

课程名称

加上了序

号

化妆与造型实践

（Makeup and modeling experiments） 1 1 1 考查 B097015 方向一：声

乐演唱

歌剧表演实践 1
（Opera performance practice1） 2 2 2 考查 B097013 方向一：声

乐演唱

歌剧表演实践 2
（Opera performance practice 2） 1 1 1 考查 B097014 方向一：声

乐演唱

电脑音乐制作实践

（Computer music production） 2 2 2 考查 B097017
方向二：电

脑音乐制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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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创作实践

（Pop songs creation practice） 2 2 2 考查 B097016
方向二：电

脑音乐制

作

毕业设计（音乐会）

（Graduation Concert） 2 2 2 考查 B097022 周数变化、

名称变化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4 4 4 考查 B097023 新加课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Graduation thesis and reply） 8 8 8 考查 B097020 名称变化

小计 38 38 2 2 1 2 2 6 7 16

十、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基础乐理

《基础乐理》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基础必修课，是音乐基础理论课

程，培养学生掌握从事音乐活动和音乐教育工作必须具备的乐理基本知识

与能力（包括音高、音值、节奏、音程、和弦、调式等），并通过广泛地

分析实例作品，加强对乐理知识的感性认识，以积累音乐经验，开拓艺术

视野。

本课程是音乐学习的基础理论课程，计划

在第一学期开课。要想正常进行之后的课程学

习，必须掌握本课程的理论知识。

视唱练耳

《视唱练耳》课程是音乐表演学习中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

它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对提高和培养学生的音乐修养具有重要意

义。视唱练耳课程开设的目的是，组织并发展学生的音乐听觉（包括内心

听觉），培养领会、分析和表达音乐语言各种要素的能力，发展音乐记忆

力。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扩大音乐视野，积累音乐语汇，提高音乐

素养，培养创造意识，为学生专业课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的学习有两个部分：视唱学习、练

耳训练。计划在第一学期开课。《基础乐理》

为学生识谱提供了理论基础，《声乐演唱》为

学生唱谱提供了演唱技能。

视唱练耳实验

1-2

《视唱练耳实验 1-2》课程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

为实验课程，是《视唱练耳》课程的延续性课程。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学

生通过视唱训练提高学生识谱、音准、唱谱及节奏演唱能力；听觉训练的

趣味活动从多角度提高听觉的敏感度和准确性。目的是通过实验教学环节

组织并发展学生的唱谱、听觉（包括内心听觉）、培养学生领会与分析和

表达音乐语言各种要素的能力。

本课程计划在第二、三学期开课。先修课

程为《视唱练耳》，在实验课程中，单声部视

唱曲目要求难度必须多变化音和转调、离调；

二声部视唱曲目，要求必须有复调、卡农、和

声等，每个声部也要多变化音。练耳训练中必

须掌握单音、音程、和弦、节奏、旋律的听记

能力。

钢琴基础 1-2

《钢琴基础 1-2》课程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通过

对钢琴发展史、基本弹奏法等相关理论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

的钢琴弹奏能力、鉴赏能力及音乐表达能力。通过学习，使学生具备基本

的钢琴弹奏技能、音乐表达能力及相应的视奏水平，熟悉不同类型的钢琴

作品，以达到能够独立完成作品弹奏的能力。

本课程计划在第一、三学期开课。先修课

程为《基础乐理》，在学习钢琴演奏前，学生

必须掌握基本的读谱能力。

钢琴基础实验

1-2

《钢琴基础实验 1-2》课程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

在前一学期《钢琴基础》的学习基础之上，实验学期重点训练学生的基本

演奏能力，培养学生相应的视奏能力，并在本实验课程中带领学生熟悉不

同类型的钢琴作品。

本课程计划在第二、四学期开课，先修课

程为《钢琴基础》。学习本课程前必须掌握基

本的演奏理论，在实验课程中，根据老师的指

导与示范教学，加强学生的演奏能力。

初级和声

《初级和声》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本课程主要是

通过学习多声部音乐中的和声材料、和声手法以及和声功能逻辑，掌握主

调音乐写作与分析的基本方法；本课程注重和声现象的分析，培养和声听

觉及和声思维能力。

本课程计划在第二学期开课。先修课程为

《基础乐理》，通过音乐基础理论的学习，掌

握基本的音程、和弦知识，便于本课程的学习，

同时，本课程的学习也为电脑音乐制作方向学

生《高级和声》《配器法》等课程的学习做了

理论铺垫。

中国音乐史

《中国音乐史》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本课程主要

对中国各个时期的音乐、律学知识、音乐美学、表演形式、历史事件、重

要人物及其代表作品以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讲解，使学生对中

国音乐历史发展脉络有详细的了解。

本课程为一门音乐理论课程，计划在第三

学期开课。本课程的学习为之后《西方音乐史》

《民族音乐概论》《音乐欣赏》《论文写作》

《歌剧表演》《中西音乐文化对比》等课程的

学习做了理论铺垫。

西方音乐史

《西方音乐史》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本课程依次

讲述自古希腊以来的古罗马音乐、中世纪音乐、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巴洛

克音乐、古典主义音乐、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音乐、民族乐派、新古典主

义等各时期的发展脉络、音乐理论、重要历史事件、代表人物、作品、美

学思想等内容，并结合对音乐作品的欣赏，加强学生对各时期音乐风格的

认识与与理解。

本课程为一门音乐理论课程，计划在第四

学期开课。本课程的学习为之后《音乐欣赏》

《论文写作》《歌剧表演》《中西音乐文化对

比》等课程的学习做了理论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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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概论

《民族音乐概论》课程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本课

程教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的民间歌曲、民族器乐、戏曲音乐、

说唱音乐及歌舞音乐，通过对各门类历史概论、音乐形态、发展脉络、不

同时期的风格特点的讲解，以及各门类的代表人物、作品赏析、学唱，使

学生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知。

本课程计划在第五学期开课。先修课程为

《中国音乐史》，重点对地方民歌、小调等进

行鉴赏，结合《声乐演唱》课程教学，为学生

把握民族声乐作品风格做好理论铺垫。

电声乐器实验

1-4

《电声乐器实验 1-4》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本课

程分四个学期开设，通过电声乐器的演奏教学、乐队编排教学，培养学生

乐器演奏、乐队排练与协作能力。

本课程计划在第一至四学期开课。先修课

程为《基础乐理》《声乐演唱》《钢琴基础》

等课程，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为之后《艺术

实践实验》等课程提供能力支持。

舞蹈

《舞蹈》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内容主要是

古典芭蕾的地面训练、扶把训练和中间训练三个部分，通过芭蕾科学的舞

蹈体系和程式化的动作特征，训练学生身体各个技能的柔韧性、协调性和

灵活性，改变学生自然的体态，培养学生自然挺拔、优雅的气质。

《舞蹈》课程与音乐表演专业其他课程是

相辅相成的关系，计划在第二学期开课。它既

锻炼了学生的自身形体，又锻炼了协调性，同

时提高了学生的自信心和对舞台的驾驭能力，

在学习肢体语言的同时，更好的将其灵活用运

到舞台表演当中。

舞蹈实验

《舞蹈实验》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是《舞

蹈》的延续性课程，通过大量不同风格舞蹈的学习，塑造学生挺拔的体态

和优雅的气质，增强学生身体的协调性、灵活性和稳定性，提高和丰富肢

体的表现力，使其具备一定的舞蹈表演能力，能够完成基本的舞台表演，

同时培养学生良好音乐感觉和音乐节奏，增强舞台的表现力和自信度，让

学生在舞动的过程中感受形体艺术的魅力。

本课程计划在第三学期开课。本门课程中，

学生应学习不同民族民间舞蹈风格特征和动

律特点；巩固不同风格作品的舞蹈剧目学习；

掌握舞蹈剧目的排练方法和技巧。

音乐欣赏

《音乐欣赏》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结合当

今社会需要、结合教师资格证考试要求，通过对不同形式的音乐作品的鉴

赏与学习，使学生的音乐修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并使学生的音乐

视野得到全面性开拓。

本计划在第四学期开课。先修课程《中国

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民族音乐概论》等，

对本课程中音乐作品的欣赏与学习，可以为之

后《歌剧表演》《音乐剧赏析》《流行歌曲创

作》等课程的学习做好准备。

电脑音乐制作

（初级）

《电脑音乐制作（初级）》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

是一门实用性与技能性紧密结合的课程。学生通过学习初步认识电脑音

乐、熟悉作曲软件、学习及掌握数字音频、录音等专业软件，能简单运用

电脑音乐系统制作音乐作品，为将来向电脑音乐制作方向的发展奠定基

础。

本课程包含实验学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将所学理论应用

于实践。

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需要掌握简单的电

脑音乐系统设备的使用方法，熟悉

Cakewalk/SONAR基本操作、掌握打谱软件的

功能使用，将为电脑音乐制作方向学生的专业

学习做好铺垫与引导。

作品分析

《作品分析》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着重学

习作品曲式结构与音乐分析，使学生了解、掌握曲式结构原则和各种曲式

的类型，掌握分析音乐作品的方法，并对音乐作品的结构和风格具有一定

的分析能力与表述能力。

本课程计划在第五学期开课。先修课程

《基础乐理》《初级和声》为本课程奠定了理

论基础，本课程又为之后开设的理论、技能课

程具有推动作用。

声乐艺术研究

《声乐艺术研究》课程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本课

程通过对各个时期声乐艺术的发展、音乐审美、歌唱技术概况等做详细的

讲解与探究，使学生在学习声乐演唱时，能够区分不同时期、不同作曲家

创作的音乐风格并能把握不同作品的演唱风格，在了解声乐发展历史的基

础上去进行专业的学习与演唱。

本课程在音乐史类的基础上开展，计划在

第四学期开课。结合《声乐演唱》的技能学习

及声乐老师小课中讲授的不同时期风格的把

握，使学生能够对声乐艺术有更深刻的了解。

开设本课程时，学生的声乐演唱能力与声音审

美能力已经有了一定的提升，此时开设本课

程，为《声乐演唱》提供了历史文化积累及理

论支撑，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去把握演唱作品的

风格。

音乐美学

《音乐美学》课程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选修课。本课程为

音乐学及美学的交叉学科，主要以哲学思辨为主、以聆听音乐为辅助的理

论课程。通过学习和培养学生认识音乐的本质、音乐的功能与价值、审美

特征、音乐表现的美学特征的能力，学习音乐实践的美学原理及音乐美学

思想发展的历史；引导学生透过感性音乐现象进行理性思考，并能将理论

运用于音乐实践中，对音乐实践加以评论，从而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

加强学生的音乐理论修养。

《音乐美学》课程的开设完善了学生的知

识结构，对学生艺术鉴赏能力、审美能力、艺

术修养的提高提供了理论支持。为今后《音乐

欣赏》《音乐表演美学》等课程的学习奠定了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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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演唱 1-6

