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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学术型：适应科学进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及相关学科上应掌握坚

实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的深度广度，对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开发工作应具

备的基本素质和学术能力等做出具体要求。 

应用型：培养掌握某一专业（或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相应的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

门人才（可结合相应专业学位教指委指导意见要求）。 

二、培养年限 

我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年限为2-3年。原则上用0.75～1 学年时间完成课程学习，用1～1.5

学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 

三、培养方式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采用多种培养方式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主要包括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

与企业联合培养和在深圳校区实验室培养等多种方式，并将逐步实行因材施教、专才专育的培养模式。 

学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刚入学新生需要在学院内修满学分，在修读学分期间，学生由导师负

责。修满学分后在企业进行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实行双导师制，即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

导；在实验室培养的研究生由学校导师指导。学校导师应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对

每个硕士研究生制订培养计划。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要全面关心硕士研究生的成长，在培养过程中注

意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和思想教育并重，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四、学科和专业研究方向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1年3月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招收研究生。

每个学科、专业设置若干个研究方向。提倡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与交叉。 

五、硕士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学术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修总学分要求为26～32学分，其中，学位课17～19学

分，选修课6～10学分，必修环节3学分。学分分配基本要求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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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学分要求 

类  别 课   程 学  分 备  注 

学位课 

政治课 3 必修 

英语（硕士） 2 必修 

学科核心课 

（包括基础理论课、学科基础课

和学科专业课） 

12～14 

数学课≥2 

由各学科制定课程目录，

设定学分要求。学生在规

定课程目录中自由选择

课程学习 

选修课 

学科或跨学科选修课 6～10 

其中：职业伦理

（1 学分）； 

论文写作指导类

课程（1 学分） 

学科推荐课程目录。学生

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择

课程学习。 

学科前沿专题课 

素质提升课 

必修环节 
经典文献阅读及学术交流 2 学科制定相应要求 

学位论文开题 1 由学院组织 

应用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修总学分要求为26～32学分，其中：学位课15～18学

分，选修课8～12学分，必修环节3学分。 

特别注意：工程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总学分要求不少于32学分，其中课程学习学分不少于24

学分。 

学分分配基本要求如下表： 

应用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学分要求 

类  别 课   程 学  分 备  注 

学位课 

政治课 3 必修 

英语（硕士） 2 必修 

工程伦理 1 
工程类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必修 

专业学位类别（领域）核心课 

（包括基础理论课、专业学位

类别（领域）基础课和专业课） 

10～12 

由各学科制定课程目

录，设定学分要求。学

生在规定课程目录中

自由选择课程学习 

 

选修课 

应用能力课 8～12 

其中：管理类课

 

学科推荐课程目录。学应用技术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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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课   程 学  分 备  注 

 

选修课 素质提升课 

≥2学分； 

论文写作指导类

课程（1 学分） 

生在全校范围内自由

选择课程学习。 

必修环节 
专业实践 2 学科制定相应要求 

学位论文开题 1 由学院组织 

相关说明： 

1.政治课（3 学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研究（2 学分）与自然辩证法概论（1 学分） 

2.英语（2 学分）:必修课(1 学分)和必选课(1 学分) 

硕士英语必修课：硕士学术英文写作 

硕士英语必选课，在开设的必选课课程中任选一门 

3.工程伦理（1 学分）：工程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公共必修课 

4.学科核心课或专业学位类别（领域）核心课：学科设定学分要求，并制定课程目录，学生需

在本学科规定的课程目录中选择课程学习。 

5.选修课： 

（1）学术型：选修课总学分设置为 6～10 学分，具体要求由学科制定。选修课主要包括学科

专业选修课、跨学科专业课、素质提升课和学科前沿专题课。学科需根据培养目标要求开设各类课

程，并制定选修课推荐课程目录，学生在导师指导下根据自身需要和兴趣，参考该推荐课程目录在

全校范围内选课，满足选修课学分要求。 

（2）应用型：选修课总学分设置为 8～12 学分，其中，至少选修 2 学分管理类课程，具体要

求由学科制定。选修课主要包括应用能力课、应用技术课和素质提升课。学科须聘请具有丰富实践

经验并具有较好理论水平的企业专家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开设应用技术专题课。 

素质提升课：主要围绕研究方法、写作与沟通、创新创业及管理、职业素养和人文社科等内

容展开，由校内外著名教授或专家授课。学科需根据培养目标设定学分要求，学生在导师指导下根

据自身需要和兴趣，参考课程目录进行选课，以满足学分要求，其中： 

职业伦理（1 学分）：非工程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必修课。 

论文写作指导类课程（1 学分)：全体研究生必修课。 

6. 必修环节： 

（1）经典文献阅读是从事创新研究的重要基础，每个一级学科需为学生提供 50 篇以上本学科

领域经典的优秀著作或文献，供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阅读，著作或文献目录应根据需要定期更

新。各学科制定经典文献阅读环节的具体要求和考核办法。具体要求见各学科培养方案。 

（2）各学科根据培养目标要求对学生参加的学术交流活动提出具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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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实践，各学位授权点应积极建设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企联合实践基地和校内实践基

地，开展面向职业能力和应用实践能力提升的专业实践，设置专业实践 2 学分，各学科专业实践在

培养方案中要有明确的实践形式及考核要求，具体要求可参见全国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文件。 

（4）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工作一般应于第二学年秋季学期开学后三周内完成。论文开题

一般采取答辩方式进行，并提交书面开题报告。具体要求见《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有关

要求》。 

六、成绩考核 

研究生学习成绩的考核分考试和考查两种。 

学位课程必须进行考试，总成绩按四分制评定。考试方法可采用笔试或口试，笔试必须有正规试

卷，口试要有详细记录。考试成绩应按标准评定，成绩等级分布要合理。 

选修课一般进行考查，考核方式可采用笔试、口试，或撰写读书报告、研究报告等形式。成绩

可以按四分制评定，也可以按二级分制评定。按二级分制评定时，计为―合格或不合格‖。 

七、学位论文及有关要求 

（一）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的主要目的和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或担负专

门技术工作的能力，使研究生的综合业务素质在系统的科学研究或工程实际训练中得到全面提高。学

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中期检查和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硕士生导师和各学科

必须给予保证。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工作。 

（二）题目确定 

学位论文的选题一般应结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科研项目，鼓励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选择具有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的课题。确定学位论文工作的内容和工作量时应考虑硕士研究生的类型、

知识结构、工作能力和培养年限等方面的特点。学位论文的题目一般应于第一学期结束前确定。 

（三）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应于第二学年秋季学期开学后三周内完成。开题报告的主要内

容为：课题来源及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和发展情况及分析；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方案及进度安排，预期达到的目标；为完成课题已具备和所需的条件和经费；预计研究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措施；主要参考文献。对开题报告的主要要求为：开题报告字数应在

5000 字左右；阅读的主要参考文献应在 20 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应不少于三分之一。对开题报告工

作的具体要求见《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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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要求计划 2 年毕业的学生应于第二学年春季学期开学后三周内

完成，计划 2.5 年毕业的学生应于第二学年春季学期开学后十五周内完成。中期检查的主要内容为：

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进行；已完成的研究内容及结果；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

会出现的问题；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性。对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的具体要求见《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的有关要求》。 

（五）论文撰写 

硕士学位论文是硕士生科学研究工作的全面总结，是描述其研究成果、反映其研究水平的重要学

术文献资料，是申请和授予硕士学位的基本依据。学位论文撰写是硕士生培养过程的基本训练之一，

必须按照规范认真执行，具体要求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基本要求》、 《哈尔滨工

业大学（深圳）关于使用英文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暂行规定》。 

（六）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一般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四学期末或第五学期末进行。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应按照《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细则》进行。硕士研究生在

申请答辩前，必须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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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面向工业化、信息化和国防现代化，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重大国家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较强的批判思维和创新

能力，既有坚实的土木工程学科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实验技能，了解本学科发展现状及方向，具有

主动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及技术开发志向和能力的终身探索者，具有一定国际视野，能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或者独立承担专门技术或管理工作，具备进一步在学术领域深造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能力的高素质学

术研究型人才。 

二、培养年限 

我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年限为2-3年。原则上用0.75～1学年时间完成课程学习，用1～1.5

学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 

三、培养方式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采用多种培养方式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主要包括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

与企业联合培养和在深圳校区实验室培养等多种方式，并将逐步实行因材施教、专才专育的培养模式。 

学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刚入学新生需要在学院内修满学分，在修读学分期间，学生由导师负

责。修满学分后在企业进行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实行双导师制，即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

导；在实验室培养的研究生由学校导师指导。学校导师应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对

每个硕士研究生制订培养计划。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要全面关心硕士研究生的成长，在培养过程中注

意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和思想教育并重，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四、学科和专业研究方向 

土木工程一级学科，含 5 个专业研究方向：  

1. 岩土工程 

2. 结构工程 

3.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4. 桥梁与隧道工程 

5. 土木工程材料 

五、硕士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学术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修总学分要求为26～32学分，其中，学位课17～19学

分，选修课6～10学分，必修环节3学分。学分分配基本要求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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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学分要求 

类  别 课   程 学  分 备  注 

学位课 

政治 3 必修 

英语（硕士） 2 必修 

学科核心课 

（包括基础理论课、学科基

础课和学科专业课） 

12～14 
学生在规定课程目录中自

由选择课程学习 

选修课 

学科或跨学科选修课 
6～10 

职业伦理 

（1 学分） 

科技论文写作指导

（1 学分） 

学生除可在学科推荐课程

目录内选课外，还可在全校

范围内自由选择课程学习。 

学科前沿专题课 

素质提升课 

必修环节 

经典文献阅读及学术交流 2 见学科相应要求 

学位论文开题 1 由学院组织 

六、成绩考核 

研究生学习成绩的考核分考试和考查两种。 

学位课程必须进行考试，总成绩按四分制评定。考试方法可采用笔试或口试，笔试必须有正规试

卷，口试要有详细记录。考试成绩应按标准评定，成绩等级分布要合理。 

选修课一般进行考查，考核方式可采用笔试、口试，或撰写读书报告、研究报告等形式。成绩可

以按四分制评定，也可以按二级分制评定。按二级分制评定时，计为―合格或不合格‖。 

七、学位论文及有关要求 

（一）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的主要目的和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或担负专

门技术工作的能力，使研究生的综合业务素质在系统的科学研究或工程实际训练中得到全面提高。学

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中期检查和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硕士生导师和各学科

必须给予保证。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工作。 

（二）题目确定 

学位论文的选题一般应结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科研项目，鼓励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选择具有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的课题。确定学位论文工作的内容和工作量时应考虑硕士研究生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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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结构、工作能力和培养年限等方面的特点。学位论文的题目一般应于第一学期结束前确定。 

（三）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应于第二学年秋季学期开学后三周内完成。开题报告的主要内

容为：课题来源及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和发展情况及分析；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方案及进度安排，预期达到的目标；为完成课题已具备和所需的条件和经费；预计研究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措施；主要参考文献。对开题报告的主要要求为：开题报告字数应在

5000 字左右；阅读的主要参考文献应在 20 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应不少于三分之一。对开题报告工

作的具体要求见《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有关要求》。 

 

（四）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要求计划 2 年毕业的学生应于第二学年春季学期开学后三周内

完成，计划 2.5 年毕业的学生应于第二学年春季学期开学后十五周内完成。中期检查的主要内容为：

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进行；已完成的研究内容及结果；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

会出现的问题；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性。对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的具体要求见《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的有关要求》。 

（五）论文撰写 

硕士学位论文是硕士生科学研究工作的全面总结，是描述其研究成果、反映其研究水平的重要学

术文献资料，是申请和授予硕士学位的基本依据。学位论文撰写是硕士生培养过程的基本训练之一，

必须按照规范认真执行，具体要求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基本要求》、 《哈尔滨工

业大学（深圳）关于使用英文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暂行规定》。 

（六）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一般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四学期末或第五学期末进行。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应按照《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细则》进行。硕士研究生在

申请答辩前，必须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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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代码：081400 

学科专业名称：土木工程 

类型：学术研究型 

研究方向： 

1.岩土工程        2.结构工程      3.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4.桥梁与隧道工程  5.土木工程材料 

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5 学分） 

S8700001Q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2 32 秋季 必修 

S8700002Q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秋季 必修 

 英语 2 32 秋/春 必修 

基础理论课 

(2~6 学分) 

S8700005Q 数值分析 2 32 秋季  

S8700004Q 矩阵分析 2 32 秋季  

S8700006Q 应用随机过程 2 32 秋季  

S8700007Q 优化算法 2 32 秋季  

S8700119Q 数理方程 2 32 秋季  

学科基础课 

（2~8 学分） 

S8501001Q 结构动力学 2 32 秋季  

S8501002Q 有限单元法 2 32 秋季  

S8501003Q 结构随机振动 2 32 春季  

S8501004Q 计算流体动力学 2 32 秋季  

S8501005Q 高等土力学 2 32 秋季  

S8501006Q 工程岩体力学 2 32 秋季  

 

 

 

 

 

 

 

学科专业课 

（4~8 学分） 

 

 

 

S8501009Q 结构试验技术 2 32 秋季  

S8501007Q 结构可靠度理论与应用 1 16 秋季  

S8501008QN 地震工程与结构抗震设计 2 32 春季  

S8501017C 风工程与结构抗风设计 2 32 春季  

S8501013Q 土木工程智能材料与结构 2 32 秋季  

S8501016C 高等钢结构 2 32 春季  

S8501019C 高层建筑结构体系 1 16 春季  



10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学科专业课 

（4~8 学分） 

S8501020C 大跨空间结构 2 32 春季  

S8501021C 高等基础工程 2 32 春季  

S8501018C 高等桥梁工程 2 32 春季  

选 

修 

课 

（6~

10 学

分） 

学科选修课 

S8501025Q 土木工程结构健康监测 2 32 秋季  

S8501014C 结构隔震与耗能减振 1 16 春季  

S8501022C 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1 16 秋季  

S8501011Q 结构抗火工程 1 16 秋季  

S8501026C 
结构健康监测的传感及信

号处理技术 
2 24/8 春季  

S8501027C 结构模态分析与测试 1.5 16/8 春季  

S8501023C 结构风洞试验 1 16 春季  

S8501028C 混凝土材料与结构耐久性 2 32 春季  

S8501030C 工程案例讲析 2 32 春季  

S8501031Q 土木工程 FRP 复合材料 2 32 秋季  

S8501032Q 欧洲规范钢结构设计 2 32 秋季  

研究生可选修其他学科专业选修课 

素质提升课 

S8700116C 职业伦理 1 16 春季 必修 

S8500001C 科技论文写作指导 1 16 春季 必修 

在其他素质提升课中任选 

专题课 S8501024C 土木工程新进展 2 32 秋季  

必 

修 

环 

节 

经典文献阅读 

（1 学分） 

学科为学生提供 50 篇以上本学科领域经典的优秀著作或文献，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
选择阅读，著作或文献目录将根据需要定期更新。写出不少于 5000 字的文献阅读综
述，经导师通过后记为 1 学分。 

学术交流 

（1 学分） 
学生在校期间需参加学院或学校组织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5 次，记为 1 学分。 

开题报告 

（1 学分） 
提交书面开题报告，论文开题一般采取答辩方式进行，通过记为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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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学科应用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工业化、信息化和国防现代化，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国家需求

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

结合为途径，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土木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能够承

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一定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培养年限 

我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年限为2-3年。原则上用0.75～1 学年时间完成课程学习，用1～1.5

学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 

三、培养方式 

采用多种培养方式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主要包括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与香港有关大学合作培养、

与企业联合培养和在深圳研究生院实验室培养等多种方式。 

学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深圳校区刚入学的新生需要在学院内修满学分；修满学分后在企业进

行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即由深圳校区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在实验室培养的研究生

由学校导师指导。深圳校区导师应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对每个硕士研究生制订培

养计划。深圳校区导师和企业导师要全面地关心硕士研究生的成长，做到既教书又育人，在培养过程

中要注意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和思想教育并重。 

四、学科和专业研究方向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科有5个专业研究方向： 

岩土工程 

结构工程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桥梁与隧道工程 

土木工程材料 

五、硕士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应用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修总学分要求为32学分，其中，课程学习学分不少于

24学分，学分分配基本要求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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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学分要求 

类  别 课   程 学  分 备  注 

学位课 

政治课 3 必修 

英语（硕士） 2 必修 

工程伦理 1 必修 

专业学位类别（领域）核心课 

（包括基础理论课、专业学位类别

（领域）基础课和专业课） 

10～12 

学生在规定课程目

录中自由选择课程

学习 

选修课 

应用能力课 
8～12 

管理类课≥2； 

科技论文写作

指导（1 学分） 

学生除可在学科推

荐课程目录内选课

外，还可在全校范

围内自由选择课程

学习。 

应用技术课 

素质提升课） 

必修环节 
专业实践 2 见学科相应要求 

学位论文开题 1 由学院组织 

六、成绩考核 

研究生学习成绩的考核分考试和考查两种。 

学位课程必须进行考试，总成绩按四分制评定。考试方法可采用笔试或口试，笔试必须有正规试

卷，口试要有详细记录。考试成绩应按标准评定，成绩等级分布要合理。 

选修课一般进行考查，考核方式可采用笔试、口试，或撰写读书报告、研究报告等形式。成绩可

以按四分制评定，也可以按二级分制评定。按二级分制评定时，计为―合格或不合格‖。 

七、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对如何构建土木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更新

与优化教学内容及改进实践教学的途径与手段进行积极探索与实践，适应建筑与土木工程人才的需求。

学习内容的要求详见专业实践课大纲，考核形式为不少于1500字的书面报告。 

八、学位论文及有关要求 

（一）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的主要目的和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或担负专

门技术工作的能力，使研究生的综合业务素质在系统的科学研究或工程实际训练中得到全面提高。学

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中期检查和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硕士生导师和各学科

必须给予保证。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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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题目确定 

学位论文的选题一般应结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科研项目，鼓励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选择具有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的课题。确定学位论文工作的内容和工作量时应考虑硕士研究生的类型、

知识结构、工作能力和培养年限等方面的特点。学位论文的题目一般应于第一学期结束前确定。 

（三）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应于第二学年秋季学期开学后三周内完成。开题报告的主要内

容为：课题来源及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和发展情况及分析；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方案及进度安排，预期达到的目标；为完成课题已具备和所需的条件和经费；预计研究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措施；主要参考文献。对开题报告的主要要求为：开题报告字数应在

5000 字左右；阅读的主要参考文献应在 20 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应不少于三分之一。对开题报告工

作的具体要求见《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有关要求》。 

 

（四）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要求计划 2 年毕业的学生应于第二学年春季学期开学后三周内

完成，计划 2.5 年毕业的学生应于第二学年春季学期开学后十五周内完成。中期检查的主要内容为：

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进行；已完成的研究内容及结果；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

会出现的问题；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性。对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的具体要求见《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的有关要求》。 

（五）论文撰写 

硕士学位论文是硕士生科学研究工作的全面总结，是描述其研究成果、反映其研究水平的重要学

术文献资料，是申请和授予硕士学位的基本依据。学位论文撰写是硕士生培养过程的基本训练之一，

必须按照规范认真执行，具体要求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基本要求》、 《哈尔滨工

业大学（深圳）关于使用英文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暂行规定》。 

（六）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一般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四学期末或第五学期末进行。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应按照《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细则》进行。硕士研究生在

申请答辩前，必须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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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代码：081400 

学科专业名称：土木工程 

建筑与土木工程（全日制工程硕士）同此方案 

类型：应用研究型 

研究方向： 

1.岩土工程        2.结构工程      3.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4.桥梁与隧道工程  5.土木工程材料 

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S8700001Q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2 32 秋季 必修 

S8700002Q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秋季 必修 

 英语 2 32 秋/春 必修 

S8500002C 工程伦理 1 16 春季 必修 

基础理论课 

(2~6 学分) 

S8700005Q 数值分析 2 32 秋季  

S8700004Q 矩阵分析 2 32 秋季  

S8700006Q 应用随机过程 2 32 秋季  

S8700007Q 优化算法 2 32 秋季  

S8700119Q 数理方程 2 32 秋季  

应用基础课 

（2~6 学分） 

S8501001Q 结构动力学 2 32 秋季  

S8501002Q 有限单元法 2 32 秋季  

S8501004Q 计算流体动力学 2 32 秋季  

S8501005Q 高等土力学 2 32 秋季  

S8501006Q 工程岩体力学 2 32 秋季  

应用专业课 

（2~6 学分） 

S8501007Q 结构可靠度理论与应用 1 16 秋季  

S8501003Q 结构随机振动 2 32 春季  

S8501016C 高等钢结构 2 32 春季  

S8501008QN 地震工程与结构抗震设计 1 16 春季  

S8501017C 风工程与结构抗风设计 2 32 春季  

S8501009Q 结构试验技术 2 32 秋季  

S8501013Q 土木工程智能材料与结构 2 32 秋季  

选 

修 

课 

 

应用能力课 

 

S8501019C 高层建筑结构体系 1 16 春季  

S8501020C 大跨空间结构 2 32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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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选 

修 

课 

 

 

 

应用能力课 

S8501018C 高等桥梁工程 2 32 春季  

S8501021C 高等基础工程 2 32 春季  

S8501022C 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1 16 秋季  

S8501011Q 结构抗火工程 1 16 秋季  

S8501025Q 土木工程结构健康监测 2 32 秋季  

S8501028C 混凝土材料与结构耐久性 2 32 春季  

应用技术课 

S8501014C 结构隔震与耗能减振 1 16 春季  

S8501027C 结构模态分析与测试 1.5 16/8 春季  

S8501026C 
结构健康监测的传感及信号

处理技术 
2 24/8 春季  

S8501023C 结构风洞试验 1 16 春季  

S8501030C 工程案例讲析 2 32 春季  

S8501031Q 土木工程 FRP 复合材料 2 32 秋季  

S8501032Q 欧洲规范钢结构设计 2 32 秋季  

研究生可选修其他学科专业选修课（管理类课程≥2 学分） 

素质提升课 
S8500001C 科技论文写作指导 1 16 春季 必修 

在其他素质提升课中任选  

必 

修 

环 

节 

专业实践 参加实践教学，完成实践教学报告，获得 2 学分 

开题报告 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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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1、本学科硕士学位掌握基本知识与结构 

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本概念和知识体系上，环境科学与工程、市政

工程学科研究生还应掌握数学、环境化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市政工程、环境生物学、大气学、固废

物处理等自然科学与工程学方面的基础理论及主要研究方法，掌握本学科的现代实验方法和技能。 

2、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 学术素养 

学术型硕士生应具备服务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推进社会进步为己任，勤于积累知识，提高

创新意识，探求真知，在学术研究中坚持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 

(2) 学术道德 

学术型硕士生应树立法制观念，恪守学术道德规范；严于律己，依照学术规范，按照有关规定引

用和应用他人的研究成果，不剽窃、抄袭他人成果；在数据资料采集、记录、分析和解释等过程中，

均应做到实事求是、客观诚实，杜绝编造篡改数据等不正当学术行为。 

3、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 获取知识能力 

学术型硕士生应具备通过查阅文献、课程学习、学术交流、观察、调研、研讨等途径，获取环境

领域有关知识的能力，了解当前环境学科、市政工程学科发展的动向和学术前沿动态，具备自学相关

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基本方法和技能，获取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的能力。 

(2) 科学研究能力 

学术型硕士生应具备对研究问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一定的价值判断能力；对研究方法的使用、

研究成果与研究主题的清晰度、研究设计与假说检验程度、科学伦理、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学术道德

与规范、文字表达、行为规范等具有一定的学术鉴别能力，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与应用能力。 

(3) 实践能力 

学术型研究生应具备独立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独立制定实验方案、进行实验、分析和解释数据

的能力，并能够不断适应科学进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从事环境科学与工程、市政工程领域科学

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4) 学术交流能力 

学术型研究生应具备运用计算机和现代信息技术表达学术成果的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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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开展科学研究，能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等学术研究平台上与同

行进行学术交流、表达学术思想和展示学术成果。 

二、培养年限 

我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年限为2-3年。原则上用0.75～1 学年时间完成课程学习，用1～1.5

学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 

三、培养方式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采用多种培养方式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主要包括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

与企业联合培养和在深圳校区实验室培养等多种方式，并将逐步实行因材施教、专才专育的培养模式。 

学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刚入学新生需要在学院内修满学分，在修读学分期间，学生由导师负

责。修满学分后在企业进行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实行双导师制，即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

导；在实验室培养的研究生由学校导师指导。学校导师应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对

每个硕士研究生制订培养计划。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要全面关心硕士研究生的成长，在培养过程中注

意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和思想教育并重，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四、学科和专业研究方向 

1.水处理理论与技术              2.给排水工程工艺及管网优化技术 

3.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理论与技术  4.城市水资源利用与规划 

5.大气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        6.污染物控制的物理化学理论与技术 

7.污染物控制的分子生态学        8.系统生物学与过程工艺 

五、硕士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学术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修总学分要求不少于26个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7学分，选修课不少于6学分，必修环节3学分。学分分配基本要求如下表：  

学术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学分要求 

类  别 课   程 学  分 备  注 

学位课 

政治 3 必修 

英语（硕士） 2 必修 

学科核心课 

（包括基础理论课、学科基

础课和学科专业课） 

 12 

数学课  2  

学生在规定课程目录中

自由选择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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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课   程 学  分 备  注 