《声乐演唱 1-6》是音乐表演专业本科学生的专业核心课程，是训练

学生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进行歌唱、运用人声进行艺术表现的一门课程。

同时，本课程贯穿了本科一至三年级，根据新生入校时的专业汇报情况，

所有声乐老师首先进行学生分配，然后针对各自所分配学生的演唱基础与

专业能力，分别对他们进行一对一或分组教学，并根据学生的自身特点，

选择适合他们的演唱方法（美声、民族、通俗）。本课程在讲授科学的发

声方法及如何掌握歌唱呼吸、声区统一、吐字清晰、共鸣腔运用等知识的

同时，带领学生学习处理不同风格的声乐作品。

本课程是一门综合性技能课程，计划在第

一至六学期开课。教学重点在于指导学生如何

将技术熟练运用到演唱中去，及如何正确处理

声乐作品并塑造正确的声音形象；难点在于声

音的正确审美认知及对抽象的声音、肌肉感受

的控制。学习本门课程，学生必须要具备积极

主动地演唱欲望及良好的音乐素养、文化素

养；声乐演唱伴随学生的本科四年，为演出、

比赛、音乐会、歌剧表演等提供了技术能力支

持。

声乐演唱实验

1-5

《声乐演唱实验 1-5》是音乐表演专业本科学生的专业核心课。本课

程开设的目的在于配合声乐技能课教学，通过伴奏老师和伴奏及跟课两个

教学环节，辅助及配合声乐教师指导学生的声乐作品演唱。

本课程计划在第三至七学期开课。开设意

义在于辅助《声乐演唱》课程教学，伴奏老师

负责学生作品节奏、音准等问题的解决，学生

必须在本课程中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后再到

《声乐演唱》课中处理技术问题。

艺术实践 1-5
《艺术实践 1-5》课程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本课程包

含理论讲授环节与实验环节，上课形式主要为围绕每一学期穿插进行（非

集中性实践环节）的各类观摩学习进行的活动指导与总结。

本课程主要为总结性指导教学，计划在第

三至七学期开课。本课程在教师的指导下，学

生应积极参与本学期（非集中性实践环节）的

各类观摩学习活动，并做好预习、总结工作。

钢琴伴奏

《钢琴伴奏》课程为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 。本课程学习

如何即兴演奏钢琴伴奏，这是一种仅根据旋律便可弹出包括伴奏于一体的

多声部音乐的技能，学生需具备一定的和声知识、钢琴演奏能力和迅速的

反应力，培养学生自行独立弹好一首歌曲的钢琴即兴伴奏。

本课程计划在第四学期开课。学习前提是

具备一定的键盘和声知识、并能在完成基础钢

琴技术的积累后，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掌握一

般的钢琴伴奏技能。

钢琴伴奏实验

1-2

《钢琴伴奏实验 1-2》课程为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 ，为

《钢琴伴奏》的后续课程，重点根据《钢琴伴奏》课程的学习，进行大量

的演奏实验，增强学生的伴奏能力。

本课程计划在第五、六学期开课。学生应

基本掌握讲解内容中的相关技巧，逐渐过渡到

实战类型的应用体验。

合唱指挥

《合唱指挥》课程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本课程主要是

培养学生的合唱意识、指挥技术及综合的合唱音乐素质。其中包括多声部

音乐演唱的音律、音准、声部个性的统一平衡，音乐情感表现的律动变化，

合唱声音训练、指挥的基本方法与指挥动作的理论知识。

本课程计划在第五学期开课。学习中，学

生必须掌握《基础乐理》中的各种基础音乐理

论知识，掌握《声乐演唱》中学习的演唱技能

与声音控制能力，从而进行合唱与指挥训练。

合唱指挥实验

1-2

《合唱指挥实验 1-2》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本课程是

《合唱指挥》的顺延课程，在本课程中，主要通过大量的合唱作品排练，

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合唱概念、基本要素、合唱原理，掌握合唱与指挥的基

本方式，培养学生对合唱的欣赏能力、解读合唱总谱能力和训练合唱队及

演出等综合能力，促进学生创造力的全面发展。

本课程计划在第六、七学期开课。学习中，

是在《合唱指挥》基础上进行更多合唱曲目的

学习与训练，学生需要具备团队协作意识，保

证整个合唱团队的正常排练。

论文写作

《论文写作》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本课程通过结合实

例的讲解与分析，使学生能够对包括选择研究课题的策略和方法、整理与

分析文献资料的方法以及如何撰写文献摘要、开题报告、文献综述等各类

研究方法的运用和要求有基本的了解，并掌握学位论文写作能力在内的基

本科研能力。结合文科各类题型写作进行相关写作技能的训练，为毕业论

文写作起到理论基础与指导的作用。

本课程计划在第七学期开课。学习过程

中，学生应学习如何去查阅文献资料，如何去

命题写作，多写多练，从而掌握基本的论文写

作能力。

正音与台词

《正音与台词》是音乐表演专业（声乐演唱方向）的一门专业方向课

程。语言是一门艺术，普通话是我国国语，作为一名艺术表演专业的学生，

应具备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的能力，方言或不良的发声习惯都会影

响学生的声乐演唱。本课程教学过程中，将尽力提高学生对歌唱语言发音

的重视，积极传授歌唱语言发音的基础知识，对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进行

学习、纠正、练习，不断提高学生歌唱语音的纯正度、清晰度，为学生的

台词演说、声乐演唱提供帮助。同时，本课程也包含了意大利基本语音的

学习，为学生学唱意大利原文作品打下基础。

本课程计划在第五学期开课。在学生具备

一定演唱能力后，通过对学生进行理论讲解、

语音发音练习，纠正学生歌唱中不正确的发音

方法与习惯。《正音与台词》为《声乐演唱》

《舞台表演》《歌剧表演实验》等涉及到发音、

台词演说的课程提供技术支持，所以在学习过

程中一定要多读多练，保证发音的纯正性，为

演唱、台词打好基础。

化妆与造型

《化妆与造型》课程是音乐表演专业的声乐演唱方向的专业方向课。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是在人的自然相貌和整体形象的基础上，运用彩妆产品

和化妆工具，对人的面部五官及其他部位进行渲染、描画、整理，以增强

立体印象、调整形色，增添真实自然的美感。本课程使学生了解面部骨骼

结构，明晰标准脸型，掌握五官比例关系；同时熟知在舞台演出时，怎样

根据舞台灯光以及表演风格来修饰自己，并且通过不同的化妆手法来掩盖

自身不足，从而达到标准的三庭五眼比例，展现完美的舞台效果。

本课程包含实验学时，通过化妆与造型实训，增强学生的化妆造型能

力。

本课程计划在第六学期开课。本课程是为

音乐表演学生参加实践演出服务的，在掌握理

论知识的同时，要注重实验训练，增强自己的

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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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教学法

《声乐教学法》是音乐表演专业中声乐演唱方向的专业方向课。声乐

专业的学生除了会唱，还要会教。声乐有一套严格的训练模式与教学体系

——科学的、通用的、有效的、稳定的体系，在声乐表演和教学中，每个

人都是特殊的、唯一的（当然包含共性）。一名声乐教师将来要面对许许

多多的“特殊”和“唯一”，要解决学生各种各样的歌唱问题并使他们达到一

定歌唱水平，老师只会唱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会教，“会唱”与“会教”之
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很大不同。

本课程包含实验学时，在实验过程中，切入实际，明确教学目标，通

过对理论、技能知识、解决方法等实际应用，极大地丰富、加强了“会教”
的相关内容，为学生演唱能力与教学能力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计划在第七学期开课。是在学生通

过《声乐演唱》课程学习，基本掌握了声乐演

唱技能、树立了正确的声音审美的基础上开设

的。声音是抽象的，学生必须训练一双好耳朵，

帮助自己以后的学生辨别声音的正误；学生必

须掌握因材施教的各种方法，应对自己以后学

生课堂上出现的问题。

歌剧表演

《歌剧表演》课是音乐表演专业中声乐演唱方向的一门专业方向课。

歌剧是一门集音乐、戏剧、舞蹈、文学、舞台美术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

本课程从歌剧概念、体裁形式、内容、音乐等方面对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

分析，通过对中、西方歌剧剧目的赏析，带领学生走进歌剧艺术，提高学

生的剧目审美能力。本课程的学习同时也为下学期的歌剧表演实验环节做

好准备。

本课程计划在第五学期开课。在学习了

《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欣赏》

等理论课程的前提下进行，重点通过不同时期

不同作曲家音乐风格的异同、经典剧目鉴赏、

演唱风格把握等方面进行课程学习。

歌剧表演实验

《歌剧表演实验》是音乐表演专业中声乐演唱方向的专业方向课。本

课程配合声乐技能课教学，在上学期《歌剧表演》课程基础上，通过歌剧

排练训练学生的歌剧剧目、片段的表演能力，培养学生音乐表演的综合能

力与统合能力。通过教师的辅导，使学生掌握歌剧演员艺术创作的自我感

觉、掌握一整套舞台上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

本课程计划在第七学期开课。学习了《歌

剧表演》、《舞台表演实验》、《声乐演唱》

课程后进行的，学生应在结合技能与理论的学

习，完整学习、演唱布置的歌剧作品，将歌剧

表演要素掌握清晰，大胆进行作品演绎。在各

组排练时，每一位同学都要参与到实验课程中

来，积极参与歌剧的排练工作。另外，同学之

间要相互观摩，课堂上相互配合、相互磨合，

及时进行交流，在积极协作中完成体验与体现

的相互统一。

重唱

《重唱》是音乐表演专业声乐演唱方向的一门专业方向课。重唱是声

乐演唱形式之一，是一部歌剧不可缺少的环节。它分为二重唱、三重唱、

四重唱、五重唱甚至九到十人简单重复的重唱。在格局中是十分有效的手

法，透过和声对位的技巧，来表现同一内容或完全不同的内容，造成生动

的戏剧性和立体化效果。

本课程计划在第六学期开课。要在学习了

《声乐演唱》《初级和声》《歌剧表演》等课

程的前提下开设的，通过对歌剧作品中的重唱

形式进行学习与排练，为下学期学生进行《歌

剧表演实验》做好准备。

高级和声

《高级和声》是音乐表演专业的电脑音乐制作方向的一门专业方向

课。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和声学的基础理论知识，以

适应毕业后从事音乐教学工作的需要。本课程重点是通过学习多声部音乐

中的和声材料、和声手法以及和声功能逻辑，掌握主调音乐分析的基本方

法，注重和声现象的分析。

本课程计划在第五学期开课。在学习了

《初级和声》课程的基础上进行的，学生在学

习本门课程前，必须掌握初级和声的基本理论

与和弦连接、和声手法写作能力。

作曲法

《作曲法》是音乐表演专业电脑音乐音乐制作方向的一门专业方向

课。主要学习音乐主题创作、音乐主题发展手法、主题对比手法、曲式、

体裁等内容，一方面为学生提供作曲技术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培养了学

生的作曲能力。

本课程计划在第五学期开课。在学习了

《初级和声》《高级和声》课程的基础上进行

的，学生在学习本门课程前，必须掌握和声的

基本理论与和声手法写作能力。

配器法

《配器法》是音乐表演专业电脑音乐制作方向的专业方向课。本课程

是将管弦乐配器中，乐队思维的培养、器乐性能的把握、器乐想象力的展

开与发挥伴随创作的全过程，与音乐的原始创作关系十分密切。

本门课程计划在第六学期开课。学习前，

学生必须掌握和声的基本理论与和声手法写

作能力。课程学习中，要了解乐队编制，运用

乐队的音响特性、音乐语言形式，以千变万化

的音色与形态的多种可能性来完成音乐的写

作。

电脑音乐制作

《电脑音乐制作》是音乐表演专业中电脑音乐制作方向的一门专业方

向课。在前期初级课程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录音与合成

过程，全面接触“从乐谱到音响”、“从音响效果到音响产品”知识和要领。

本课程计划在第六学期开课。在学习了

《电脑音乐制作（初级）》课程的基础上进行

的，是对初级课程的进一步深化。

电脑音乐制作

实验

《电脑音乐制作实验》是音乐表演专业中电脑音乐制作方向的一门专

业方向课。本课程配合上学期《电脑音乐制作》理论课程教学，通过软件

实际操作、不同风格作品的录入调整，训练学生的电脑音乐制作能力。。

本课程计划在第七学期开课。在《电脑音

乐制作（初级）》实验环节及《电脑音乐制作》

理论深化学习的基础上开设的，是《电脑音乐

制作》的顺延课程。本课程学习时，学生应利

用电脑音乐设备进行独立创作，并与配器、作

曲法、和声等基础知识结合起来，发挥其优势，

达到创作的完整性。创作的音乐作品可以以乐

队形式实际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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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创作