选修课 

学科或跨学科选修课 
 6 

职业伦理（1 学分） 

科技论文写作指导（1

学分） 

学生除可在学科推荐课

程目录内选课外，还可

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择

课程学习。 

学科前沿专题课 

素质提升课 

必修环节 

经典文献阅读及学术交流 2 见学科相应要求 

学位论文开题 1 由学院组织 

（一） 学位课（不少于 17 学分）： 

（1）公共学位课：（5学分）政治(3学分)、英语(2学分) 

（2）学科核心课（包括基础理论课、学科基础课和学科专业课）：(不少于12学分，数学课  2 学

分) 

（二） 选修课：（不少于 6 学分） 

（1）学科或跨学科选修课 

（2）学科前沿专题课 

鼓励我院科研活跃的优秀教授充分利用国家级、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优质资源，并结合教授本人

的特色研究成果，为全院研究生开设学科前沿讲座、应用技术讲座等专题课。同时也鼓励在科研上成

绩显著的副教授参与授课，各学院可根据学生考勤情况，出勤率达到90%以上可获得该学分（学生出

勤签到记录由各学院保留至学生毕业后两年）。 

（3）素质提升课：  

主要围绕研究方法、写作与沟通、创新创业及管理、职业素养和人文社科等内容展开，由校内

外著名教授或专家授课。学科需根据培养目标设定学分要求，学生在导师指导下根据自身需要和兴

趣，参考课程目录进行选课，以满足学分要求。 

其中：职业伦理（1 学分）必修；科技论文写作指导（1 学分）必修 

（三）必修环节（3 学分）： 

（1）经典文献阅读及学术交流：(2学分) 

经典文献阅读（1学分）：由导师推荐经典文献，写出不少于5000字的中文报告或不少于3000字

的英文报告，经导师通过后记为1分。 

学术交流（1学分）：学院在春季学期主要为研究生搭建和提供国内（外）学术交流平台，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国内外学者来校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和学术交流活动，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5

次或以上的学术活动，春季学期结束前将集齐的学术讲座小票交各学院秘书处以便记载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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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位论文开题：（1学分）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该学分。 

六、成绩考核 

研究生学习成绩的考核分考试和考查两种。 

学位课程必须进行考试，总成绩按四分制评定。考试方法可采用笔试或口试，笔试必须有正规试

卷，口试要有详细记录。考试成绩应按标准评定，成绩等级分布要合理。 

选修课一般进行考查，考核方式可采用笔试、口试，或撰写读书报告、研究报告等形式。成绩可

以按四分制评定，也可以按二级分制评定。按二级分制评定时，计为―合格或不合格‖。 

七、学位论文及有关要求 

（一）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的主要目的和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或担负专

门技术工作的能力，使研究生的综合业务素质在系统的科学研究或工程实际训练中得到全面提高。学

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中期检查和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硕士生导师和各学科

必须给予保证。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工作。 

（二）题目确定 

学位论文的选题一般应结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科研项目，鼓励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选择具有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的课题。确定学位论文工作的内容和工作量时应考虑硕士研究生的类型、

知识结构、工作能力和培养年限等方面的特点。学位论文的题目一般应于第一学期结束前确定。 

（三）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应于第二学年秋季学期开学后三周内完成。开题报告的主要内

容为：课题来源及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和发展情况及分析；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方案及进度安排，预期达到的目标；为完成课题已具备和所需的条件和经费；预计研究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措施；主要参考文献。对开题报告的主要要求为：开题报告字数应在

5000 字左右；阅读的主要参考文献应在 20 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应不少于三分之一。对开题报告工

作的具体要求见《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有关要求》。 

 

（四）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要求计划 2 年毕业的学生应于第二学年春季学期开学后三周内

完成，计划 2.5 年毕业的学生应于第二学年春季学期开学后十五周内完成。中期检查的主要内容为：

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进行；已完成的研究内容及结果；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

会出现的问题；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性。对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的具体要求见《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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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文撰写 

硕士学位论文是硕士生科学研究工作的全面总结，是描述其研究成果、反映其研究水平的重要学

术文献资料，是申请和授予硕士学位的基本依据。学位论文撰写是硕士生培养过程的基本训练之一，

必须按照规范认真执行，具体要求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基本要求》、 《哈尔滨工

业大学（深圳）关于使用英文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暂行规定》。 

（六）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一般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四学期末或第五学期末进行。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应按照《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细则》进行。硕士研究生在

申请答辩前，必须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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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代码：083000 

学科专业名称：环境科学与工程 

类型：学术研究型 

研究方向： 

1.水处理理论与技术              2.给排水工程工艺及管网优化技术 

3.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理论与技术  4.城市水资源利用与规划 

5.大气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        6.污染物控制的物理化学理论与技术 

7.污染物控制的分子生态学        8.系统生物学与过程工艺 

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S8700001Q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2 32 秋季  

S8700002Q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秋季  

 英语 2 32 秋/春  

基础理论课 

S8700005Q 数值分析 2 32 秋季  

S8700006Q 应用随机过程 2 32 秋季  

S8700119Q 数理方程 2 32 秋季  

学科基础课 

S8502003Q 现代检测技术 2 18/14 秋季  

S8502005C 实验的理论基础 2 32 春季  

S8502037C 
环境监测中的质量保

证和质量控制 
2 32 春季  

S8502025Q 高等水化学 2 32 秋季  

S8502007Q 环境有机化学 2 32 秋季  

S8502008Q 环境催化化学 2 32 秋季  

S8502027QN 能源环境化学 1 16 秋季  

S8502036Q 环境伦理学 1 16 秋季 
国际高

水平学

者开设 

学科专业课 

S8502001Q 环境生物学 I 2 32 秋季  

S8502004C 
污染物迁移转化机理

及模拟 
1 16 春季 暂不开 

S8502009Q 大气污染与控制工程 2 32 秋季 暂不开 

S8302008C 高等流体动力学 2 32 春季  

S8502013Q 水的生物处理 I 2 32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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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性
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选 

修 

课 

学科选修课 

S8502011Q 环境生物技术 2 32 秋季 暂不开 

S8502002C 环境生物学 II 1 16 春季  

S8502012Q 物理化学处理 2 32 秋季  

S8502014C 水的生物处理 II 1 16 春季  

S8502015Q 固体废弃物处理 2 32 秋季  

S8502016C 环境催化原理及应用 1 16 春季 暂不开 

S8502017C 大气气溶胶 1 16 春季 暂不开 

S8502018Q 
污染场地风险分析与修

复技术 
1 16 秋季  

S8502019C 专业综合实验 2 32 春季  

S8502020C 微生物代谢生物化学 1.5 24 春季 暂不开 

S8502021C 室内空气质量 1.5 24 春季 暂不开 

S8502029C 流域水环境管理 1 16 春季  

S8502031C 生物吸附技术 1 16 秋季  

S8502028C 高级氧化技术 1 16 春季  

S8502032C 
碳的物理、化学、生物

捕获与存储方法 
1 16 春季  

S8502033C 能源和环境 1 16 春季 MOOC 

S8502034C 环境法中的原则与策略 1 16 春季 MOOC 

S8502035C 全球气候与能源计划 1 16 春季 MOOC 

S8502038Q 
环境生物技术原理及应

用 
2 32 秋季 

国际共建

课 

S8602068Q 
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发

展经济学 
1 16 秋季  

研究生可选修其他学科专业选修课 

素质提升课 

S8700116C 职业伦理 1 16 春季 必修 

S8500001C 科技论文写作指导 1 16 春季 必修 

在其他素质提升课中任选 

专题课 

S8502022C 

 

环境科学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S8502023C 

 

环境工程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S8502024C 环境管理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企业专

家授课 

必 

修 

环 

节 

经典文献阅读
及学术交流 

由导师推荐经典文献，写出不少于 5000 字的中文报告或不少于 3000 字的英文报
告，经导师通过后记为 1 分；学术交流参加 5 次及以上，记为 1 学分。 

开题 

报告 
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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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 

应用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1、本学科硕士学位掌握基本知识与结构 

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本概念和知识体系上，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

市政工程学科研究生还应掌握数学、环境化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市政工程、环境生物学、大气学、

固废物处理等自然科学与工程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及主要研究方法，掌握本学科的现代实验方法和技能，

掌握一定的环境管理学知识。 

2、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 学术素养 

应用型硕士生应具备服务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推进社会进步为己任，勤于积累知识，提高

创新意识与人文素养，在学术研究、实验设计中坚持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 

(2) 学术道德 

应用型硕士生应树立法制观念，恪守学术道德规范；严于律己，依照学术规范，按照有关规定引

用和应用他人的研究成果，不剽窃、抄袭他人成果；在数据资料采集、记录、分析和解释等过程中，

均应做到实事求是、客观诚实，杜绝编造篡改数据等不正当学术行为。 

3、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 获取知识能力 

应用型硕士生应具备通过查阅文献、课程学习、学术交流、观察、调研、研讨等途径，获取环境

领域有关知识的能力，了解当前环境学科、市政工程学科发展的动向和学术前沿动态，具备自学相关

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基本方法和技能，获取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的能力。 

(2) 科学研究能力 

应用型硕士生应具备对研究问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一定的价值判断能力；对研究方法的使用、

研究成果与研究主题的清晰度、研究设计与假说检验程度、科学伦理、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学术道德

与规范、文字表达、行为规范等具有一定的学术鉴别能力，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与应用能力。 

(3) 实践能力 

应用型研究生应具备独立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独立制定实验方案、进行实验、分析和解释数据

的能力，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

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在工

程实践中运用各种技术、资源、技能和现代工程工具和技术工具的能力，在多学科工作集体中发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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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作用的能力。 

 (4) 学术交流能力 

应用型研究生应具备运用计算机和现代信息技术表达学术成果的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基

本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开展科学研究，能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等学术研究平台上与同

行进行学术交流、表达学术思想和展示学术成果。 

二、培养年限 

我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年限为2-3年。原则上用0.75～1 学年时间完成课程学习，用1～1.5

学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 

三、培养方式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采用多种培养方式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主要包括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

与企业联合培养和在深圳校区实验室培养等多种方式，并将逐步实行因材施教、专才专育的培养模式。 

学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刚入学新生需要在学院内修满学分，在修读学分期间，学生由导师负

责。修满学分后在企业进行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实行双导师制，即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

导；在实验室培养的研究生由学校导师指导。学校导师应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对

每个硕士研究生制订培养计划。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要全面关心硕士研究生的成长，在培养过程中注

意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和思想教育并重，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四、学科和专业研究方向 

1.水处理理论与技术              2.给排水工程工艺及管网优化技术 

3.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理论与技术  4.城市水资源利用与规划 

5.大气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        6.污染物控制的物理化学理论与技术 

7.污染物控制的分子生态学        8.系统生物学与过程工艺 

五、硕士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应用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修总学分要求不少于32个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7学分，选修课不少于12学分，必修环节3学分。学分分配基本要求如下表： 

应用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学分要求 

类  别 课   程 学  分 备  注 

 

学位课 

政治课 3 必修 

英语（硕士）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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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课   程 学  分 备  注 

 

 

学位课 

工程伦理 1 必修 

专业学位类别（领域）核心课 

（包括基础理论课、专业学位

类别（领域）基础课和专业课） 

11 

学生在规定课程目

录中自由选择课程

学习 

选修课 

应用能力课 
12 

管理类课≥2； 

科技论文写作指导（1

学分） 

学生除可在学科推

荐课程目录内选课

外，还可在全校范

围内自由选择课程

学习。 

应用技术课 

素质提升课 

必修环节 
专业实践 2 见学科相应要求 

学位论文开题 1 由学院组织 

 

(一) 学位课（不少于 17 学分）： 

（1）公共学位课：（6学分） 

政治(3学分)、英语(2学分)、工程伦理学（1学分） 

（2）专业学位类别（领域）核心课（包括基础理论课、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基础课和专业课）：

(10学分) 

(二) 选修课（不少于 12 学分）： 

（1）应用能力课 

（2）应用技术课 

（3）素质提升课（不少于2学分） 

其中：职业伦理（1学分）必修；科技论文写作指导（1学分）必修 

（4）应用型研究生管理类课程不少于2学分  

 (三) 必修环节（3 学分）： 

（1） 专业实践：(2学分) 

1) 具有特定主题的系列实验课或以实验为主的专题课； 

2) 在本学科实践教学基地或与企业联合建立的实践基地进行参观学习、工程设计、项目研究等

方面的创新实践教学。 

鼓励应用研究型研究生根据即将进入的学位论文研究需求积极参与校内外的有关实践活动。 

（2） 学位论文开题：（1学分）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该学分。 

六、成绩考核 

研究生学习成绩的考核分考试和考查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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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课程必须进行考试，总成绩按四分制评定。考试方法可采用笔试或口试，笔试必须有正规试

卷，口试要有详细记录。考试成绩应按标准评定，成绩等级分布要合理。 

选修课一般进行考查，考核方式可采用笔试、口试，或撰写读书报告、研究报告等形式。成绩可

以按四分制评定，也可以按二级分制评定。按二级分制评定时，计为―合格或不合格‖。 

七、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环境工程、市政工程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应用技能。通过课程授课、

现场参观学习和课程设计作业，指导学生了解和熟悉相关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等流程，掌握目前环

境工程行业分工的主要类型和技术要点、设计方法等，学会撰写工程可行性报告、设计说明和运维管

理方案等。 

八、学位论文及有关要求 

（一）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的主要目的和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或担负专

门技术工作的能力，使研究生的综合业务素质在系统的科学研究或工程实际训练中得到全面提高。学

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中期检查和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硕士生导师和各学科

必须给予保证。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工作。 

（二）题目确定 

学位论文的选题一般应结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科研项目，鼓励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选择具有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的课题。确定学位论文工作的内容和工作量时应考虑硕士研究生的类型、

知识结构、工作能力和培养年限等方面的特点。学位论文的题目一般应于第一学期结束前确定。 

（三）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应于第二学年秋季学期开学后三周内完成。开题报告的主要内

容为：课题来源及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和发展情况及分析；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方案及进度安排，预期达到的目标；为完成课题已具备和所需的条件和经费；预计研究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措施；主要参考文献。对开题报告的主要要求为：开题报告字数应在

5000字左右；阅读的主要参考文献应在20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应不少于三分之一。对开题报告工作

的具体要求见《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有关要求》。 

（四）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中期检查，要求计划2年毕业的学生应于第二学年春季学期开学后三周内

完成，计划2.5年毕业的学生应于第二学年春季学期开学后十五周内完成。中期检查的主要内容为：

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进行；已完成的研究内容及结果；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

会出现的问题；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性。对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的具体要求见《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工作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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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文撰写 

硕士学位论文是硕士生科学研究工作的全面总结，是描述其研究成果、反映其研究水平的重要学

术文献资料，是申请和授予硕士学位的基本依据。学位论文撰写是硕士生培养过程的基本训练之一，

必须按照规范认真执行，具体要求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基本要求》、 《哈尔滨

工业大学（深圳）关于使用英文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暂行规定》。 

（六）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一般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四学期末或第五学期末进行。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应按照《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细则》进行。硕士研究生在

申请答辩前，必须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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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代码：083000 

学科专业名称：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工程（全日制工程硕士）同此方案 

类型：应用研究型 

研究方向： 

1.水处理理论与技术              2.给排水工程及管网优化技术 

3.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理论与技术  4.城市水资源利用与规划 

5.大气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        6.污染物控制的物理化学理论与技术 

7.污染物控制的分子生态学        8.系统生物学与过程工艺 

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公共学位课 

S8700001Q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2 32 秋季  

S8700002Q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秋季  

 英语 2 32 秋/春  

S8502036Q 环境伦理学 1 16 秋季 
国际高

水平学

者开设 

基础理论课 

S8700005Q 数值分析 2 32 秋季  

S8700119Q 数理方程 2 32 秋季  

S8700006Q 应用随机过程 2 32 秋季  

应用基础课 

S8502001Q 环境生物学 I 2 32 秋季  

S8502025Q 高等水化学 2 32 秋季  

S8502009Q 大气污染与控制工程 2 32 秋季 暂不开 

S8502007Q 环境有机化学 2 32 秋季  

S8502008Q 环境催化化学 2 32 秋季  

S8302008C 高等流体动力学 2 32 春季  

S8502027QN 能源环境化学 1 16 秋季  

应用专业课 

S8302003Q 现代检测技术 2 18/14 秋季  

S8302005C 实验的理论基础 2 32 春季  

S8502037C 
环境监测中的质量保

证和质量控制 

 

2 32 春季  

S8302011Q 环境生物技术 2 32 秋季 暂不开 

S8302018Q 
污染场地风险分析与

修复技术 
1 16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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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选 

修 

课 

应用能力课 

S8502004C 
污染物迁移转化机理及

模拟 
1 16 春季 暂不开 

S8502012Q 物理化学处理 2 32 秋季  

S8502015Q 固体废弃物处理 2 32 秋季  

S8502013Q 水的生物处理 I 2 32 秋季  

S8502014C 水的生物处理 II 1 16 春季  

S8502002C 环境生物学 II 1 16 春季  

S8502016C 环境催化原理及应用 1 16 春季 暂不开 

S8502017C 大气气溶胶 1 16 春季 暂不开 

S8502019C 专业综合实验 2 32 春季  

S8502020C 微生物代谢生物化学 1.5 24 春季 暂不开 

S8502021C 室内空气质量 1.5 24 春季 暂不开 

S8502022C 环境科学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S8502023C 环境工程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S8502024C 环境管理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企业专家授

课 

S8502033C 能源和环境 1 16 春季 MOOC 

S8502035C 全球气候与能源计划 1 16 春季 MOOC 

S8502029C 流域水环境管理 1 16 春季  

S8602068Q 
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发

展经济学 
1 16 秋季  

应用技术课 

S8502031C 生物吸附技术 1 16 秋季  

S8502028C 高级氧化技术 1 16 春季  

S8502032C 
碳的物理、化学、生物

捕获与存储方法 
1 16 春季  

S8502034C 环境法中的原则与策略 

 
1 16 春季 MOOC 

S8502038Q 
环境生物技术原理及应

用 
2 32 秋季 

国际共建

课 

研究生可选修其他学科专业选修课（管理类课程≥2 学分） 

素质提升课 

S8500001C  
科技论文写作指

导 
1 16 春季 必修 

在其他素质提升课中任选 

必 

修 

环 

节 

专业实践 学科统一安排实践教学，通过后记 2 学分 

开题报告 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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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课程目录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学时 学分 课程类别 页码 

S8501001Q 结构动力学 秋 32 2 学科基础课 36 

S8501002Q 有限单元法 秋 32 2 学科基础课 36 

S8501003Q 结构随机振动 春 32 2 学科基础课 37 

S8501004Q 计算流体动力学 秋 32 2 学科基础课 38 

S8501005Q 高等土力学 秋 32 2 学科基础课 38 

S8501006Q 工程岩体力学 秋 32 2 学科基础课 39 

S8501007Q 结构可靠度理论与应用 秋 16 1 学科专业课 40 

S8501008QN 地震工程与结构抗震设计 春 32 2 学科专业课 40 

S8501009Q 结构试验技术 秋 32 2 学科专业课 41 

S8501011Q 结构抗火工程 秋 16 1 学科选修课 42 

S8501013Q 土木工程智能材料与结构 秋 32 2 学科专业课 42 

S8501014C 结构隔震与耗能减振 春 16 1 学科选修课 43 

S8501016C 高等钢结构 春 32 2 学科专业课 44 

S8501017C 风工程与结构抗风设计 春 32 2 学科专业课 44 

S8501018C 高等桥梁工程 春 32 2 学科专业课 45 

S8501019C 高层建筑结构体系 春 16 1 学科专业课 46 

S8501020C 大跨空间结构 春 32 2 学科专业课 47 

S8501021C 高等基础工程 春 32 2 学科专业课 47 

S8501022C 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秋 16 1 学科选修课 48 

S8501023C 结构风洞试验 春 16 1 学科选修课 49 

S8501025Q 土木工程结构健康监测 秋 32 2 学科选修课 49 

S8501026C 结构健康监测的传感及信号处理技术 春 32 2 学科选修课 51 

S8501027C 结构模态分析与测试 春 24 1.5 学科选修课 52 

S8501028C 混凝土材料与结构耐久性 春 32 2 学科选修课 52 

S8501030C 工程案例讲析 春 32 2 学科选修课 53 

S8501031Q 土木工程 FRP 复合材料 秋 32 2 学科选修课 54 

S8501032Q 欧洲规范钢结构设计 秋 32 2 学科选修课 55 

S8502001Q 环境生物学 I 秋 32 2 学科专业课 55 

S8502002C 环境生物学 II 春 16 1 学科选修课 55 

S8502003Q 现代检测技术 秋 32 2 学科基础课 56 

S8502005C 实验的理论基础 春 32 2 学科基础课 56 

S8502007Q 环境有机化学 秋 32 2 学科基础课 57 

S8502008Q 环境催化化学 秋 32 2 学科基础课 57 

S8502012Q 物理化学处理 秋 32 2 学科选修课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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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学时 学分 课程类别 页码 

S8502013Q 水的生物处理 I 秋 32 2 学科专业课 58 

S8502014C 水的生物处理 II 春 16 1 学科专业课 58 

S8502015C 固体废弃物处理 秋 32 2 学科选修课 59 

S8502018Q 污染场地风险分析与修复技术 秋 16 1 学科选修课 59 

S8502019C 专业综合实验 春 32 2 学科选修课 60 

S8502022C 环境科学专题讨论 春 16 1 学科选修课 60 

S8502023C 环境工程专题讨论 春 16 1 学科选修课 60 

S8502024C 环境管理专题讨论 春 16 1 学科选修课 60 

S8502025Q 高等水化学 秋 32 2 学科基础课 60 

S8502027QN 能源环境化学 秋 16 1 学科基础课 61 

S8502028C 高级氧化技术 春 16 1 学科选修课 61 

S8502029C 流域水环境管理 春 16 1 学科选修课 62 

S8502031C 生物吸附技术 秋 16 1 学科选修课 62 

S8502032C 碳的物理、化学、生物捕获与存储方法 春 16 1 学科选修课 63 

S8502033C 能源和环境 春 16 1 学科选修课 63 

S8502034C 环境法中的原则与策略 春 16 1 学科选修课 63 

S8502035C 全球气候与能源计划 春 16 1 学科选修课 63 

S8502036Q 环境伦理学 秋 16 1 学科基础课 63 

S8502037C 环境监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春 32 2 学科基础课 64 

S8602068Q 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秋 16 1 学科选修课 64 

S8302008C 高等流体动力学 春 32 2 学科专业课 64 

S8500001C 科技论文写作指导 春 16 1 素质提升课 65 

S8500002C 工程伦理 春 16 1 公共学位课 66 

 

  



32 

 

全校开设公共类课程目录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学时 学分 课程类别 页码 

S8700001Q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秋 32 2 公共学位课 67 

S8700002Q 自然辨证法 秋 16 1 公共学位课 67 

S8700038Q 硕士学术英语写作（英） 秋 16 1 公共学位课 68 

S8700091Q 西方商务礼仪简介（英） 秋 16 1 公共学位课 69 

S8700042Q 英美文学赏析（英） 秋 16 1 公共学位课 69 

S8700096Q 西方创意思维简介（英） 秋 16 1 公共学位课 70 

S8700094Q 
资本主义对决资本主义：西方家族企

业管理 （英） 
秋 16 1 公共学位课 71 

S8700041Q 西方文明简介（英） 秋 16 1 公共学位课 72 

S8700198Q 媒体、社会与技术（英） 秋 16 1 公共学位课 73 

S8700199Q 汉英语言比较（英） 秋 16 1 公共学位课 74 

S8700200C 电影和文学中的改编叙事（英） 春 16 1 公共学位课 76 

S8700078C 人际交流（英） 春 16 1 公共学位课 77 

S8700201C 哲学智慧的批判思维（英） 春 16 1 公共学位课 78 

S8700051C 希腊罗马神话（英） 春 16 1 公共学位课 79 

S8700110C 心理学与生活（英） 春 16 1 公共学位课 80 

S8700148C 语音，口语和英语发音改进（英） 春 16 1 公共学位课 80 

S8700149C 美英报刊导读（英） 春 16 1 公共学位课 81 

S8700005Q 数值分析 秋 32 2 基础理论课 81 

S8700004Q 矩阵分析 秋 32 2 基础理论课 82 

S8700007Q 优化算法 秋 32 2 基础理论课 83 

S8700006Q 应用随机过程 秋 32 2 基础理论课 84 

S8700119Q 数理方程 秋 32 2 基础理论课 84 

S8700138Q 张量分析 秋 32 2 基础理论课 85 

S8700027Q 创业工程学 秋 16 1 素质提升课 85 

S8700030Q 数学之美 秋 16 1 素质提升课 86 

S8700123QS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导读 秋 16 1 素质提升课 86 

S8700124QN 中国社会中的日常生活史 秋 32 2 素质提升课 87 

S8700029Q 科学技术史 秋 16 1 素质提升课 88 

S8700144Q 图说中国绘画史 秋 32 2 素质提升课 88 

S8700126Q 西太平洋带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英） 秋 16 1 素质提升课 89 

S8700127Q 电子游戏欣赏与游戏化开发（英） 秋 16 1 素质提升课 90 

S8700128Q 虚拟现实技术简介 秋 32 2 素质提升课 91 

S8700079CN 品牌设计，定位和消费者心理（英） 秋 32 2 素质提升课 91 

S8700098Q 19 世纪的巴黎 秋 16 1 素质提升课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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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学时 学分 课程类别 页码 