《流行歌曲创作》是音乐表演专业电脑音乐制作方向的专业方向课。

本课程主要讲授有关流行歌曲形象的塑造、音乐主题的发展手法及对各种

流行音乐体裁的识别等歌曲创作方法，以及流行歌曲创作方面的各种技

巧，为学生今后从事流行音乐相关工作打下基础。

本课程计划在第六学期开课。是在《作曲

法》《高级和声》《配器法》《声乐演唱》等

课程的前提下开设的，要结合技能与理论进行

学习。

流行歌曲创作

实验

《流行歌曲创作实验》是音乐表演专业中电脑音乐制作方向的专业方

向课。本课程配合声乐演唱技能课教学，在《流行歌曲创作》课程基础上，

通过歌剧流行歌曲创编训练，培养学生的流行音乐思维模式。

本课程计划在第七学期开课。本课程的学

习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将所学理论

应用于实践，在掌握流行歌曲创作的基本方法

后，积极、认真的投入到学习中，独立完成相

关作品的创作环节。

文艺演出策划

与组织

《文艺演出策划与组织》课程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本

课程包含实验学时，以实例为主线贯穿知识的讲解，指导学生从事文艺演

出时——从策划、筹备、到实施、组织等各方面的方法与技能。通过学习

和训练，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

文艺演出活动中节目的策划、创编和组织的综合能力，从而胜能够任社会

艺术实践中的文艺演出策划与组织等相关艺术实践活动。

本课程计划在第五学期开课。本课程的学

习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将所学理论

应用于实践，在掌握文艺演出策划与组织的基

本方法后，积极、认真的投入到实验环节中，

独立完成各种命题的文艺演出的策划与组织。

舞台灯光音响

使用与维护

《舞台灯光音响使用与维护实验》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

课。本课程结合《文艺演出策划与组织》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进行舞台

演出中灯光与音响的配合运用能力。

本课程计划在第五学期开课。与《文艺演

出策划与组织》紧密结合，学习过程中应熟练

掌握舞台各类设备的搭配原理与使用方法，学

会各类舞台设备的基本维护方法，并将所学方

法运用于实践。

钢琴调律与乐

器保养

《钢琴调律与乐器保养》是我校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本

课程将钢琴构造与拆装、钢琴调律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以及其他乐器的保

养、维护的方法与操作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包含实验学时，通过理论讲解

与指导学生亲自动手操作，使学生掌握钢琴调律与乐器保养的基本能力。

本课程计划在第六学期开课。选学本课程

需要在学习中掌握钢琴调律与乐器保养的基

本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将所学

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为之后的钢琴调律与乐

器保养能力做好铺垫。

舞台表演实验

《舞台表演实验》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本课程通过对

小品、剧目的排练，训练学生的表演能力。通过教师的辅导，使学生了解

艺术创作的自我感觉、掌握一整套舞台上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

本课程的学习中，应注意观察其他同学在

排练、作品展示时的过程，掌握不同体裁作品

的表演技巧，恰当运用、掌握形体与面部表情、

眼神、台风等肢体表达语言，从而更好地为表

演服务。同时本课程的开设为《歌剧表演实验》

及其他舞台实践课程做了技术铺垫。

现代综艺节目

创作实验

《现代综艺节目创作实验》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通过

观摩现代综艺节目，对比中外（如日韩、欧美）综艺节目现状，以及对电

视综艺节目的属性特征以及传播特性、创作原则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电视

综艺节目项目制作管理的方法，了解一个优秀综艺节目项目负责人该如何

更好地管理项目，创作出受观众欢迎、高质量的电视综艺节目的。

本课程计划在第七学期开课。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为学生毕业后选择媒体行业做了铺垫，

学生在学习本门课程时，应对综艺节目的发展

趋势、现存问题有一定的见解，并逐步激发创

作灵感，提高创作能力。

音乐表演美学

《音乐表演美学》课程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它是音乐

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既具有音乐美学的特点，又区别于一般的音乐美学，

主要研究音乐表演艺术实践中的各种现象及其本质与规律，具有自身特殊

的可操作性，有助于人们在音乐表演中的艺术创造实践。对音乐表演来说，

音乐表演美学影响着表演者的表演技巧、艺术风格、审美意识、创造激情、

文化底蕴等，是从社会科学的范畴利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

音乐的实践活动。《音乐表演美学》是音乐表演艺术的核心，是音乐表演

艺术升华到更高境界的基石，对音乐艺术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本课程计划在第六学期开课。《音乐表演

美学》课程的开设完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对

学生艺术鉴赏能力、审美能力、艺术修养的提

高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西音乐文化

对比

《中西音乐文化比较》是音乐表演专业的一门专业任选课，本课程是

比较音乐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本课程主要是利用比较音乐学的理论和

观点，对中西音乐的特征、中西音乐的文化背景、中西音乐的文化价值等

方面进行了多视角的比较研究，批判欧洲音乐中心论，探讨中国传统音乐

的价值和地位。通过对中西音乐的比较，旨在用一种更为开阔、更为深远

的视野关注人类的音乐，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体现在音乐理论研

究和音乐教育的实践之中，使学生掌握中西音乐文化的差异，提升视听欣

赏水平，对比中西音乐特点取长补短，在对比中总结经验，为日后学习更

高层次的音乐表演课程打下基础。

本课程计划在第七学期开课。本课程是在

学习了《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

美学》《音乐表演美学》等课程的基础上开设

的，要建立在了解熟知中西方音乐发展史的前

提下，更好的对中西音乐文化的各方面进行比

较和研究。同时，本课程的学习也促进音乐表

演学生在整个艺术生涯中有更高层次的音乐

欣赏水平。

音乐会观摩 1-3

《音乐会观摩》是音乐表演专业的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除带领学生

对音乐会、演出进行观摩外，还到相关音乐地区、院校进行交流与实践。

本课程开设的目的是，通过观摩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从而树立更高

的音乐学习目标。实习期间收集相关资料，为实习后进行的实习报告撰写

做一定的准备。通过实习，能够进一步扩大学生的专业知识视野，为毕业

后从事音乐演出相关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基本要求

（1）实习过程中听从指导教师的安排，充分

利用实践活动提升自身专业能力。

（2）认真做好实习笔记，尤其注意与后续课

程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

（3）实习后应提交详细的实习报告，以此作

为考核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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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演出策划

与组织实践 1-3

《文艺演出策划与组织实践》是音乐表演专业的集中性实践教学环

节。本课程开设目的是，通过集中实践让学生了解掌握文艺演出策划的相

关知识、实践技巧；并让学生将实际的观摩与理论相结合，从而更好的促

进专业学习；使学生通过实际的参与、操作、策划、组织等实践环节，来

理解与学习本课程的实际应用过程，从而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文艺演出过程中节目的策划、创编和组织的综合

能力，为以后胜任社会艺术实践中的文艺演出策划与组织等相关活动打好

基础。

基本要求

（1）注意理论联系实践，基本理论知识与实

践能力的结合，实践后及时总结心得体会。

（2）注意从多角度、发散性思维等方面，全

面比较不同文艺演出形式的异同。

（3）实践期间观摩文艺演出时，要保持好音

乐厅的良好秩序，文明观看。

（4）强调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做调查

的过程中可以分小组进行实际考察。

民歌调查

《民歌调查》是音乐表演专业的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本课程是围绕

某一地域民间歌曲的产生、现状及风格特点，作品传承为中心，通过实地

考查、收集整理、学唱民歌等环节，全面的了解认知当地的民间歌曲，感

受最原汁原味的民歌艺术的无限魅力。

基本要求：

通过实地调查、收集整理民间歌曲的资料，从

而全面了解当地民间音乐的音乐形态与发展

脉络，能够学唱当地多首民间歌曲，并整理实

践报告。

舞台表演实践

1-2

《舞台表演实践》是音乐表演专业的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本课程是

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观摩舞台演出剧目、参与学校舞台剧目排练，在实

践过程中，提高学生对于舞台表演的感悟、认知与舞台把控能力，在第八

学期，学生将结合《声乐演唱》《钢琴基础》《舞蹈》《舞台表演实验》

等课程所学内容，在两周的《舞台表演实践》中进行集中性演练。

基本要求

（1）实习过程中听从指导教师的安排，充分

利用实践活动提升自身专业能力。

（2）要认真并做好实习笔记，尤其注意与后

续课程相关的材料收集整理。

（3）实习后应提交详细的实习报告，以此作

为考核依据。

现代综艺节目

创作实践

《现代综艺节目创作实践》是音乐表演专业的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本课程力求使同学们了解到一个优秀的电视综艺节目项目负责人该如何

更好地管理项目，创作出既受观众欢迎、又能体现出较高专业程度与艺术

品位的电视综艺节目。

基本要求

（1）学生积极、认真的投入到实践学习中。

（2）通过观摩，根据教师设定的节目要求，

设计一套完整的节目方案。

化妆与造型实

践

《化妆与造型实践》是音乐表演专业声乐演唱方向的集中性实践教学

环节。通过现场的化妆与造型实战实践，使学生将课堂中反复练习的妆容

应用到真实的演出中，从实践中总结、改正错误，积累经验，达到真正的

学以致用。

基本要求

（1）独立完成实习期间各项任务。

（2）能够正确判断出音乐类型适应的妆容，

快速完成妆面。

（3）对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可以独立解决

并且对问题进行总结。

歌剧表演实践

1-2

《歌剧表演实践》是音乐表演专业声乐演唱方向的集中性实践教学环

节。本课程开设是为了使学生熟悉歌剧排练、演出流程及要求，对歌剧表

演有更深的感悟与体会。学生在实习期间收集相关资料，为实习后进行的

论文撰写做一定的准备。通过本次实习，使学生能够将所学专业知识与歌

剧表演的现场观摩实践相结合，为毕业后从事演出相关工作打下一定的基

础。

基本要求

（1）实习过程中听从指导教师的安排，充分

利用实践活动提升自身专业能力。

（2）认真做好实习笔记，尤其注意与后续课

程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

（3）本学期最少 1次走进歌剧演出现场观摩

歌剧演出并进行交流，并在指导老师带领下亲

自参与歌剧表演实践。

（4）实习后应提交详细的实习报告，以此作

为考核依据。

电脑音乐制作

实践

《电脑音乐制作实践》是音乐表演专业声乐演唱方向的集中性实践教

学环节。通过本次实践环节，使学生对电脑音乐制作有全面的认识和熟练

使用的能力，为将来从事音乐制作行业奠定坚实的专业基础与实践经验。

基本要求

（1）能够熟练使用各种软件。

（2）规定学时内完成实验项目、独立完成作

品制作与展示。

流行歌曲创作

实践

《流行歌曲创作实践》是音乐表演专业声乐演唱方向的集中性实践教

学环节。通过本环节教学，可以使学生熟练掌握流行歌曲创作能力，为以

后从事流行歌曲创作方面的工作、相关实践活动打下基础，培养学生与时

俱进的流行音乐制作的思维模式。

基本要求

（1）对软件、器材熟练操作。

（2）实践过程中，注重独立性学习、操作能

力的训练，能够自己独立完成相关作品的创

作。

（3）认真并做好笔记，注意不同软件的操作

方法的异同。

（4）注重创作歌曲的试唱环节，以此反复推

敲作品，做出适当修改调整。

（5）实践环节结束时，进行新作品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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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音乐

会）

通过音乐会准备、排练与演出，提高学生专业水平与实际演出能力，

一方面督促学生专业的学习，另一方面也是对学生在四年中所学专业知识

及专业技能的一次集中展现的过程。实践过程中排练所涉及的曲目，为之

后的论文撰写做一定的准备。通过毕业音乐会，可以为学生毕业后从事音

乐表演相关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同时，通过毕业音乐会也能检验学生的

舞台表演能力以及完成专业音乐会的组织、策划、演出能力。

基本要求

（1）积极配合指导老师进行毕业音乐会曲目

的制定与排练。

（2）能够将基础课程学习的知识技能进行展

示，大胆去进行作品演绎。

（3）每位同学都要积极参与到毕业音乐会的

排练中，服从教师安排，充分提升自身专业能

力。

（4）本专业的毕业设计表现形式：用系列声

乐作品表现专业技术水平(可包含独唱、重唱、

合唱等演唱形式)。其中，美声唱法毕业生所选

曲目中，必需包含不少于 2首外国声乐作品，

并用原文进行演唱（作品总数不少于 6首）；

民族唱法毕业生所选曲目中，必需包含不少于

2 首地方民歌或小调作品（作品总数不少于 6
首）;通俗唱法毕业生所选曲目中，必须具备不

同风格（作品总数不少于 6首）。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音乐表演专业学生毕业环节之一，学生在实习单位担

任与音乐课程相关的教学、辅导、演出培训等工作。通过毕业实习，提高

学生对所学理论与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同时也是对学生毕业后从事教育

工作的一次实地练兵。

基本要求

（1）根据实习单位的具体要求，学生应担任

与音乐课程相关的教学、辅导、演出培训等工

作。

（2）了解、掌握专业教学实践的所有环节与

内容。

（3）积极参与实践内容的每一个环节，实践

结束时要总结经验和自我改进。

毕业设计（论

文、答辩）

毕业论文是对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提升理论研究水平等方面的综合检

验，通过毕业论文培养学生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能力，培养学生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独立完成课题研究工作的能力，并能够掌握音乐研究的一般手

段与方法，熟练掌握撰写科研论文的写法，为今后开展本专业科研工作打

下基础。

基本要求

（1）本专业的主要专业方向为声乐演唱方向、

电脑音乐制作方向。

（2）毕业论文必须与所学专业相关，论文能

够提出论点并进行论述。

（3）《开题报告》内容一般包括：课题的意

义，国内外发展状况，本课题的研究内容、研

究方法和研究步骤、时间安排、预期成果以及

主要参考资料等，字数在 1500到 2000字之间。

（4）毕业论文的撰写要论点清楚，论据充分，

文字流畅。

（5）教师在指导学生毕业论文过程中，积极

培养学生的独立创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强化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与创新意识，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6）毕业答辩在答辩委员会的指导下，本专

业设置答辩小组，人数为 3～5名。成员可以

是本专业或本学院教师，也可以是其他学院教

师或校外具有相当职称的人员。答辩小组应认

真听取学生的毕业音乐会和审阅论文，以公

正、严谨的态度，给予学生成绩的评定。

十一、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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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共课课程介绍及修读指导建议

课程名称 课程介绍 修读指导建议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中宣部、教育部规定的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程系列中的其中一门课程，是为全校各专业开设的通识教育必

修课。“基础”课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的是：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

教育为基本内容，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大学新生面临和关心

的实际问题予以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以适应大学生成长成才的

需要，引导大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培养良好的道德素质和法

律素质，树立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与行为

规范，使大学生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修读本门课程要求学生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习和掌握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修养的基本知识，

注重联系实际，做到知行统一。用基本观点和原理

指导自己的人生规划、规范自己的行为，积极观察

社会、发现问题并努力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

才能领略本课程的精神实质。建议修读学期为大学

一年级。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本科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之一，

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

治、实现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历史。开设本课程，主要是帮助学

生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

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

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和怎样选择了改革

开放。

本课程要求学生懂得近现代中国为救亡图存和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

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

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

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

的旧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

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认清只有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和发

展中国。本课程建议在第一或第二学期。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概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讲述的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

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是关于资本

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马

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

科学体系；同时，还包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

著作和基本原理，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

科学体系，使学生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内容，

树立科学的思维方法，并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处理各种实际问题。建议

开设在第三或第四学期。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是高等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 2005方案中的骨干、核心课程。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认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

飞跃的理论成果。本课程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

介绍，重点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及其最新理

论发展。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理论成果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历

史地位和作用，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和精神实质，帮助他们确立科学社会主义信仰和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帮助他们构建观

察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提高他们认识和分析现实

问题的能力，达到学生真学、真信和会用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建议开设在第三或第四学期。

形势与政策

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加深对国内外局势以及重大时政热

点事件的认识，帮助其正确分析认识党和国家面临国际国内形势以

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形势与政策观，掌握科

学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方式、方法，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坚定信心和决心、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引导学生从国家发展和民

族复兴的高度认识自己，把握自己，拓宽视野，开阔胸襟，立志奋

斗，积极投身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把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最终目标。 课程围绕党的十八大

以来各行各业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发挥工科高校学科优势，回应学

生关心的科技前沿信息，以科技发展进步为线索，努力引导学生认

识当今国际大势和国家走向，从民族未来中看到个人的前途和责任。

通过课程教学为国家培养出数以千万计的思想觉悟高、精神面貌好、

人生价值科学、社会追求高尚的人才。

形势与政策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居于基础理论的

地位，与其他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是个别与一般的

关系。形势与政策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逻辑

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也有着密切联系，站在

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最前沿来反映、吸纳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学习本课程要求

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抽象和思维能力和探索精神。

本门课程是时效性非常强，要随时把国内的理论政

策和时政热点传达给学生，因此建议开设在第一至

七学期。

军事理论与技能

军事理论与技能是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的必修课。课程以国

防教育为主线，以军事理论教学为重点，通过军事教学（含军事理

论教学和军事技能训练），使学生掌握基本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

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强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加

强组织纪律性，促进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储备

合格后备兵员和培养预备役军官打下坚实基础，适应我国人才培养

战略目标和加强国防兵备力量建设的需要，为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

义事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服务。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中及以上学习水平。其中

军事技能训练部分要求学生身体健康，能够从事基

本的训练，不符合条件的学生可申请见习。退役士

兵可申请免修。建议在大学第一学期开设。其中军

事理论教学在保证总课时量的基础上也可分布在多

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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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与文化

遗产

本课程是一门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公共任选课，主要讲述目前全球

各地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由来、种类、分布及保护开发利用的现

状，向学生介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让学生

在欣赏人类伟大创造力杰作与自然界壮美景色的同时，切身感受世

界遗产正在面临的各种威胁。课程还通过对中国境内的世界遗产（含

预备世界遗产名录）的形成、分布、价值、保护利用的原则、方法

的介绍和分析，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积淀的理解和认识，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保护的责任感。

修读该门课程要求学生掌握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

主要概念和相关理论，了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

要性，对世界各重要文明区域的历史文化、风景名

胜有所认识，提高对人类文明史及生存自然环境的

认识。同时，希望学生在学习本课程后，能更加关

注自己家乡地的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能够以国际

先进的遗产保护理念来认识和尝试形成保护传承本

土自然与文化遗产的思路。先修课程为中学阶段的

历史和地理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文学修养

《文学修养》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教育必修课，是人文素质

类公共基础课，其宗旨在于提高理工院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讲授内容主要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

的古今中外经典篇目为主，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汉语语言文学方面

的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使学生在已有的语文知识、能力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汉语言文学和中国文化方面的素养，提高对

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

修读本门课程要求学生掌握诗歌、小说、散文、戏

剧的主要概念和相关理论，经典作品的思想内容与

艺术特色。另外，学生在课余时间应大量阅读文学

作品，经常写读书笔记等。希望通过《文学修养》

的学习，帮助学生打好文学的底子，将来能熟练地

运用这个工具为所从事的学科服务。同时增强学生

的人文素养，加深对人生对艺术的理解。先修课程

为中学阶段的语文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2学
期。

中国传统文化概

论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是全校各专业公共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博

大精深，其核心精神是“做人”。我们现在使用的教材是文法学院自编

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身》。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一方面可使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在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公共道

德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成为有个人修养和文化修养的读书人，另一

方面，也可以提高大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成为国家

各方面建设栋梁之材打下基础。

“做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们中小学教育重视知识传授，忽略了“做人”教育。

为提高教学效果，建议增加《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教学时数，由目前 16学时增加为 32学时。

大学英语 I

《大学英语 I》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

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

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英语综

合应用能力，使他们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

同时增强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今后工作、进一步

学习和进行国际交流的需要。

《大学英语 I》是我校非英语专业学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课程实施

分级教学，根据学生高考成绩、入学考试成绩和各学院的具体要求

对学生进行分级，具体分为 BC两个层次。B级学生在完成《大学英

语 I》阶段的学习之后，实现从高中英语到大学英语教学的过渡与转

变，能够基本适应大学英语的教学模式和课程要求，并开始学会独

立学习，减少对教师的依赖程度。到《大学英语 I》学习结束时，学

生在读、写、译等方面应能够达到大学英语二级水平。C级学生基

础相对较弱，在夯实高中语言基础知识（语音、语法和词汇等）的

同时引导学生发展运用这些知识进行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活

动的能力，学习结束能够达到大学英语一级水平。

修读本门课程需对高中阶段基础语言知识进行梳

理、总结，在老师指导下逐步完成课前预习，积极

参与课堂活动，认真完成课后作业，建议修读学期

为第 1学期。与高中英语不同的是听说能力成为考

查要点，修读过程中应注重听说能力的练习，学期

末口语考试需达标。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进

行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构成，平

时成绩包括考勤、课堂、课外（含平时测验，口语，

竞赛成绩等）3部分，满分 100，占总成绩的 50%，

期末卷面 50%。旷课 3次取消考试资格。

大学英语 Ⅱ

《大学英语 Ⅱ》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

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

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 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英语

综合应用能力，使他们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

同时增强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今后工作、进一步

学习和进行国际交流的需要。

《大学英语 Ⅱ》是我校非英语专业学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课程实

施分级教学，根据学生高考成绩、入学考试成绩和各学院的具体要

求对学生进行分级，具体分为 BC两个层次。B级的学生在本阶段以

提高英语综合能力为主，训练 学生听懂英语授课、日常英语谈话

和一般性题材的讲座，能运用较多的听力技巧；能读懂一般性题材

的英文文章，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20词；阅读、翻译、写作能力

达到大学英语四级水平。C级的学生在本阶段已基本适应大学英语

的教学模式和课程要求，并开始学会独立学习，减少对教师的依赖

程度。到学习结束时，学生在读、写、译等方面应能够达到大学英

语二级水平。

B级学生修读本门课程需具备较好的英语基础，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二学期。本学期会进行大量听说读

写译的训练，切实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学生需积极参与课堂活动，能够独立学习，通过四

级考试。C级学生修读本门课程需基本学会独立学

习，能认真完成课前预习，积极参与课堂活动，认

真完成课后作业，建议修读学期为第二学期。本课

程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

和期末考试成绩构成，平时成绩包括考勤、课堂、

课外（含平时测验，口语，竞赛成绩等）3部分，

满分 100，占总成绩的 50%，期末卷面 50%。旷课 3
次取消考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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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 Ⅲ

《大学英语 Ⅲ》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

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

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 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英语

综合应用能力，使他们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

同时增强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今后工作、进一步

学 习 和 进 行 国 际 交 流 的 需 要 。

《大学英语 Ⅲ》是我校非英语专业学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课程实

施分级教学，根据学生高考成绩、入学考试成绩和各学院的具体要

求对学生进行分级，具体分为 BC两个层次。B级的学生在本阶段以

提高英语综合能力为主，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英语翻译

与文化》、ESP 等提高能力的课程。文化与翻译课程是人们研究文

化与语言或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并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与文化

之间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异同的课程。 文化与翻译这门课主要通

过系统的学习，培养学生对英汉语言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初步了解

英汉翻译的基础理论和英汉两种语言的异同，并掌握常用的英汉翻

译技巧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在提高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