S8700192Q 中文流行歌曲与当代文化 秋 32 2 素质提升课 93 

S8700143Q 图像后期制作专业技法（英） 秋 32 2 素质提升课 94 

S8700193Q 通识翻译（英） 秋 32 2 素质提升课 94 

S8700211Q 西方音乐鉴赏 秋 32 2 素质提升课 95 

S87000212Q 歌曲演唱 秋 32 2 素质提升课 96 

S8700213Q 国画基础 秋 32 2 素质提升课 96 

S8700214Q 素描基础 秋 32 2 素质提升课 97 

S8700215Q 书法基础 秋 32 2 素质提升课 97 

S8700216Q 演讲与口才 秋 32 2 素质提升课 98 

S8700217Q 公关与社交礼仪 秋 32 2 素质提升课 98 

S8700194Q 西方政治哲学概论 秋 32 2 素质提升课 99 

S8700195Q 社会学概论（英） 秋 32 2 素质提升课 99 

S8700073C 语言与沟通 春 16 1 素质提升课 100 

S8700129C 唐宋名家选讲 春 32 2 素质提升课 101 

S8700125Q 敦煌艺术赏析 春 16 1 素质提升课 102 

S8700111CN 中国音乐赏析 春 32 2 素质提升课 103 

S8700202C 西方艺术大师及其作品鉴赏 春 16 1 素质提升课 103 

S8700113C 数据挖掘（英） 春 16 1 素质提升课 104 

S8700103C 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式经商智慧（英） 春 16 1 素质提升课 105 

S8700131C 第三世界（英） 春 16 1 素质提升课 105 

S8700132C 当代西方（英） 春 16 1 素质提升课 106 

S8700116C 职业伦理 春 16 1 素质提升课 106 

S8700196CQ 体育 秋/春 32 1 素质提升课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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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开放公共类 MOOC 课程目录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学时 学分 课程类别 页码 

S8700145Q 创业 101：你的客户是谁 秋 16 1 素质提升课 109 

S8700146Q 创业 102：你能为客户做什么 秋 16 1 素质提升课 109 

S8700172C 思辨与创新 秋 30 2 素质提升课 110 

S8700175C 西方社会思想两千年 秋 32 2 素质提升课 110 

S8700176C 世界著名博物馆艺术经典 秋 30 2 素质提升课 110 

S8700177C 可再生能源与低碳社会 秋 28 2 素质提升课 111 

S8700178C 商业伦理与东西方决策智慧 秋 28 2 素质提升课 111 

S8700179C 奇异的仿生学 秋 28 2 素质提升课 111 

S8700180C 关爱生命——急救与自救技能 秋 28 2 素质提升课 112 

S8700182C 孙子兵法中的思维智慧 秋 36 2 素质提升课 112 

S8700218Q 大学生心理健康 秋 36 2 素质提升课 112 

S8700219Q 艾滋病、性与健康 秋 18 1 素质提升课 113 

S8700220Q 组织行为与领导力 秋 30 2 素质提升课 113 

S8700221Q 中国历史地理 秋 28 2 素质提升课 113 

S8700222Q 在历史坐标上解析日本 秋 28 2 素质提升课 114 

S8700223Q 科研方法论 秋 32 2 素质提升课 114 

S8700224Q 沟通心理学 秋 16 1 素质提升课 114 

S8700225Q 艺术与审美 秋 42 2 素质提升课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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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开放管理类课程目录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学时 学分 课程类别 页码 

S8602003Q 货币金融学 秋 32 2 选修课 115 

S8602002Q 投资学 秋 32 2 选修课 116 

S8602064C 技术管理 秋 16 1 选修课 116 

S8700203Q 经济学导论（MOOC 课程） 秋 16 1 选修课 117 

S8700204Q 战略管理（MOOC 课程） 秋 16 1 选修课 117 

S8602033C 营销管理与研究 春 16 1 选修课 117 

S8602061C 大数据与电子商务 春 16 1 选修课 118 

S8602045C 房地产金融学 春 32 2 选修课 119 

ECON2018A 经济学原理 A 秋 48 3 选修课 119 

ECON2020 金融学原理 秋 48 3 选修课 120 

ACCT2005 财务管理 秋 32 2 选修课 120 

ECON2018B 经济学原理 B 春 48 3 选修课 121 

ECON2004 会计学原理 春 48 3 选修课 121 

ECON2010 基础计量经济学 春 48 3 选修课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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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1001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结构动力学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Dynamics of Structure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结构力学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结构动力学基本理论。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通过学习结构动力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使学生了解掌握结构动力分析的基

本方法和手段，解决实际问题中涉及到的动力学方面的问题。 

基本要求是正确理解结构动力学中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如结构的自振特性（频率、振型、

阻尼）、结构的动力响应（瞬态、稳态）、主坐标、正则坐标、广义质量、广义劲度等。掌握多自由

度系统自由振动的计算方法，能够正确地计算结构自振频率和振型。掌握多自由度系统受迫振动的计

算方法，能够正确地计算结构的动力响应。 

主要内容包括：单自由度体系运动方程的建立及振动反应、多自由度体系的运动方程及动力反应

的分析、具有分布参数的体系的运动偏微分方程、线性体系的随机反应以及结构地震反应分析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R. W. Clough and J. Penzien. Dynamics of Structures. Publisher: McGraw-Hill Education - Europe;  (May 

31, 1993), ASIN: 0070113955 (中、英文版) 

A K. Chopra. Dynamics of Structure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to Earthquake Engineering (2nd Edition). 

Second Edition, Prentice Hall, September 11, 2001, ISBN: 0130869732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1002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有限单元法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结构力学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有限元法的理论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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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有限元方法的基本理论，可以熟练应用商业有限元软件对实际静

力及动力问题进行分析，学会自行编写有限元程序或对商业软件进行二次开发，为以后解决工程中的

实际问题和从事本专业的科学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基本要求是让学生掌握有限元分析的方法和工具，并能够应用大型有限元通用软件解决和处理实

际问题。 

主要内容包括：有限单元法的数学基础、弹性力学问题有限单元法的一般原理和表达格式、单元

和插值函数的构造、等参单元和数值积分、有限元建模的若干实际问题、杆件结构力学问题的有限单

元法、平板弯曲问题的有限单元法、一般壳体问题的有限单元法、动力学问题的有限单元法；有限元

法应用技术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商业软件ABAQUS等的应用。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Liu G R, Quek S S.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a practical course. Butterworth-Heinemann, 2003. 

ISBN: 0 7506 5866 5 

2. Zienkiewicz and R.L. Taylor.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Vol. 1 and 2, Fifth Edition, 

Butterworth-Heinemann, 28-AUG-2000. ISBN: 0 7506 5049 4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1003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结构随机振动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Random Vibration of Structure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结构动力学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讲述结构随机振动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有机地将本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和基本理论

结合起来，以理论与应用统一的形式介绍随机振动的基本内容。 

本课程是在对确定性振动已经了解的基础上，把振动理论应用于实际的一门应用课程，通过本门

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在结构随机振动分析中所采用的各种计算方法，及如何应用振动理论来

解决实际问题，也可以为下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主要内容包括：概率论的基本知识；随机过程和随机微分、随机积分；风、地震和波浪的随机动

力模型；线性系统随机振动分析的时域和频域方法；非线性系统的随机振动分析，包括了统计线性化

方法，矩截断法和FPK方程方法；作为随机振动于结构失效分析中的应用，将介绍首次超越问题和疲

劳累积损伤问题。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L. D. Lutes. S. Sarkani. Random vibrations: Analysis of Structural and Mechanical Systems. 

Amsterdam:Elsevi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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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进萍, 王光远. 结构随机振动.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1004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计算流体动力学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机械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计算流体动力学基本理论、方法和实际工程中的应用。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通过学习计算流体动力学的基本理论和计算方法，使学生了解计算流体动力

学分析工程问题或物理问题的理论本质和手段，从而解决实际工程中涉及到的与流体动力学相关的研

究问题。课程介绍中贯穿了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工程应用的思想。基本要求是对于与流体动力学相关

的研究问题，可以确定相应的数值计算模型、初边值条件和求解方法，具备应用通用CFD软件（如Fluent、

CFX）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素质和能力。 

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流体动力学的基本控制方程、湍流模拟、有限体积法、对流-扩散方程的离

散格式、初始和边界条件的确定、网格生成技术、计算流体动力学技术在土木工程领域中的应用实例

及CFD软件（Gambit、Fluent）的基本介绍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J. D. Anderson. Jr.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The Basics with Applications. Publisher: 

McGraw-Hill Companies,Inc-United States (1995), ISBN  0070016852. (英文原版或影印版) 

2. J. H. Ferziger, M. Peric, Computational Methods for Fluid Dynamics (3rd Edition). Publisher: 

Springer, (2002), ISBN 3540420746.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1005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高等土力学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Advanced Soil Mechanic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土力学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饱和土临界状态土力学和非饱和土力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 

要求学生掌握土的塑性力学基本原理、土的屈服和破坏、流动定律和硬化定律、基于临界状态土

力学框架的本构模型基本理论，以及非饱和土渗流、固结和强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培养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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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初步能力。 

主要内容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饱和土临界状态土力学，主要内容包括土的弹性、土的塑

性和屈服、土的弹塑性模型、剑桥模型、临界状态、弹塑性模型的应用。第二部分为非饱和土力学的

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主要内容包括土的相的性质与关系、应力状态变量、土的吸力及渗透性量测、

稳态流及瞬态流、抗剪强度理论与参数量测、土压力、边坡稳定性以及地基承载力的塑性与极限平衡

分析、体积变化理论与参数量测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D. M. Wood. Soil Behaviour And Critical State Soil Mechanics. Publis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ISBN: 0521332494.  

2. D. G. Fredlund, and H. Rahardjo. Soil Mechanics for Unsaturated Soils. 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 N.Y. 1993.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1006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工程岩体力学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Engineering Rock Mechanic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主要介绍弹性理论、岩石物理、力学性质及其试验方法。 

在本课程的学习中，要求学生了解岩石力学的基本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其最新研究进展；掌握

岩石及岩体的物理力学特性及基本测试技术；正确理解工程岩体的分类及其作用、岩体中的初始应力

与工程稳定性的关系，以及围岩压力与支护结构的相互作用机理；初步掌握岩石力学的主要数值分析

方法，以及岩体工程（地下工程、边坡工程、岩基工程）设计及计算分析的特点。 

主要内容包括：（1）实际工程中岩体特征的表述方法，包括节理特征参数、岩体分类、赤平投

影以及岩芯样品等；（2）经典岩石力学，包括岩体强度理论以及轴变论等；包括岩体变形和岩体强

度及各向异性特点；（3）岩性边坡问题，包括岩石边坡稳定性分析方法、岩石边坡施工以及支护；

（4）岩体中地下工程问题，包括地下工程施工方法、地下工程支护理论、地下工程设计以及地下工

程的监测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B.H.G Brady and E.T. Brown. Rock Mechanics, 2nd edition. Chapman & Hall, London. 1993. 

2. J.A. Hudson and J.P. Harrison. Underground Excavation in Rock. Institution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London. 1995 

3. E. Hoek, P.K. Kaiser and W.F. Bawden. Support of Underground Excavation in Hard Rock, Balk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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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herland. 1998 

4. E. Hoek and J. Bray. Rock Slope Engineering, 3rd edition. Institution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London. 1981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1007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结构可靠度理论与应用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Structural Reliabilit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可靠度基本理论及其在土木工程结构中的应用。 

开设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学习，了解土木工程结构设计方法的演变，深刻理解各设计

变量的随机性，强化学生的工程中不确定性概念。 

基本要求是理解可靠度是调节结构安全性与经济型之间平衡的一个指标，掌握一次二阶矩计算方

法，了解设计表达式中分项系数的根本意义，简单了解体系可靠度概念。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结构设计方法的演变过程、结构可靠度指标及其与安全系数的关系、结

构可靠度近似计算方法、结构荷载（风荷载、地震作用、恒荷载、短期活荷载、长期活荷载）概率模

型、结构抗力概率模型、结构荷载与抗力分项系数设计法（目标可靠度指标、荷载分项系数、抗力分

项系数、荷载组合系数）、串联结构体系可靠度与并联结构体系可靠度。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Andrzej S. Nowak, Kevin R. Collins 著，张川导读. Reliability of Structures(结构可靠度). 重庆大学

出版社, 2005 年 3 月 ISBN:7-5624-3337-2 

2. 赵国藩，曹居易，张宽权. 工程结构可靠度. 科学出版社. 2011. ISBN:9787030318640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1008QN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地震工程与结构抗震设计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Earthquake Engineering and Structural Seismic Design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 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地震学基础。地震成因及震源力学、地震波及其传播理论、地震预报及地震灾害对策、地震发生

规律及地震评价的随机分析方法。二、工程地震。介绍与抗震设防标准和地震危险性有关的问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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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活动性、地震烈度、抗震设防标准、地震危险性分析方法、场地地基和基础有关的场地地质灾害