翻译能力，同时助其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的翻译。ESP 课程是与

某职业范畴或学科领域紧密相关的,具有服务于某特定行业的明确目

的的课程。ESP 课程的任务是以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为主，帮

助学生了解和掌握相关专业英语词汇和表达方式，培养和提高与专

业目的相匹配的听说读写译等语言应用能力。ESP 课程是大学英语

的后续课程，是各专业双语教学的前期课程，是衔接大学 EGP教学

和专业双语教学的过渡课程。C 级的学生在本阶段以提高英语综合

能力为主，训练学生听懂英语授课、日常英语谈话和一般性题材的

讲座，能运用较多的听力技巧；能读懂一般性题材的英文文章，阅

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20词；阅读、翻译、写作能力达到大学英语四

级水平。

B级学生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较好的英语综合能

力，先修课程为《大学英语 I》和《大学英语 II》，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的

方式进行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构

成，平时成绩包括考勤、课堂、课外（含平时测验，

竞赛成绩等）3部分，满分 100，占总成绩的 50%，

期末卷面 50%。旷课 3次取消考试资格.C级学生生

修读本门课程需具备较好的英语基础，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三学期。本学期会进行大量听说读写译的训

练，切实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学生需积

极参与课堂活动，能够独立学习，通过四级考试。

大学英语 I（艺术

高职类）

《大学英语 I》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

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

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 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英语综

合应用能力，使他们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

同时增强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今后工作、进一步

学 习 和 进 行 国 际 交 流 的 需 要 。

大学英语 D级主要面向艺术、高职类学生，难度上低于普通本科生

的大学英语课程。在内容上与我校艺术学院的各个专业有一定的相

关性，在教材的选取上做到适用、实用、简约和励志，保持唯实性、

简约性、实用性和教育性的特色，满足广大师生教与学的需求。在

教学中主要侧重语言知识的培养，包括基础语音、基本语法知识、

词汇积累与扩展、常用构词法、基本句型等；同时引导学生逐步提

高应用技能，例如听说技能，读写技能、初步的翻译能力等。帮助

学生逐步适应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学会相对独立学习，能够意识到

到文化差异、欣赏英美文化、了解相关文化背景知识。

D 级学生修读本门课程需具备高中基础的英语知

识，对语法、词汇、语音等有基础的了解。修读过

程中应注重听说能力的练习，学期末口语考试需达

标。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考核，成绩由

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构成，平时成绩包括考勤、

课堂、课外（含平时测验，口语，竞赛成绩等）3
部分，满分 100，占总成绩的 50%，期末卷面 50%。

旷课 3次取消考试资格.

大学英语 Ⅱ（艺

术高职类）

《大学英语 Ⅱ》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

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

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 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英语

综合应用能力，使他们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

同时增强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今后工作、进一步

学 习 和 进 行 国 际 交 流 的 需 要 。

大学英语 D级主要面向艺术、高职类学生，难度上低于普通本科生

的大学英语课程。在内容上与我校艺术学院的各个专业有一定的相

关性，在教材的选取上做到适用、实用、简约和励志，保持唯实性、

简约性、实用性和教育性的特色，满足广大师生教与学的需求。在

教学中除了继续关注基础语言知识的培养外，还着力提高应用技能，

例如听说技能，读写技能、初步的翻译能力等。学生基本适应大学

英语教学模式，学会独立学习，掌握一定的学习策略。学习结束能

够达到大学英语一级水平。

D 级学生修读本门课程需完成先修课程《大学英语

I》的学习，适应大学英语教学模式，能在老师指导

下逐步完成课前预习，积极参与课堂活动，认真完

成课后作业。除完成基础知识的学习外，还需提高

听说读写译等综合应用能力。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

的方式进行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

构成，平时成绩包括考勤、课堂、课外（含平时测

验，口语，竞赛成绩等）3部分，满分 100，占总成

绩的 50%，期末卷面 50%。旷课 3次取消考试资格.

大学英语 Ⅲ（艺

术高职类）

《大学英语 Ⅲ》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

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

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 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英语

综合应用能力，使他们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

D级学生修读本门课程需完成先修课程《大学英语

2》的学习，适应大学英语教学模式，能够独立完成

学习过程。本学期学生需努力提高听说读写译等综

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本课程采取闭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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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增强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今后工作、进一步

学 习 和 进 行 国 际 交 流 的 需 要 。

大学英语 D级主要面向艺术、高职类学生，难度上低于普通本科生

的大学英语课程。在内容上与我校艺术学院的各个专业有一定的相

关性，在教材的选取上做到适用、实用、简约和励志，保持唯实性、

简约性、实用性和教育性的特色，满足广大师生教与学的需求。学

生在本阶段以提高英语综合能力为主，训练学生听懂英语授课、日

常英语谈话和一般性题材的讲座，能运用较多的听力技巧；能读懂

一般性题材的英文文章，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100词；阅读、翻译、

写作能力达到大学英语二级水平。

试的方式进行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

绩构成，平时成绩包括考勤、课堂、课外（含平时

测验，口语，竞赛成绩等）3部分，满分 100，占总

成绩的 50%，期末卷面 50%。旷课 3次取消考试资

格。

雅思英语 1

This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freshmen majoring in Oenology. The
course covers 64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The course is
designed to help the students prepare for the IELTS exam, so it will
introduce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ELTS and some skills related
with it. IELTS English 1 focuses on some relatively easy question types
in reading, such as T/F/NG, multiple choices, diagram completion and so
on. It will also help to improve four basic skills in learning English: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You are required to do a presentation in each class
(recitation, speech, book/movie review, news report,
etc). You should listen very carefully in class and take
notes for the skills, and you are expected to finish the
relevant exercises and reading assignments in and out
of class on your own. You will also have a mid-term
test.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雅思英语 2

This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freshmen majoring in Oenology. The
course covers 64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The course is
designed to help the students prepare for the IELTS exam, so it will
introduce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ELTS and some skills related
with it. IELTS English 2 focuses on listening practice especially for
Section 1 and Section 2 in IELTS listening part. It will also help to
improve four basic skills in learning English: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You are required to do a presentation in each class
(recitation, speech, book/movie review, news report,
etc). You are expected to get accustomed to a variety
of accents in English, especially British accents and
some useful skills for IELTS listening. You should try
to recite the material given to you for each lecture
which aims train your pronunciation and finish the
exercises which follows. And you will also have a
mid-term test.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雅思英语 3

IELTS English 3, one of the compulsory basic courses for non-English
major students, covers 64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in the third
semester. The focus of this course is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and skills
of both reading and listening tasks in IELTS test.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learn to do the following:
-To know the format of IELTS test;
-To be familiar with IELTS reading and master skills for doing academic
reading exercises;
-learn to master the frequently used vocabulary, fixed expressions and
structures in academic readings;
-improve English proficiency in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using English in all
aspects and it is an imperative foundation of other subsequent courses.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some of them have to be handed on in
required format. You will do group work with your
teammates and make a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semester. In-class practices will also be involved.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group work and quiz.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y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learning,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final exam as well as IELTS
test.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Do have an official written leave permit for
your absence.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t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英语阅读

This course is intended to provide reading skills, to enlarge students’
vocabulary, and their schemata about various subjects and fields of study
or knowledge,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ir reading efficiency, develop
techniques that will help them read with comprehension and read faster
and develop their reasoning power. This course focuses on reading
efficiency and flexibility. Reading efficiency refers to the
accomplishment of a reading task within an appropriate time frame and
with appropriate comprehension. Reading flexibility means the ability to
adjust the reading rate and methods to suit the type of the material to be
read and the purpose for reading.

By taking part in classroom activity and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lecture, reading and discussion in class,
stud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reading Section B for a
given time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on topics covered
in the material.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read Home
Reading & answer questions on it before coming to
class. Other requirements include after-class reading
and reports. Students each are required to read
extensively on various subjects outsid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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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口语

English Speaking Practice, a mandatory course for Applied Chemistry
majors, covers 32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learn to do the following:
-master the basic speaking skills;
-use English in daily conversation fluently and appropriately;
-improve English proficiency in Speaking;
-try to correct your pronunciation through imitation and practice;
This course is also designed to help prepare you for using English in all
aspects.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You have to practice English speaking
after class and make presentations during class.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in-class
performance.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writ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school-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英语听力

This is a compulsory basic course for freshmen majoring in Applied
Chemistry. The study of Audio-visual Course intends to help th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bilities with given classic listening
and visual materials. Audio-visual Course focuses on three listening
skills: grasping main ideas, the ability to catch numbers and anticipation
(prediction). One semester (16 weeks, six credit hours each week) is
scheduled for this course.

In class you may listen to some material, watch some
episodes of certain movies and do some exercises
following it. Also dictation will be taken in class to
prepare for CET 4. You are required to listen to VOA
special English for at least ten minutes each day after
class. Quizzes will be taken once one month on
vocabulary in textbook and VOA listening materials.
Your grades of each quiz will occupy certain
proportion of your final grades. Some materials in the
textbook are expected to listen after class.

雅思培训

This is a compulsory basic course for freshmen majoring in Applied
Chemistry. covers 96 credit hours over 16 weeks per semester.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learn to master the frequently used vocabulary, fixed expressions and
structures;
-learn to appreciate the structure, theme, style and rhetorical features of
English articles;
-learn to use English in daily communication fluently and appropriately;
-improve English proficiency in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Translation;
-prepare for taking IELTS.

You are expected to do homework independently after
each lecture; some of them have to be handed on in
required format. During class, you will also have
chances to do in-class practice which should be
finished during class. Please refer to the COURSE
SCHEDUEL for details.

You will receive detaile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on your homework and quiz.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your writing, and i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aspects you ne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increase your
chances of passing the exit exam.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Any
absence, no matter with permission or without, will
lead to a loss of points in your final grade.

英语诵读

This is a compulsory basic course for freshmen majoring in Applied
Chemistry, engaging in English pronunciation,intonation and the reading
ability. This class will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best of cutting edge
information on the acquisition of phonology, along with practical
techniques for improving learners’ pronunciation. Our focus will be on
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 of the individual English sounds, stress, rhythm
and intonation. This course will build your confidence in your spoken
English, and have a better performance in other courses such as
interpreting classes.

You will listen and imitate several English passages
out of class. Try to record your speech for
self-correction. Additionally you will have an oral
report in class for peer-correction. Finally you will
have a test about basic knowledge of English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and an oral test.

1134



英语写作

This course is a basic compulsory course for Applied Chemistry majors.
It will cover the semester—16 weeks, three credit hours, engaging in
multiple writing tasks and exercises starting from the very basic
knowledge in English writing. Students will be engaged in multiple
writing tasks associated with our lives in various communities. Our focus
will be CV, reference letter, application letter and so on, paving the way
for their writing in their future career and further study.

You are expected to finish the relevant exercises and
reading assignments in and out of class on your own.
Additionally you will have at least two in-class
quizzes. These quizzes are designed to be very much
like the final exam that you must pas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Attendance at class sessions and at conferences is
mandatory. Please have written proof of a university/
college-excused absence if you are absent.

西方国家社会与

文化

In this class, you will do the following:
-understand the United States
-understand the UK and European countries
Focus on: geographical feature, education, history, literature, holidays,
politics, economy and etiquette.

You are expected to do presentations. You will receive
grades on your assignments and feedback from your
instructor. This feedback will help you know deeply
about the basic situation and manners abroad.

大学体育

一、课程性质

《大学体育》课程是大学生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通过合理的

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

体育素养为主要目标的公共必修课程；是学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高等学校体育工作的中心环节。”
二、教学目的

体育课程要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的主要目

标，分为“基本目标”和“发展目标”。作为我们学校一、二年级的体育

课程教学来说，必须达到“基本目标”的要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运动参与目标：积极参与各种体育活动并基本形成自觉锻炼的习

惯，基本形成终身体育的意识，能够编制可行的个人锻炼计划，具

有一定的体育文化欣赏能力。

2、运动技能目标：熟练掌握两项以上健身运动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能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掌握常见运动创伤

的处置方法。

3、身体健康目标：能测试和评价体质健康状况，掌握有效提高身体

素质、全面发展体能的知识与方法；能合理选择人体需要的健康营

养食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具有健康的

体魄。

4、心理健康目标：根据自己的能力设置体育学习目标；自觉通过体

育活动改善心理状态、克服心理障碍，养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运用适宜的方法调节自己的情绪；在运动中体验运动的乐趣和成功

的感觉。

5、社会适应目标：表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合作精神；正确处理竞

争与合作的关系。

《大学体育》课程，大一、大二四个学期完成，每

学期课内 28学时，课外 8学时，共计 144学时。

1、具体教学内容占上课时间的 80%，身体素质占

20%。

2、体育理论教学占总学时的 10%。

3、运动项目教学安排一学年，学生每学年只能选择

一项进行学习，第二学年另选一项学习。

大学计算机基础

《大学计算机基础》是为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入学后开设的第一门计

算机课程，是校级统一建设的通识教育课，是非计算机专业运用计

算机的基础性课程。通过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使学生掌握在信息

社会里更好地工作、学习和生活所必需具备的计算机基础知识与基

本操作技能，培养学生的计算机文化意识，掌握典型软、硬件系统

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其使用方法，了解程序和算法的概念、网络和因

特网资源、数据库和计算机时代的社会问题等知识，在综合思维能

力、综合表达能力及综合设计能力诸方面均能为后续学习专业领域

的实际问题打下一定的基础。

本课程通过对教学内容的基础性、科学性和前瞻性

的学习，体现以有效知识为主体，构建支持学生终

身学习的知识基础和能力基础。

信息检索

《信息检索》是在把握教学对象对理论知识“必要、适度、够用”的原

则下，系统介绍计算机网络技术、Internet 应用技术和信息检索技术

所涉及到各个方面的理论基础与技术基础知识；全面阐明计算机网

络技术、Internet应用技术和信息检索技术所涉及的各项基本概念和

基本工作原理，为今后学生利用网络知识和信息检索技能进行专业

知识学习和技能培养奠定理论基础。

本课程通过网络基础知识、 Internet 基础知识、

Internet 应用、搜索引擎使用、Web2.0 下网络资源

的使用、文献信息介绍、信息检索的基本知识、常

用的中外数字资源、特种文献检索技术等的学习，

掌握基本的信息检索能力和基本检索工具的使用。

程序设计基础

《程序设计基础（C++）》是大学计算机基础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

是非计算机专业大学生学习的编程基础课程，也是全校性公共基础

课。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的思想方法，并学会用 C++
作为工具来具体实现和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计算机程序设计

本课程是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抽象能力和基本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能力。学好 C++，
对深入理解程序设计、软件应用开发有着重要的意

义。使初学者掌握结构化程序设计的思想方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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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为今后进一步学习计算机专业知识、技术并应用计算机编程

解决自己专业领域的实际问题打下一定的基础。

学会用 C++语言作为工具来具体实现和解决实际问

题，并使初学计算机语言的人在学习与实践中逐步

养成良好的习惯，建立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

计算机网络技术

及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应用》是非计算机专业学生计算机基础教学的

核心课程之一。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 Internet应用的迅

速普及，计算机网络已经渗透到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等各个方面，

掌握计算机网络知识及应用技术已经成为 21世纪信息社会人才的基

本能力要求，开设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应用课程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

本课程内容选择和教学设计中遵循学生信息素养、计算思维和科学

修养的人才培养目标，为学生未来的科学研究、职业发展打好基础。

通常需要学生具备基本的计算机软硬件基础知识，可以作为“大学计

算机基础”课程的后续课程。同时，该课程又是网络系统开发类课程

的前导课程，为网络开发和运行提供网络硬件设施运行环境的基础

知识。

本课程教学目标：了解现代电子通信系统的基本概

念，理解信号、通信媒体、模拟通信与数字通信系

统的组成及基本工作原理；掌握计算机网络的基本

知识，包括网络模型、网络协议等；了解计算机网

络的基本组成，了解常用网络设备，包括网卡、交

换机、路由器等网络设备的基本工作原理；掌握基

本网络管理、常用网络服务的安装和配置方法；理

解计算机网络系统安全的相关概念，掌握计算机系

统安全的设置方法；掌握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获取、

信息发布等常用的网络应用能力。

数据库技术及应

用 I(Access)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I(Access)》是非计算机专业学生计算机基础教

学的核心课程之一。社会的信息化要求每一名大学生都必须具备较

高的信息素养，数据库技术是数据管理的专用技术，是计算机信息

系统的基础和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能够利用数据库工具对数据进

行基本的管理、分析、加工和利用，对于大学生是非常必要的。本

课程主要内容是了解数据库系统的基本概念、组成、数据模型和关

系数据库等；掌握 Access数据库的基本操作，包括表、查询、窗体、

报表和数据访问页等数据库对象的创建与使用；熟悉数据库的应用

开发与程序设计，包括宏，菜单，窗体，控件设计基础、基本程序

结构、模块、创建数据库应用程序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数据库的基本概念

和简单 SQL 语言的使用，掌握 Access 的使用，并

能利用数据库工具设计、开发简单的数据库应用实

例。通过大量典型案例的学习，增强知识的应用性

和可操作性。课堂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注重培

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多媒体技术及应

用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是大学计算机基础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是

非计算机专业的必修课，是通识教育课。本课程要求学生了解多媒

体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理解多媒体应用系统的设计原则与

方法，掌握多媒体处理技术及相应工具软件的基本操作和常用多媒

体创作工具的使用方法与技巧。本课程注重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

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本课程的前期课程是《大学计算机基础》，

它为本课程提供计算机硬软件、以及网络基础知识，又为学习其他

的课程打下基础。学生在掌握计算机基本知识基础上来学习该课程，

了解多媒体技术的基本原理，从而掌握各项多媒体工具制作方法，

理论结合实际，有效提高自己应用能力。

本课程由点到面、由易到难的内容安排，附有通俗

易懂的操作示例，让学生学以致用，触类旁通，用

最短的时间获得各种多媒体应用工具软件的基本操

作技能和使用经验。在理解多媒体应用设计原理的

基础上，能够使用专业创作工具，进行多媒体应用

系统的设计与开发。最终实现学生能灵活运用所学

的知识解决多媒体实际应用问题。

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是一门探索人生价值、启迪职业智慧、分

享职场经验、学习通用技能的兼具人文内涵和实践导向的综合性课

程。这门课程既强调职业在人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又关注学生的

全面成长和终身发展。通过激发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自主意识，

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促使大学生理性地规划自身未来的发展，并努

力在学习过程中提高生涯管理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心理学、教育学等知识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或 2学期。

创业教育与就业

指导

本课程是为大学本科生的“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必修课程。“创业

教育”以系统的创业理论为指导，围绕大学生创业的实践需求，聚焦

创业思维、创业精神、创业原理和创业技能等元素。在重点提升创

业思维的基础上，学习和掌握创业启动、创业经营和创业成长等方

面的重要原理和实践方法，从而为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创新技

能和创业才干打下扎实的基础。“就业指导”是为适应当前的就业形

势，针对大学生的特点而开设的一门课程。通过教学，让学生比较

全面地了解就业指导的理论体系，熟悉国家就业政策，掌握求职技

巧和有关的法律知识，懂得如何求职就业，提高大学生主动适应社

会的能力。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思想品德、职业生涯规划、相

关法律以及本专业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通过对这

些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观和就业观，

激发职业生涯发展的自主意识，促使大学生理性地

规划自身未来的发展，并努力在学习过程中自觉地

提高职业生涯管理能力。本课程的后续课程是管理

学、市场营销学、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电子商

务与网络营销等，进一步夯实创业和就业基础。本

课程的考核方式：线上课程考核、平时考核和期末

作业相结合，其中，线上课程考核占 40%，包括线

上考试和线上作业两部分；平时考核包括课堂表现

与出勤，占 15%；期末作业成绩占 45%。

高等数学Ⅰ

本课程是为我校机电类、计科类、信息类等各本科专业学生开设的

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在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开设，共计 176学时。

本课程主要包括：一元函数微积分学、向量代数和空间解析几何、

多元函数微分学、多元函数积分学（包括二重、三重积分；曲线、

曲面积分）、无穷级数（包括傅里叶级数）和常微分方程等方面的

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本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

算技能。

该课程必须先学习初等数学内容，有一定的初等数

学的基础知识才能更好地掌握本门课程。安排在第

一学年学习，目的是为后续专业基础必修课、专业

课的学习提供必须的数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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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Ⅱ

本课程是为我校轻工类、化工类等各本科专业的学生开设的一门专

业基础必修课程,在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开设，共计 144学时。本课

程主要包括：一元函数微积分学、向量代数和空间解析几何、多元

函数微分学、多元函数积分学（仅含二重积分）、无穷级数（不包

括傅里叶级数）和常微分方程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

本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技能。

该课程必须先学习初等数学内容，有一定的初等数

学的基础知识才能更好地掌握本门课程。安排在第

一学年学习，目的是为后续专业基础必修课、专业

课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高等数学Ⅲ

本课程是为我校机械学院工业设计专业及文法学院的行政管理、公

共事业管理等本科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安排在在第一学

期和第二学期开设，共计 96学时。本课程主要包括：一元函数微积

分学和常微分方程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本课程的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技能。

修读此课程前须学习初等数学，才能更好地掌握本

门课程，为后续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奠定必

要的数学基础。

微积分

本课程是为我校经济类、管理类等各本科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

基础必修课程,在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开设，共计 128学时。本课程

主要包括：一元函数微积分学、多元函数微分学、多元函数积分学

（仅含二重积分）、无穷级数（不包括傅里叶级数）和常微分方程

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本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和基本运算技能。

该课程的先修课程为初等数学，有一定的初等数学

的基础才能更好地掌握本门课程。安排在第一学年

学习，目的是为后续专业基础必修课、专业课的学

习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

线性代数 I

线性代数 I是我校理工类、经济类、管理类等各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

必修课。本课程主要讨论有限维线性空间的线性理论与方法。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及社会科学中常用的

矩阵方法、线性方程组、二次型等理论及其相关知识,并具有熟练的

矩阵运算能力和用矩阵方法解决一些工程和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从
而为学习后继课程及进一步扩大数学知识面打下良好的基础。

线性代数是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是学习后续专

业课程及相关课程的基础。先修课程为初等数学，

并建议在修读完高等数学（或微积分）后再行开设。

线性代数 II

线性代数 II是我校理工科部分专业的一门基础必修课。本课程主要

讨论有限维线性空间的线性理论与方法，具有较强的逻辑性、抽象

性与广泛的实用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工程动手术中常

用的矩阵方法、线性方程组、二次型等理论及其相关的基础知识,并
具有熟练的矩阵运算能力和用矩阵方法解决一些实际工程，工业问

题的能力,从而为学习后继课程及进一步扩大数学知识面打下良好的

基础。

线性代数是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是学习后续专

业课程及相关课程的基础。先修课程为初等数学，

并建议在修读完高等数学（或微积分）后再行开设。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 I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统计规律性的数学学科。本课程

主要内容包括：概率论基本概念、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多维随机变

量、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大数定理与中心极限定理、数理统计的

基本概念、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等。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

握概率统计的基本概念，了解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学生初

步掌握处理随机现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概率统计方

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概率统计的学习需要高等数学作为基础，因而高等

数学的学习和掌握是学习概率统计的前提,本课程

是后续专业课程及相关课程的基础。

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 II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统计规律的重要数学分支，它是