评价、地震反应、分类及地震灾害。三、工程抗震。地震响应分析方法、反应谱理论、非线性动力反

应分析理论和方法，工程结构的抗震能力、抗震设计方法，按照给定的设防标准进行工程抗震设计，

结构抗震实验技术和方法。四、抗震分析。P-△效应、阻尼理论、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线性和非线

性反应谱方法、地震多点输入建模方法、土-结构相互作用问题的建模方法；五、工程抗震的新方向

及其发展中的问题。包括特殊工程结构如生命线工程，结构疲劳累计损伤，动力可靠性，当前各国研

究热点如以性能为基础的结构抗震设计（PBS）,简化非线性静力分析方法（Push-over、IDA）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Y. X. Hu, S. C. Liu, W. M. Dong. Earthquake Engineering, E & FN SPON, 1996 

2. 胡聿贤. 地震工程学，地震出版社，2006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1009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结构试验技术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Testing of Structure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结构试验基本理论、试验设计、方法及结果评价。 

结构试验技术作为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任务是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当前

结构试验的一般水平及可解决的问题，掌握常用试验仪器的性能、使用方法及常规试验的测试方案编

制。掌握试验数据的分析处理方法和试验报告写作方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生将所学知识用于实

践中，使之具有从事一般建筑结构的检测能力，为将来进行现场结构检测和科学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结构试验分类、结构试件尺寸效应及结构模型试验的相似条件、结构试验量

测原理技术、结构静力试验的加载装置、结构静载及动载试验、弹性及非弹性模型材料技术、动态荷

载作用下的模型设计技术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H G. Harris, G. M.Sabnis. Structural Modeling and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CRC ,1999, 

ISBN0-8493-24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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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1011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结构抗火工程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Fire Protection Engineering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火灾及结构抗火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实际工程中的应用。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通过学习火灾及结构抗火的基本原理、方法，使学生了解火灾及结构防火的

基本知识和理论，能解决实际工程中涉及到的与结构有关火灾相关的问题。基本要求是对各种不同建

筑物在火灾分析时，可以进行结构抗火设计及对已有建筑物的防火性能的评估，具备解决实际工程问

题的素质和能力。 

主要内容包括：建筑防火的目标和火灾发生的过程及特点，火灾时温度的传播及高温时材料特性，

结构在火灾下的耐火极限计算及性能化结构防火设计方法，高温下结构钢及混凝土的材料特性、结构

抗火设计的一般原则与方法，结构防火承载力的确定原则，钢结构、混凝土结构在火灾时设计等级与

设计方法。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H. Buchanan. Structural design for fire safety. Publisher: John Wiley & Sons; 1 edition (April 24, 

2001)，ISBN: 047189060X 

2. J. A. Purkiss. Fire Safety Engineering Design of Structures. Publisher: Butterworth-Heinemann; 

second edition ( 2007)，ISBN: 0750664436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1013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土木工程智能材料与结构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Intelligent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in Civil Engineering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讲述土木工程领域智能材料与结构的研究与应用。智能材料与结构是能够对环境行为

进行感知、响应并优化自身功能的一种集传感、控制和驱动于一体的材料结构系统。智能材料与结构

的研究与发展，涉及到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多种技术的集成，而智能材料在土木工程的研究与应用方兴

未艾。目前基础智能材料主要包括光纤、压电材料、电/磁流变液材料、形状记忆合金等，该课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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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土木工程智能感知材料及其传感制品、土木工程智能驱动材料及其控制装

置、土木工程多功能与智能混凝土材料和土木工程结构智能集成系统等。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可

以了解智能材料相关的基本知识、典型传感器与控制器的基本原理以及在土木工程领域的应用或潜在

应用前景，也是从事土木工程结构健康监测和结构振动控制等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基础。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K. Worden,etl. Smart Technologies. Publisher: World Scientific.(2003) ISBN: 981-02-4776-1 

2. Brian Culshaw, Smart Structures and Materials. Publisher: Arthec House, INC. (1996) ISBN: 

0-89006-681-7 

3. Deborah D. L. Chung, Multifunctional Cement-Based Materials. Publisher: Marcel Dekker Inc. (2003) 

ISBN: 0-8247-4610-4 

4. 欧进萍，结构振动控制-主动、半主动和智能控制.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3.11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1014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结构隔震与耗能减振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Structural Passive Vibration Control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结构隔震。隔震的基本原理，普通橡胶隔震垫、铅芯隔震垫等隔震装置及其力学性能，隔震结构

的反应分析和设计方法，隔震结构的工程实例。二、结构耗能减振。结构耗能减振基本原理，线性和

非线性阻尼理论，速度相关型、位移相关型等耗能减振装置及其力学性能，耗能减振结构的阻尼特性、

反应分析和设计方法，基于工程问题的耗能减振解决方案。三、结构动力吸振。调谐质量阻尼(TMD)

控制装置和调谐荡液(TLD)控制装置的减振基本原理，装制关键技术和参数设计，装置构造、分析方

法和设计方法。四、结构隔震、耗能减振和动力吸振控制装置的工程应用。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T. T. Soong, M. C. Costantinou. Passive and Active Structural Vibration Control in Civil Engineering. 

Publisher: Springer Verlag; (November 2, 1994) ISBN: 3211826157 

2. 欧进萍. 结构振动控制-被动耗能减振.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11 

3. 滕军. 结构振动控制的理论、技术和方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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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1016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高等钢结构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Advanced Steel Structure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钢结构各种基本构件临界力的确定及其在实际设计中的稳定计算方法。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通过学习结构稳定的基本理论和计算方法，使学生了解稳定工程问题的理论

本质和手段，解决实际工程中涉及到的稳定相关的研究问题。基本要求是掌握工程结构稳定理论的深

入知识，具有独立分析和解决工程结构稳定问题的能力。 

主要内容包括：稳定问题的特点和基本概念，轴心压杆的屈曲、梁柱稳定问题、刚构屈曲、梁的

弯扭屈曲、板屈曲，近似分析方法包括能量法和有限差分法，课程与现有钢结构设计规范相结合，不

仅阐明钢结构设计规范中各个构件设计公式的背景知识，还介绍了规范未包括的稳定问题的实用计算

方法。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Chajes. Principles of Structural Stability Theory. Prentice-Hall ，ISBN 0-88133-738-2。(英文原版或

影印版) 

2. 唐家祥, 王仕统, 裴若娟. 稳定理论. 中国铁道出版社。(电子版) 

3. 钟善桐. 钢结构稳定理论.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 ISBN 号: 7-112-01354-2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1017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风工程与结构抗风设计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Wind Engineering and Structural Wind-Resistance Design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土木工程结构抗风设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风荷载特性、结构风敏感特性与结构抗风设计基本方法。 

基本要求是掌握平均风与脉动风的基本特征、结构风荷载体型系数、结构风振系数、风致气动弹

性现象和结构抗风设计方法等。 

主要内容包括边界层风特性，结构抗风分析，风致舒适性评估等。具体内容有：大气环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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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风速的预测、边界层平均风、边界层脉动风特性、钝体在大气风场静风荷载效应、脉动风荷载特

性、结构脉动风响应分析、结构涡激振动、结构驰振与颤振、结构的抗风设计、风致振动加速度计算、

行人风环境评估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J. D. Holmes. (2001) Wind Loading of Structures London: Spon. ISBN: 0-419-24610-X 

2. E. Simiu. Wind Effects on Structures-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 to Design. (中、英文版), John 

Wiley & Sons, IN, 1996, ISBN: 0471121576 

3. C. Dyrbye, S. Hansen. Wind Loads on Structures. John Wiley & Sons, IN,1989. ISBN: 0471956511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1018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高等桥梁工程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Advanced Bridge Engineering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高等桥梁工程》是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的必修的一门专业课程。课程主要介绍现代桥梁结构

的设计原理和结构特性。桥梁设计部分主要涵盖桥型特点与分析、桥梁荷载计算、简支梁桥设计、连

续梁桥设计、预应力梁桥设计、桥台设计、桥墩设计、桥梁支座设计、以及大跨桥梁计算机分析与设

计、桥梁施工等主要桥梁设计元素。这些授课内容的选取体现了现代桥梁设计简洁、施工快速、经济、

耐久、和美感的要求。 

本课程的开授目的是指导学生一步一步的学习桥梁设计手册，让学生对目前广泛使用的众多中小

型桥梁结构体系的设计艺术有深入了解。本课程的知识将有利于学生们进入工作岗位后创造他们自己

的桥梁设计思想。本课程将主要介绍钢筋混凝土组合桥梁设计原理，还将介绍以下类型桥梁设计： 

1. Cable-stayed Bridge 斜拉桥 

2. Suspension Bridge 悬索桥 

3. Arch Bridge 拱桥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Highway and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AASHTO). 

2. Civil Engineering Reference Manual (CERM).  

3. AISC. Steel Construction Manual, AISC, 13rd Edition, 2005. 

4. ACI 318-08. Building Code Requirement and Com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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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1019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高层建筑结构体系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High-rise Building Structural System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讲授高层结构体系(即框架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剪力墙结构、框架核心筒结构、筒中筒结构)

的受力分析特点、结构的失效模式和多重抗震设防，结构设计方法、控制指标和抗震措施。二、讲授

复杂结构体系的抗震分析方法，如联体结构、转换结构、加强层、楼板开洞、错层结构、结构竖向构

件不连续。三、讲授超限建筑的抗震设防分析方法。重点讲述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基本概念，讲述对

应抗震三水准性能指标，细化性能目标的设定和计算结果的落实。四、高层建筑结构的计算方法，保

证超限结构抗震安全性的计算措施和加强措施等。五、讲述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抗倒塌验算的方法和

控制目标，介绍结构大震设计和验算的研究进展和工程应用实例。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M. R. Lindeburg, M. Baradar. Seismic Design of Building Structures: A Professional's Introduction to 

Earthquake Forces and Design Details. Publisher: Professional Pubns; 8th edition (January 2001), 

ISBN: 1888577525 

2. D. A. Fanella, J. A. Munshi. Design of Concrete Buildings for Earthquake & Wind Forces According 

to the 1997 Uniform Building Code. Publisher: Portland Cement Assn; (January 1998),ISBN: 

0893121959 

3. 徐培福, 傅学怡, 王翠坤, 肖从真等. 复杂高层建筑结构设计.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2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现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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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1020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大跨空间结构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Spatial Structure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将全面系统地讲授大跨空间结构的理论分析和计算方法。介绍大跨空间结构的分类与形式，

讨论结构的静力、稳定和动力分析的力学模型、计算原理和方法。结合世界各国最新工程实例，介绍

空间结构的设计、施工方法。 

讲授内容包括：1.空间结构的发展历史、薄壳结构、网格结构、张拉结构的典型工程概述；2.网

架结构的类型和选型、空间桁架位移法、抗风抗震计算分析、温度作用分析、杆件和节点设计、计算

机辅助设计和制造；3.网壳结构类型和选型、空间刚架位移法、非线性有限元基础、网壳结构全过程

分析方法、单层网壳稳定性、弹塑性极限荷载研究最新进展；4.悬索结构选型、柔性索基本受力特性；

5.膜结构、张弦结构、可展结构、开合屋盖、张拉整体结构等新结构体系介绍。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John Chilton. Space Grid Structures. Architectural Press, 2000. 

2. 董石麟, 钱若军. 空间网格结构分析理论与计算方法.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1021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高等基础工程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Advanced Foundation Engineering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浅基础与深基础的设计理论与分析方法。 

要求学生掌握基础设计一般方法和相关准则，能够进行浅基础的设计和分析，掌握打入桩和灌注

桩的设计方法，了解群桩效应和受水平荷载作用的桩等前沿专题，培养基础工程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解

决能力。 

课程主要内容包括针对基础工程设计的现场勘探及相关岩土材料参数的确定方法、基础工程的设

计方法和一般准则、浅基础的地基承载力和变形分析理论和方法、浅基础的设计、单桩的竖向荷载及

水平荷载承载力测量与分析（包括打桩公式的应用、桩的波动方程、静力测量、拟静力测量、奥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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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动力测量、经验分析等）、单桩基础的沉降分析理论和方法、群桩效应及分析方法、桩基础的

设计、桩基工程的检测及质量控制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L.C. Reese, W.M. Isenhower, and S. T. Wang. Shallow and deep foundations. John Wiley & Sons 

(2006), ISBN: 100471431591.  

2. D.P. Coduto. Foundation desig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second edition, Prentice Hall, New Jersey. 