教学计划之内的一门重要基础理论课。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

掌握概率统计的基本概念、了解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学生

初步掌握处理随机现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概率统计

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概率统计的学习需要高等数学作为基础，因而高等

数学的学习和掌握是学习概率统计的前提,本课程

是后续专业课程及相关处理实验数据课程的基础。

数学模型

本课程是使学生掌握数学建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从实际问题出发，

建立数学模型，借助计算机，通过学生亲自设计和动手，体验解决

问题的全过程，从数学建模中去探索、学习和发现数学规律，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运用所学知识，建

立数学模型，使用计算机并利用数学软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

终达到提高学生数学素质和综合能力的目的。

学习本课程的大部分内容只需要高等数学、线性代

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离散数学等基本数学知识。

从本课程学到的思想方法对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具

有积极意义。

复变函数与积分

变换

复变函数是研究复变数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积分变换是自然科学

与多种工程技术中不可缺少的运算工具。它们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专业的一门基础课，是学习后继专业课的必备基础。通过复变函

数的学习，使学生获得解析函数、复变函数的积分、级数和留数等

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运算技能；通过积分变换的学习，应

使学生理解积分变换的基本概念，掌握基本变换公式，了解积分变

换公式表的使用，会利用积分变换的性质及积分变换表解一些典型

微分方程。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具有抽象思维能力、逻

辑推理能力与判断能力、自学能力、比较熟练的综合运算能力。

本课程是高等数学课程的延续，对后续专业课程：

如：电磁场，信号处理等专业课程的学习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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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Ⅰ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基本运动形式、相互作用的自然科

学。它的基本理论渗透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应用于生产技术的

许多部门，是其他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以物理学基础为内

容的大学物理Ⅰ课程，是我校理工科各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通识性

必修基础课。该课程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构

成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

员所必备的。大学物理Ⅰ课程在为学生系统地打好必要的物理基础、

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探索精

神和创新意识等方面，具有其他课程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学物

理Ⅰ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力学、热学、电磁学、相对论和量子

物理等内容，通过学习，应使学生对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和基本方法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为进一步学习打下坚

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高中物理、高等数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3学期。

大学物理Ⅱ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基本运动形式、相互作用的自然科

学。它的基本理论渗透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应用于生产技术的

许多部门，是其他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以物理学基础为内

容的大学物理Ⅱ课程，是我校轻工、化工类各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

通识性必修基础课。该课程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

法是构成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和工程

技术人员所必备的。大学物理Ⅱ课程在为学生系统地打好必要的物

理基础、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

养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等方面，具有其他课程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大学物理Ⅱ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等

内容，通过学习，应使学生对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

方法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为进一步学习打下坚实的基

础。

先修课程高中物理、高等数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大学物理Ⅲ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基本运动形式、相互作用的自然科

学。它的基本理论渗透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应用于生产技术的

许多部门，是其他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以物理学基础为内

容的大学物理Ⅲ课程，是我校为部分工科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通识

性必修基础课。该课程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是

构成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

人员所必备的。大学物理Ⅲ课程在为学生系统地打好必要的物理基

础、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探

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等方面，具有其他课程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大

学物理Ⅲ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理论课 56学时，涵盖力学、热学、电

磁学等内容，大学物理实验 16学时。通过学习，应使学生对物理学

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

为进一步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先修课程高中物理、高等数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大学物理实验Ⅰ

物理实验是对高等学校理工科学生进行科学基本训练的一门独立的

必修基础课程，是学生进入大学后受到的系统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

训练的开端，是工科类专业对学生进行科学实验训练的重要基础。

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物理实验教学和物理理论教学

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既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和配合，又有各自

的任务和作用。教学内容主要涉及到力、热、电、光、近代物理各

领域的物理实验方法和技术的实验，有助于学生进一步深入理解物

理实验的设计思想和实验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能力，使学生了解科学实验的主要过程与基本方法，为今

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 3学期。

大学物理实验Ⅱ

物理实验是对高等学校理工科学生进行科学基本训练的一门独立的

必修基础课程，是学生进入大学后受到的系统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

训练的开端，是工科类专业对学生进行科学实验训练的重要基础。

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物理实验教学和物理理论教学

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既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和配合，又有各自

的任务和作用。教学内容主要涉及到力、热、电、光、近代物理各

领域的物理实验方法和技术的实验，有助于学生进一步深入理解物

理实验的设计思想和实验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能力，使学生了解科学实验的主要过程与基本方法，为今

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 3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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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实验Ⅲ

物理实验是对高等学校理工科学生进行科学基本训练的一门独立的

必修基础课程，是学生进入大学后受到的系统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

训练的开端，是工科类专业对学生进行科学实验训练的重要基础。

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物理实验教学和物理理论教学

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既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和配合，又有各自

的任务和作用。教学内容主要涉及到力、热、电、光、近代物理各

领域的物理实验方法和技术的实验，有助于学生进一步深入理解物

理实验的设计思想和实验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能力，使学生了解科学实验的主要过程与基本方法，为今

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先修课程大学物理；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 3学期。

无机及分析化学

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是我校化工类专业的主干基础课，是立足于新

的一门课程体系的基础之上，将原来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的基本内

容进行优化组合而成的一门课程。它涉及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轻

工学部（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印刷与包装

工程学院、皮革化学与工程学院、生物工程学院、造纸与植物资源

工程学院）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十几个本科专业。本课程主要

讲授“基础理论（第二、三章）、平衡（四、五、六、七章）、结构

（第八、九章）、性质（第十、十一章）、应用（第十二、十三章）”
五个组成部分。内容前后衔接、层层推进、逐渐深入，而应用贯穿

始终。从而形成了较严密的逻辑结构，为课堂教学提供了更易把握

的逻辑脉络。通过学习无机及分析化学，使学生理解并掌握物质结

构的基础理论、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及其具体应用、元素化学的基

本知识等，培养运用无机及分析化学的理论去解决一般无机及分析

化学问题的能力。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无机化学实验Ⅲ

《无机化学实验Ⅲ》是为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各专业应用型学生，

以及轻工学部、材料学院部分专业开设的必修的实验课。1.培养学生

掌握无机化学小量-半微量化实验方法和基本操作技能。培养学生实

事求是、严谨的科学态度，良好的科学素养以及良好的实验习惯；

2.使学生加深对无机化学中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理解，逐步学会准

确地观察和分析化学反应现象以及处理数据的方法，提高他们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培养学生具备独立进行实验工作的初步能

力，为后续的课程、科学研究和今后参加实际工作打下良好的化学

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1学期

分析化学实验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从事分析化学实验研究的

初步能力，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课程的理解。

通过分析化学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分

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熟悉并掌握化学

化工生产研究中典型仪器设备的操作，实验数据的基本测试技术。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2学期

有机化学 II

《有机化学Ⅱ》课程是应用型化学、化工、制药、药剂和应化专业

以及轻工学部和材料学院部分专业的必修基础课程。主要研究有机

化合物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和合成方法的科学。它与

化学的其它分支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无论从事轻

化工中的哪一个领域的工作，都必须具备有机化学基础知识。随着

时代的发展，有机化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该课程以官能团为教

学主线，烃、烃的衍生物为主要内容，授课突出知识性、连贯性和

系统性。强化有代表性的典型反应，增加反映有机化学发展的新内

容，加强和相近学科的联系。

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有机化学实验Ⅲ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从事有机化学实验研究的

初步能力，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课程的理解。

通过有机化学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分

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熟悉并掌握化学

化工生产研究中典型仪器设备的操作，实验数据的基本测试技术。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先修课程为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 II

物理化学是化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化学的基本理论。物理化

学课是占我校半数以上专业的主干基础课，它运用数学及物理的一

些理论和实验方法，研究化学变化及相变化过程的平衡规律及速率

规律。它对学生后续课程的深入学习及生产过程的实践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是化学化工类、材料类及轻工类相关专业重要的核心基础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概率与统计、大学物理、无

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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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是连接各基础化学课程及专业课程的枢纽。对学生的素质培养、

特别是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有重大影响。本课程要求学生系

统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知识、原理和方法，使学生学会从宏观、微

观多层次多角度看问题，抓住问题本质。为今后的专业学习及与化

学技术有关研究打下基础；掌握物理化学的科学思维方法，增强学

生在学习与科学研究中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物理化学实验Ⅲ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和训练，培养学生具有从事物理化学实验研究的

初步能力，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巩固和加深对所学理论课程的理解。

通过物理化学实验教学，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分

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熟悉并掌握化学

化工生产研究中典型仪器设备的操作，实验数据的基本测试技术。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先修课程为物理化学

II

化工原理 IV

化工原理是一门关于化学加工过程的技术基础课，它为过程工业（包

括化工、轻工、医药、食品、环境、材料、冶金等工业部门）提供

科学基础，对化工及相近学科的发展起支撑作用。化工原理课程主

要研究化工生产中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及其设备的设计、操作与调

节，以传递过程原理和研究方法论为主线，研究各个物理加工过程

的基本规律，典型设备的设计方法，过程的操作和调节原理。化工

原理课程教学包括理论课教学、实验课教学和课程设计三个环节。

本课程以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物理化学、工程制

图为先修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化工原理 III

本课程是化工、造纸、环境、应化、生工、材化、制药、酿酒等等

各专业的一门必修的骨干技术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以及相

应的专业课程的训练，要求学生能从事所学单元操作的设计、教学、

科研等工作。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的掌握化工单元操作的

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基本计算，熟悉主要操作设备的特点，并能

进行设计与选型，了解主要设备的操作与调节，培养学生的工程观

念，并使学生具有一定的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毕业后

从事化工类工程设计、操作与技术管理奠定必要的基础。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工程制图、大学物理、物理

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仪器分析Ⅱ

本课程是面向制药、药剂、应化、化工、高分子、材工、材化等专

业本科生开设的一门学科（专业）基础选修课。仪器分析在这些专

业及相关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工农业生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本课程较全面地介绍了多种仪器分析的原理、实验技术及应用

示例。课程教学内容共分 10章，主要介绍了分子吸光和发光分析法、

原子发射和吸收分析法、电导分析法、电解分析法、库仑分析法、

离子选择性电极分析法、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核磁共振

波谱法、质谱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基本计算及其应用。

同时注意发展趋势，适当介绍了仪器分析的前沿理论和技术，如超

临界流体色谱法等，以使学生能够较清晰地把握整个仪器分析的发

展现状和轮廓脉络。

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无机化学、分析

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
或 4学期

理论力学

理论力学是工科大学生的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它既是各门后续

力学课程的理论基础，又是一门具有完整体系并继续发展着的独立

的学科，在机械、土木建筑、航空航天等许多工程技术领域中有着

广泛的应用。

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内容分为三部分： 静力学、运动学、动力学。静

力学研究物体在力系作用下的平衡条件，主要包括物体的受力分析、

力系的等效替换（或简化）、各种力系的平衡条件及应用；运动学

研究物体运动的几何性质，主要包括点的运动学、刚体的简单运动、

点的合成运动、刚体的平面运动；动力学研究物体的机械运动与作

用力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质点动力学基本方程、动量定理、动量

矩定理、动能定理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质点、质点系和刚体机械运动（包

括平衡）的基本规律和研究方法，为后续相关课程的学习奠定理论

基础，并为将来学习和掌握新的科学技术创造条件；初步学会应用

理论力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一些简单的工程实际问题；培养

用力学分析的方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本课程用到较多的高等

数学方法的概念、公式，以及利用高等数学知识进

行具体的求解计算。本课程的后续课程是材料力学、

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是学习这些课程必要基础。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三学期。

工程力学

工程力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是后续多门课程的基础，

同时在许多工程技术领域中有着广泛的直接应用。本课程的任务是

使学生能够掌握基础的力系知识，并对简单的构件系统进行正确的

受力分析、画出受力图并进行相关计算；掌握多种构件变形及其变

形过程中其内力、应力的分析和计算方法；掌握构件的强度、刚度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等数学等知识基础，先修