2001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1022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Design of Steel and Concrete Composite Structure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基本理论、方法和实际工程中的应用。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开阔学生视野，训练学生应用及研究新结构的创新能力，使学生掌握组

合结构的计算原理、设计方法，为今后设计组合结构和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 

主要内容包括：掌握组合结构体系的基本概念、组合结构的型式及特点；掌握压型钢板的构造特

点、组合楼板的基本概念、分类、构造要求和施工方法，熟练组合楼板的设计原理、设计方法；掌握

组合梁的基本概念、连续组合梁的特点、弹塑性设计方法、组合梁构造要求和施工方法，熟练组合梁

的弹塑性设计方法、抗剪连接件设计方法；熟练型钢混凝土结构的特点、应用，梁柱的计算理论和设

计方法，掌握型钢混凝土梁柱节点设计方法、构造要求和施工方法；掌握钢管混凝土结构的构造特点

及应用范围、钢管混凝土基本力学性能和工作原理、钢管混凝土结构的一般构造要求，熟练钢管混凝

土柱的计算方法。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R. P. Johnson. Composite Structures of Steel and Concrete: Beams, Slabs, Columns and Frames for 

Building. Publisher: Blackwell Science Inc; (October 1, 1994) ISBN: 0632025077。 

2. 钟善桐. 高层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3, ISBN:7-5623-19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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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1023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结构风洞试验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Wind Tunnel Testing of structure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土木工程结构风洞试验的基本原理与实验方法。 

开设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学习，理解结构风动试验的相似理论，了解大气边界层风洞

的基本类型，掌握结构静力风荷载与结构风致振动风洞试验基本方法。 

基本要求是了解大气边界层风洞的基本类型，熟悉大气边界层紊流风场及其模拟方法，掌握结构

静力风荷载与结构风致振动风洞试验基本方法。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相似理论的基本概念、相似准则的量纲分析法、风洞试验的基本相似准

则、风洞试验缩尺比确定；开口直流边界层风洞、闭口回流边界层风洞；风洞试验中的风速测量、大

气边界层模拟的相似准则、紊流场的被动模拟技术、紊流场的主动模拟技术；刚体模型测压试验、刚

体模型测力试验；高层建筑结构气弹模型试验。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王勋年， 低速风洞试验 .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2 

2. 孙瑛, 武岳, 曹正罡译. [日]风洞实验是男研究委员会编. 建筑风洞实验指南.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2011.4 

3. Jewel B. Barlow, Willian H. Rae Jr., Alan Pope. Low-speed Wind Tunnel Testing. New York: John 

Willey & Sons, INC., 1999. 

4. Peter Irwin, Roy Denoon & David Scott. Wind Tunnel Testing of High-Rise Buildings. 2013. 

Routledge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1025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土木工程结构健康监测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in Civil Engineering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土木工程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包括结构传感、健康监测和响应评估智能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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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健康监测系统设计方法与工程应用。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土木工程领域健康监测系统的组成、分析、计算等基本方法，

并开展土木工程结构健康监测系统设计方法及其工程应用详解。 

本课程对学生的基本要求是掌握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的基本组成和设计方法、传感器管理与响应分

析理论、人工智能计算方法、评估结构安全性能等。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以结构智能系统为基础，分别介绍结构智能系统的特性、

智能性的体现和结构智能系统的定义及组成，并深入学习如何实现结构智能系统，包括系统评估和评

价方法，生物启发智能算法等。第二部分以结构智能系统之一，结构健康监测系统为主要内容，展开

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的理论学习。内容包括：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的重要意义、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的概念

和基本参数、实际工程的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实施项目；传感器系统的技术挑战、传感器与被监测量和

仪器设备的关系和组成、传感器的输入量与输出量关系及其标定和误差分析、土木工程监测中常见的

被监测量、仪器设备的特点和仪器设备系统的特点；根据智能索的波长变化采集数据，分析波长变化

与拉索索力的灵敏度并对其进行标定，进一步理解并学会如何对实际工程监测数据进行初步处理；介

绍实际工程的监测量选取原则和智能传感器网络；数据理解的各种方法学习，包括主成份分析方法、

振动与模态分析方法、智能算法等；结构性能评估和安全评价等。第三部分侧重结构健康监测系统设

计与工程项目监测系统设计与数据分析实践。内容包括：结构健康监测系统设计流程、监测目标理解、

被监测量的确定、传感器类型选取及安装方式、数据分析及安全诊断等；实际结构工程健康监测项目

设计方案详解；监测数据分析及监测报告制定方法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Srinivasan Gopalakrishnan, Massimo Ruzzene, Sathyanarayana Hanagud. (2011)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for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ISBN: 978-0-85729-283-4.  

2. D. Huston. (2011) Structural Sensing, Health Monitoring,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SBN: 

978-1-4200-1235-4. 

3. Anoop K. Jairath. (2008) Systems: The State Variable Approach (conventional and MATLAB). ISBN: 

1420077570, 9781420077575. 

4. Daniel Balageas, Claus-Peter Fritzen, Alfredo Güemes. (2006)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ISBN: 

978-0-470-39440-3. 

5. Farhad Ansari. (2005) Sensing Issues in Civil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ISBN: 1-4020-3660-4. 

 

  



51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1026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结构健康监测的传感及信号处理技术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Sensing and signal processing technologies of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结构健康监测系统中的传感及信号处理关键技术与应用状况。开设本课程的目的

是通过学习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的传感及信号处理相关技术，使学生了解结构健康监测系统各种传感器

的原理，掌握传感器的应用方法及范围，研究典型土木结构健康监测中的传感元件输出信号的处理技

术，解决实际工程中与结构健康监测传感器及信号处理相关的工程问题。 

基本要求是明确结构健康监测系统中各类传感器的原理及其相关技术的应用对象和范围，熟悉掌

握在结构健康监测中的信号处理技术应用范围和特点，可以根据结构形式和工程要求对指定结构健康

监测系统的传感元件及信号处理方式进行初步设计。 

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结构健康监测的概念，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的构成及等级，结构健康检测系统

中传感元件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结构健康监测系统中常用的传感元件，包括常规的电阻应变传感

器、位移传感器、力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以及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光纤传感器、压电

传感器、疲劳寿命传感器等；结构健康监测中传感系统的集成技术，包括功能元件同结构的集成方法、

相互的影响、数据获取与传输技术等；结构健康监测传感元件输出信号常用的信号处理方法，包括信

号的时域、频域及时频域的分析方法；常用的结构健康监测或检测技术中传感器的应用。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F. Ansari. Sensing Issues in Civil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Publisher: Springer Inc., 2005, ISBN：

9781402036606. 

2. 袁慎芳. 结构健康监控.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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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1027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结构模态分析与测试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Structural Modal Analysis and Testing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结构动态测试的方法、动态信号处理和模态参数识别方法，使学生掌

握结构损伤识别和模型修正方法和研究进展，为学生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打下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需要掌握以下内容：采用定理，频率混叠、泄露及加窗，结构动态试验

的基本技能；通过FFT分析得到功率谱密度函数和频率响应函数，动态数据分析和模态参数识别方法；

结构损伤识别和模型修正的原理和基本方法，及其研究进展。初步具备开展本方向研究的能力。 

本课程将包括课堂讲授和实验室分组试验。课堂讲授部分包括：结构动态测试和数据处理，模态

参数识别，结构损伤识别和模型修正/验证。试验课程部分部分将包括两组试验：脉冲激振试验和随

机振动试验，内容包括：试验方案设计、试验测试系统搭建、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和模态参数识别，

撰写试验报告。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曹树谦，张文德，振动结构模态分析，天津大学出版社。 

2. S. W. Doebling, C. R. Farrar and M. B. Prime. A Summary Review of Vibration-Based Damage 

Identification Methods.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1996 

3. F. N. Catbas, Tracy Kijewski-Correa and A. Emin Aktan (editors), Structural Identification of 

Constructed Facilities: approach,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for effective practice of St-Id, A 

State-of-the-Art Report.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1028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混凝土材料与结构耐久性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Durability of Concrete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对混凝土材料与结构的耐久性基本理论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全面阐述。混凝土是工程中用量

最多的建筑结构材料，由耐久性不足而引起的建筑服役性能劣化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远远超出人

们的预料，且形势日益严峻。混凝土随时间有多种形式的劣化，较为常见的是钢筋锈蚀，冻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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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盐侵蚀，碱-集料反应以及体积稳定性差等。该课程主要介绍混凝土材料与结构耐久性的基本概

念、国内外耐久性研究概况、材料耐久性损伤机理、在役结构耐久性评估与寿命预测、拟建结构耐久

性设计、提高混凝土材料与结构耐久性的措施等；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为从事重大工程结构如大

跨度桥梁、大型体育场馆、高层建筑、深埋地下空间结构和大坝结构等的耐久性设计、安全保障和寿

命预测等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Richardson M G. Fundamentals of durable reinforced concrete. CRC Press, 2003. 

2. Mehta P K, Monteiro P J M. Concrete: microstructure, properties, and materials. New York: 

McGraw-Hill, 2006. 

3. 张誉, 蒋利学.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概论.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4. 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学部.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与施工指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5. 牛荻涛.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与寿命预测, 科学出版社, 2003.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1030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工程案例讲析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Case studies on  project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我国快速的都市化进程，催生出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高速发展，目前规模已达世界第一，城市轨

道交通从单一的客运功能已发展成为城市转型升级的推力倍增器。课程主要以地铁工程实例讲析怎样

实践建地铁就是建城市的理念，以工程建设手段打造都市工作带、生活带、商业带的建设实例，展示

实现土地资源再生进行上盖物业开发、实现城市功能区地下空间拓展和联系、实现旧城区改造升级和

更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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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1031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土木工程 FRP 复合材料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FRP composites for civil engineering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对纤维增强复合材料（fiber reinforced polymer, FRP）的基本应用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全面阐

述。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因其强度重量比高、各向异性、轻质、耐腐蚀等特点，可广泛运用于土木建筑

工程中，如桥梁、纤维混凝土、补强加固材料、岩土工程，出现了许多新的结构形式和应用方法。本

课程将提供主要介绍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发展、制备和性能；纤维复合材料在混凝土结构加固与增强

的应用与设计，如外粘结纤维复合材料加固-混凝土结构、纤维复合材料筋增强混凝土结构、全FRP

结构以及混杂结构；混凝土梁、柱、墙体的抗弯、抗剪加固；轴心受压纤维复合材料约束柱的延性及

抗震性能；以及FRP复合材料在土木工程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This course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the basic property,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status 

of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 (FRP).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 can be widely used in civil engineering, such as 

bridges, reinforcing and strengthening materials,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and new structural forms due to 

the high strength-to-weight ratio, anisotropy, light weight, corrosion resistance, etc.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course includes the composite materials; FRP composites for construction; manufacture and property of FRP; 

the application and design of FRP 

in the reinforcement and strengthening of concrete structures, such as FRP externally bonded concrete 

structures, FRP internally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full FRP structure and hybrid structure; ductility 

and seismic behavior of FRP confined columns; and recent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FRP composites in civil 

engineering. 

主要教材： 

1. Teng, J. G., Chen, J. F., Smith, S. T., & Lam, L. (2002). FRP: strengthened RC structures. Frontiers in 

Physics, 266. 

2. Bank, L. C. (2006). Composites for construction: structural design with FRP materials. John Wiley & 

Sons. 

3. Uddin, N. (2013). Developments in fiber-reinforced polymer (FRP) composites for civil engineering. 

Else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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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1032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欧洲规范钢结构设计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Design of Steelwork to Eurocode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Mechanics of Materials (or equivalent)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该课程涵盖了极限状态设计和荷载组合设计的基本概念。 它还包括使用欧洲规范进行建筑和土

木工程结构中的拉伸和压缩构件、梁、梁柱以及连接构件的实际设计应用。 

The course covers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of limit state design and combinations of actions. It also 

covers the practical design of tension and compression members, beam, beam-column and connection in 

building and civil engineering structures using Eurocodes.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EN 1990 'Eurocode: Basis of structural design'. 

2. EN 1991 'Eurocode 1: Actions on structures'. 

3. EN 1993 'Eurocode 3: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s'. 

4. Lecture notes will be provided.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2001Q/S8502002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环境生物学(I) (II)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I) (II)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环境科学与工程，市政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环境生物学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环境生物学(I) 是；环境生物学

(II) 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微生物和生物化学基础。生化反应的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原理。生物能学、能量守恒机理。微生

物分解代谢的多样性、自然界中有机质循环包括碳循环和生物地质化学循环。细菌生理学、种系发生、

土壤和海底沉积物中的微生物生态学、细菌粘附、生物膜的形成。污染物降解中的微生物。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Michael T. Madigan, John M. Martinko: Brock Biology of Microorganisms, 11th edition, Prentice 

Hall, 2006. 

2. David L. Nelson, Michael M. Cox: Lehninger Principles of Biochemistry, 4th edition, W. H. Fre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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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2003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现代检测技术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 Modern Analytical Technolog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环境科学，环境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分析化学, 物理化学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现代检测技术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 采用课堂讲授和实验室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方

式，使学生在了解各种现代仪器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技术的基础上，掌握若干常用分析仪器的使用

方法，并具有处理实验数据的能力。本课程主要讲授用于化学分析的各种现代仪器分析方法，如原子

吸收光谱、原子发射光谱、紫外光谱、气相色谱、液相色谱、质谱的基本原理、仪器结构、分析方法

和在环境领域中的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选择和应用恰当的仪器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现代仪器分析是一门国际广泛开设的课程，为了与国内外先进水平保持一致，教材选用国际

仪器分析课程的经典教材，Principles of Instrumental Analysis，并采用中英双语授课。学习此课程的学

生不仅需要具有一定的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的基础，还应具有较好的英语听力和阅读能力。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Douglas A. Skoog, F. James Holler, Stanley R. Crouch. Principles of Instrumental                   

Analysis, six edition. Thomson. 2007. 