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机械制图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第 4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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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稳定性分析理论在工程设计、事故分析等方面的应用，为经济合

理的设计构件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计算方法。通过学习《工程力

学》还可以有效的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

面提高。

材料力学

材料力学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

专业基础必修课。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课程。目的是培养

学生对构件的强度、刚度、稳定性有明确的基本概念，具有基本的

分析计算能力和实验动手能力。通过对材料力学课的学习，使学生

对机械设计时的材料选择、结构设计、强度刚度的计算、及静不定

的计算有一定的能力。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和理论力学，本课

程用到较多的高等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理论力学的静力学和动力

学的概念、公式。本课程的后续课程是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本课

程为后续课程提供了部分理论基础及基本公式。

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和理论力学，本课程用到

较多的高等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理论力学的静力

学和动力学的概念、公式。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
期。

机械制图

本课程是一门既有系统理论又有较强实践性的技术基础课。本课程

主要研究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的原理和方法，其内容结构分为四部

分：画法几何、制图基础、专业制图与计算机绘图，授课主要是以

课堂教学为主，可采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来提高教学效果。投

影理论部分主要讲基本体的投影及立体表面的交线，制图基础部分

主要讲组合体画法标注读图，专业制图部分主要讲零件图视图选择

工艺及技术要求，计算机绘图主要讲 AutoCAD 基本绘图方法及

PRO/E三维造型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用正投影法

图示空间几何形体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空间想象

力和空间构思能力；学会用正投影法绘制和阅读一般零件图和中等

复杂程度的装配图；掌握用计算机软件将工程图样电子化的能力。

本课程理论严谨，实践性强，与工程实践有密切的联系，对培养学

生掌握科学思维方法，增强工程意识和锻炼独立工作能力有重要作

用，是普通高等院校工科机械类相关专业必修的技术基础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平面图形及立体图形等基础

知识，先修课程为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1和 2学期。

工程制图

本课程是一门既有系统理论又有较强实践性的技术基础课。本课程

主要研究绘制和阅读工程图样的原理和方法，其内容结构分为四部

分：画法几何、制图基础、专业制图与计算机绘图。投影理论部分

主要讲基本体的投影及立体表面的交线，制图基础部分主要讲组合

体画法标注读图，专业制图部分主要讲零件图视图选择工艺及技术

要求，计算机绘图主要讲 AutoCAD基本绘图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掌握用正投影法图示空间几何形体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和空间构思能力；学会用正投影法绘

制和阅读工程图样的能力；掌握用计算机软件将工程图样电子化的

能力。本课程理论严谨，实践性强，与工程实践有密切的联系，对

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思维方法，增强工程意识和锻炼独立工作能力有

重要作用，是普通高等院校工科非机械专业必修的技术基础课程。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平面图形及立体图形等基础

知识，先修课程为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1和 2学期。

建筑制图

《建筑制图》课程是我校建筑类、装潢艺术设计、工业设计（文）

和其他工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该课程学习建筑工程图样的基本原

理和规则，系统介绍绘制和阅读建筑工程图样的方法，是一门实践

性很强的专业基础课，建筑工程图表达了建筑物的建筑、结构和设

备等设计的主要内容和技术要求，是建筑工程施工时的主要依据。

本课程的主要作用是培养学生具有绘制和阅读建筑工程图的基本能

力，具体地说，是通过制图理论的学习和制图作业的实践，培养学

生空间想象能力和构思能力，并熟悉建筑制图国家标准的规定，掌

握并应用各种图示方法来表达建筑工程和阅读建筑工程图。通过本

课的学习将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毕业设计等提供绘图和读图基

础；也为应用投影法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立体几何等知识基础，建议修读

学期为第 1或 2学期。

机械设计基础

机械设计基础是近机类各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它的任务

是使学生掌握常用机构和通用零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初步具

有这方面的分析、应用、设计能力，并通过必要的基本技能训练，

培养学生正确的设计思想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

人才奠定基础。因此在近机械类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和

作用，是高等工科院校中的一门主干课程，在人才培养的教学计划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课程注重对学生综合设计能力的培养，强调

培养学生表达设计对象的能力；突出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传统和现代

设计手段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创造性构思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制图、力学、材料等基本知

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工程制图、工程力学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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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总体把握设计方案的水平。在培养学生机构设计、通用零部件工

作能力设计与结构设计能力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锻炼学

生的工程实际设计能力。

机械设计基础Ⅰ

机械设计基础Ⅰ是机械类、近机类各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它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常用机构和通用零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

识，初步具有这方面的分析、应用、设计能力，并通过必要的基本

技能训练，培养学生正确的设计思想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为培养高

素质技能型人才奠定基础。因此在机械类及近机械类专业的教学计

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高等工科院校中的一门主干课程，在

人才培养的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课程注重对学生综合设

计能力的培养，强调培养学生表达设计对象的能力；突出培养学生

综合运用传统和现代设计手段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

提高学生创造性构思和总体把握设计方案的水平。在培养学生机构

设计、通用零部件工作能力设计与结构设计能力的基础上，突出学

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工程实际设计能力的锻炼。

在机械类或近机类课程体系中，机械设计基础Ⅰ是一门十分重要的

专业基础课，是机械类或近机类专业的必修课。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制图、力学、材料等基本知

识基础，先修课程为工程制图、工程力学等课程，

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学期。

机械原理

机械原理是研究机械基础理论的一门科学，是机械类各专业的一门

主干技术基础课程。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机构学和机器动力

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会各种常用基本机构的分

析和综合方法，并具有按照机械的使用要求进行机械传动系统方案

设计的初步能力。本课程为学生学习相关技术基础和专业课程起到

承前起后的作用，而且为今后从事机械设计和研究工作起到增强适

应能力和开发创新能力的作用。

本课程既具有一定的理论系统性及逻辑性，又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

性。本课程着重研究一般机械的共性问题，即机构的结构分析和综

合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类课程体系中，机械原理是一门十分重

要的专业核心课，是机械专业的必修课。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制图、力学等知识基础，先

修课程为机械制图、理论力学等课程，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4学期。

机械设计

机械设计是一门培养学生具有机械设计能力的技术基础课。在机械

类各专业教学计划中，它是主要课程。本课程在教学内容方面着重

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在培养实践能力方面着重设计构

思和设计技能的基本训练，使学生对工程实际具有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在设计中具有创新思维。

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类课程体系中，机械设计是一门十分重

要的专业核心课，是机械专业的必修课。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制图、力学、材料、机械原

理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机械制图、理论力学、

材料力学、机械原理、工程材料、互换性与测量技

术基础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学期。

工程训练 II

工程训练是一门实践性的技术基础课，是现代高等工程教育本科阶

段必修的实践教学环节，是工科类学生学习专业生产工艺、生产装

备的基础，是本科学生了解机械工程技术方面的必修课程。该课程

以培养工程类学生工程能力和创新意识为核心，主要内容包括工程

材料基础知识，铸造、锻造、焊接、常用机械加工、数控加工、特

种加工等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通过实践学习，提高识图能力，了

解机械制造的一般过程，熟悉机械零件的常用加工方法、所用主要

设备工作原理和典型机构、工夹量具以及安全操作技术。了解机械

制造的基本工艺知识。初步建立现代制造工程的概念，熟悉常见的

现代加工方法；掌握简单零件加工方法选择和工艺分析的能力；培

养经济观点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提高理论联系实际、工程

创新意识和综合工程实践能力。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一定识读工程图的能力，先

修课程为工程制图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或
4学期。

电路与模拟电子

技术

《电路与模拟电子技术》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物联网等专业的一

门非常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同时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本课

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电路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定律；电路的分析方法；

电路的暂态分析；正弦交流电路、磁路与铁心线圈电路；二极管和

晶体管；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电子电路中的反馈；直

流稳压电源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掌握电路和模拟

电子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基本定理以及基本的分析和计算

方法，并使学生受到必要的实验技能的训练，为学习后续相关课程

和将来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等知识

基础，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等课程，建

议修读学期为第 2或 3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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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

《电子技术》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等

专业的一门非常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同时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

程。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半导体器件；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

算放大器；电子电路中的反馈；直流稳压电源；门电路和组合逻辑

电路；触发器和时序逻辑电路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

生掌握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定律、基本定理以及基本的

分析和计算方法，并使学生受到必要的实验技能的训练，为学习后

续相关课程和将来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修读该门课程需要具备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和电工

技术等知识基础，先修课程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和电工技术等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3学期。

PLC原理及应用

该课程讲授 PLC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及设计研究方法。可编程序控

制器(PLC)是当前工业自动控制系统最常用的工具之一，它主要研究

以工业过程模型为被控对象、PLC为手段的工业计算机自动控制系

统，通过硬件配置与软件编程来实现控制系统的自动化运行。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电工技术、电气控制技术。这

些课程的学习，为本课程学习 PLC的原理和系统设

计奠定各方面技术知识基础。本课程学习结束后，

为分析设计各种传动与生产过程 PLC控制系统打下

良好的新技术知识基础。建议安排在第 6学期。

化工仪表及自动

化

本课程除介绍工业生产过程中自动控制系统方面的基本知识外，还

分别介绍了构成自动控制系统的被控对象、检测元件与传感器、自

动控制仪表及执行器等。在简单、复杂控制系统的基础上，介绍了

新型控制系统、计算机控制系统，最后结合生产过程介绍了典型化

工单元操作的控制方案。

本课程是工艺类专业在修完高等数学、工程数学、

电工学、化工原理、物理化学和工艺设备之后，开

设的一门公共专业基础课。前期多门课程所讲授的

基础概念、分析方法是本课程的必备基础。建议安

排在第 6学期。

电工与电子技术

《电工与电子技术》是为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和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打

好电工电子技术的理论基础，并使学生受到必要的基本技能训练，

也为学生自学、深造、拓宽和创新打基础。本课程的主要内容主要

分为两大部分：电工技术部分和电子技术部分。电工技术的内容主

要有：电路的基本定律及其分析方法；单相和三相交流电路；变压

器；电机及其控制原理；电子技术部分主要有：二极管和晶体管；

基本放大电路的分析；集成运算放大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获得电工电子技术必要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学

习后续课程以及从事相关专业技术工作和科学研究打下一定的基

础。

本课程的先修课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是非电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建议修读学

期为第 4学期。

电工与电子技术

实验

《电工与电子技术实验》课程通过实验加深对电工电子理论知识的

理解和掌握，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使学生在做实验的过程中不断

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锻炼动手能力，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

验证理论。旨在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实验引

导学生对相关理论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思考。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电工与电子技术》。建议修

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电工学

《电工学》是非电类相关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它融电路理论、电机

原理和电气控制原理多方面知识于一体，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系统

性和实践性。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电路理论，具体介绍在分析电

路中所用到的一些基本定律和基本方法；电机原理，具体介绍三相

异步电动的工作原理和主要性能以及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和调速

方法；电气控制原理，具体介绍电气控制系统中常用的元件的工作

原理和电机的点动、长动和正反转控制电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获得电工技术必要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

电工事业的发展概况，为学习后续课程以及从事专业的技术工作和

科学研究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本课程以高等数学、大学物理为基础；后续课程为

专业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4或 5学期。

机电传动控制

《机电传动控制》使学生掌握常用电动机和机械设备的工作原理和

机械特性，熟悉并掌握电机的各种控制方式及原理，能够用继电器

—接触器或可编程控制器实现对机电传动系统的起、停、正反转控

制、顺序起停，延时和限位的控制及设计。

本课程的先修课是高等数学、普通物理、理论力学、

机械原理、电工技术、电子技术和机械设计。后续

课程为专业课程。建议修读学期为第 5或 6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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