2. 2Paul R. Loconto. Trace Environmental Quantitative Analysis: Principles,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Marcel Dekker, 2001.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2005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实验的理论基础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Theoretical Fundamentals of Experiment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市政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统计方法基础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面向工程类、物理/化学类和科学类等专业的学生开设，如环境工程类，是关于如何设计实

验和对实验所得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性课程。本课程将涉及工程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实验类型。学生对

统计学的基本应用知识要有一定的了解，要知道如何计算和处理样本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对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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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了解，要熟悉假设检验（如t-检验）的一些概念，能构造和解释置信区间，会利用最小二乘法进

行模型拟合。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如何规划、设计和高速有效的进行实验操作，如何对所得数据

进行分析从而获得目标结论。设计和统计分析问题在课程中都会涉及到。本课程中所讲授的一些基本

法则在整个工程类和科学类工作中都会遇到，如技术开发，新产品设计和开发，工艺开发和生产过程

改善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Douglas C. Montgomery: Design and Analysis of Experiments, 6th edition, 人民邮电出版社.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2007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环境有机化学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Environmental Organic Chemistr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环境科学与工程，市政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这是一门关于有机化学的基础课程,侧重于有机分子结构和活性的基础理论,包括共振、立体化学、

取代消去反应机理等。本课程同时介绍了有机化学在环境中的应用。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L.G. Wade, JR: Organic chemistry. 5th ed. Prenice Hall, 2003. 

2. René P. Schwarzenbach, Philip M. Gschwend, Dieter M. Imboden: Environmental Organic Chemistry, 

2nd ed, Wiley Publisher, 2002.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2008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环境催化化学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 Environmental Catalytic Chemistr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环境工程、市政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这是一门关于环境催化化学的专业基础课程，侧重于环境治理中涉及到的有关催化化学基础知识

介绍，内容包括：催化的相关概念、均相催化（均相酸碱催化和配位催化）、酶、多相催化（金属的

氧化还原催化、金属氧化物的固体酸碱催化、金属氧化物的氧化还原催化）、催化新领域（光催化、

电催化、等离子体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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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Gadi Rothenberg, 《Catalysis》, Wiley-VCH, 2008. 

2. 吴越,《催化化学》, 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 

3. 韩维屏，《催化化学导论》, 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2012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物理化学处理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Physical-Chemical Processes for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环境科学与工程，市政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废水工程:处理与回用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讲授去除水中污染物质的相关物理过程和化学过程的原理，包括在饮用水、城市污水和工

业废水处理中的应用。内容包括：格栅、流量调节、混合、凝聚/絮凝、沉淀、过滤、气提、气浮、

氧传质、活性炭吸附、中和、化学沉降、化学氧化和消毒。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Metcalf & Eddy: Wastewater Engineering—Treatment and Reuse, 4th edition,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2003. 

2. Eckenfelder: Industrial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3rd editi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2000.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2013Q / S8502014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水的生物处理(I) (II)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Biological Wastewater Treatment (I, II)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环境工程与科学，市政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部分涵盖了好氧处理和厌氧处理技术，包括悬浮生物系统以及附着生物系统（生物膜），如：

活性污泥法、滴滤池、氧化塘、生物转盘、氧化沟以及混合生物反应器。另外，用于处理工业废水的

厌氧生物处理工艺如：UASB用于工业废水的处理，也将被讨论。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Metcalf & Eddy: Wastewater Engineering—Treatment and Reuse, 4th edition,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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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ran: Biological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s—Theory and Operation, John Wiley & Sons Ltd., 

1990.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2015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固体废弃物处理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Solid and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环境科学与工程、市政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这门课程包括固体废物收集方法和设备，当前可行的处置技术集中在垃圾填埋系统和垃圾渗滤液

管理的。另外，还介绍了危险废物管理和土壤修复技术。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McBean, Rovers and Farquhar: Solid Waste Landfill Engineering and Design, Prentice Hall PTR, 

1995. 

2. Lagrega, Buckingham and Evans: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1994.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2018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污染场地风险分析与修复技术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Contaminated Site Assessment and 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市政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普通化学、水力学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土地污染在中国已成为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许多原来位于

城区的污染企业从城市中心迁出，产生了大量污染场地（又称为―棕地‖）。这些污染场地的存在带来

了双重问题：一方面是环境和健康风险；另一方面是阻碍了城市建设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本课程针对

污染场地管理过程中涉及的诸方面问题，将要讲述污染场地调查、地下污染化学品特性、污染物迁移

和风险分析等的一些基本原则；介绍传统和新型的用于土壤污染和地下水污染的修复技术，如抽水-

处理系统、土壤淋洗、生物修复和可渗透反应墙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LaGrega, M.D., Buckingham, P.L., Evans, J.C.: The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Management Group.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2nd ed., McGraw-Hill, Singapor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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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edient, P.B., Rifai, H.S., Newell, C.J.: Ground Water Contamination: Transport and Remediation, 

2nd ed,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USA, 2000.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2019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专业综合实验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Special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环境科学与工程，市政工程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Municipal Engineering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为了提高研究生的专业实验技能，以适应本专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在春季学期，研究生在自

己导师的指导下，利用导师的科研条件，结合导师的研究项目，系统学习本专业的相关实验技能。包

括工艺装置的设计与构建，装置的运行与管理，污染物检测方法等学习，以及实验室工作规范的学习。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Ntc Publishing Group: Dictionary of The Environment,1997.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2025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高等水化学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Advanced Aquatic Chemistr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市政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环境有机化学、水迁移转化、环境微生物学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是给排水专业学生在学完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之后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旨在培养对水化学

反应过程的动力学和热力学原理。同时，水化学也涉及水处理和输送过程中的基本化学现象，及污染

物在水中迁移转化的一些基本原理。课程的主要内容为：化学热力学和动力学、酸碱反应、络合反应、

沉淀和溶解、氧化还原反应、电化学、胶体化学、物质的吸附、胶体化学、化学动力学等知识。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水化学过程中的热力学与动力学基本问题、酸碱反应的本质和规律、金属

离子与一些无机离子、有机离子之间的络合反应，常见沉淀物在水中的溶解及其稳定性，氧化还原反

应的基本原理，缓冲溶液的配置方法和固液界面的吸附反应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Mark M. Benjamin: Water Chemistry, 1st edition, Waveland Pr Inc, 2010. 

http://www.google.co.jp/search?hl=zh-CN&tbo=p&tbm=bks&q=inauthor:%22Ntc+Publishing+Group%22&source=gbs_metadata_r&cad=4
http://www.amazon.com/Mark-M.-Benjamin/e/B001K8B14A/ref=ntt_athr_dp_pel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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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2027QN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能源环境化学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Energy &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环境科学与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普通化学相关专业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为环境学科硕士研究生及相关专业的学位基础课。能源环境化学主要关注的是有害化学物

质在环境介质中的存在、特性、行为和效应及其控制的化学原理和方法，能源危机及新型可再生能源

的发展技术等。本课程以阐述污染物在大气、水、土壤等环境介质中分布、迁移、转化过程所涉及的

污染化学问题及其效应为主线，较全面深入地阐明基本原理、环境化学相关交叉学科的知识。本课程

主要内容包括大气环境化学、水环境化学和土壤环境化学，作为学科交叉环境能源问题以及新型可再

生能源发展技术也将进行讨论。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环境化学》陈景文、全燮编著，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2. 《Environmental Chemistry》Ninth Edition, Stanley E. Manahan. CRC Press, 2009.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2028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高级氧化技术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 Advanced Oxidation Techniqu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环境科学与工程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普通化学相关专业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为环境、化学等学科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课。高级氧化技术是利用活性极强的自由基 (如羟

基自由基)氧化分解水中有机污染物的新型氧化除污染技术，是一门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水处理技术。

高级氧化技术主要包括芬顿（Fenton）氧化法，臭氧类氧化法,超临界水氧化法，光化学/催化氧化，

电化学氧化法及超声氧化法等。课程将主要介绍各种方法的原理，特点，应用，优缺点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水处理高级氧化技术》张光明，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年。 

2. 《Advanced Oxidation Processes(AOPs): Principles, Reaction Mechanisms, Reactor Concepts 

-Photochemical Purification of Water and Air》 Thomas Oppenlander, WILEY-VCH,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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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2029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流域水环境管理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Watershe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环境科学与工程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为环境学科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课。流域水环境对人类生产生活及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流域水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水利工作。本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流域水环境演变、

流域水环境规划与管理、水环境治理及生态修复技术和流域水电开发的生态环境影响，并介绍流域水

环境模拟与调控方法及重点流域水环境的现状及问题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水资源综合利用》，周维博编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 年。  

2. 《水资源的可持续解决方案》，James L. Sipes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年。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2031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生物吸附技术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Adsorption in environment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环境科学与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N/A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N/A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在处理废弃物时，其中所包含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对于环境一向有着负面影响。而目前，社会

和产业界对于有价值金属和稀有元素的回收和利用的兴趣越来越高。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吸附技术

应运而生，并被实践证明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在这门课程中，吸附技术的基本原则和研究方

法将被介绍和讨论。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Microbial Adsorption of Metals (2011), Springer 出版  作者：Pavel Kotrba 等 

参考文献(Reference)： 

Microbial Adsorption of Metals (2011), Springer 出版  作者：Pavel Kotrba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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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502032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碳的物理、化学、生物捕获与存储方法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 Physic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Method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市政工程，环境工程 

Municipal engineering，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讲述碳的捕获与存储（CCS）的物理、化学、生物方法及主要原理。化石燃料的大量

消耗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随之带来很多不可逆转的危害。但在绿色能源被研发推广之前，仍然不得不

依赖于化石燃料。碳收集与封存是目前抵制气候变化的首选策略。通过碳封存，提供一个缓冲，给予

充足时间去寻找新的绿色能源。本课程将系统的介绍碳收集与封存的原理，技术，应用，及意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1st Edition, Steve Rackley,Butterworth-Heinemann, 2009. 

2.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Physical,Chemical, and Biological methods》 Rao Y. Surampalli et al.,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2015.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2036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环境伦理学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Environmental Ethic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环境科学与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环境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旨在系统性地研究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问题。环境学

将自然科学，哲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原理结合在一起，以尝试解决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问题。它的研究范

围非常广泛，包括自然环境，建成环境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门课程中，环境伦理学和

哲学的的基本问题和方法将着重被介绍和讨论，通过对于环境伦理学的学习，可以促进对于环境学整

体性的把握和理解。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Environmental Ethics: 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5th edition JOSEPH R. 

DESJARD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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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nvironmental Science: A study of interrelationships 13th edition，环境科学---交叉关系学科 第十

三版 E.Enger 等著。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2037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环境监测中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Quality assurance / quality control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环境科学与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环境学，化学类课程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环境研究中实验数据的准确性将会影

响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环境质量的改善，所以实验室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课程分为六节，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的概述，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实验室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大气研究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水研究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土壤研究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结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以可行性、先进性、适用性为方针，贯彻分类指导的原则，系统地围绕质量

保证和质量控制进行讲授。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环境研究中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的基本

概念，研究方法和思路，强化学生的质量管理理念，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呼小洲，程小红，夏德强. 实验室标准化与质量控制. 中国石化出版社 

2. 袁国富，张心昱，唐新斋等著. 陆地生态系统水环境长期观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中国环境科

学出版社 

3. 施建平，杨林章著. 陆地生态系统土壤观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302008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高等流体动力学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Advanced Fluid Dynamic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流体动力学在工程中极为重要。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提升学生对流体动力学的认识和应用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以下知识：流体动力学守恒方程的推导，边界层、内流和外流理论及

其相关的应用。课程亦会触及湍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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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Fluid Mechanics-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 2th edition, Yunus A. Çengel; John M. Cimbala, Mc 

Graw Hill  

参考文献(Reference)： 

Yunus A. Cengel, John M. Cimbala: Fluid Mechanics: 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 2nd EDITION IN 

SI UNITS, McGraw-Hill, 2010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0001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科技论文写作指导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Scientific Writing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科技论文的写作对于理工类院校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及科技工作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和任

务。因此，必须掌握科技论文的特点、要求和写作技巧。本课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文献的收

集、阅读和整理，以及研究方向的凝练；（2）科技论文写作的基础知识和技巧，包括一般科技论文

各组成部分的特点、要求和写作技巧，并分别讲述试验、理论分析和综述等类型论文的不同特点；（3）

学术道德和哈工大学位论文规范讲解。 

Scientific writing is an essential ability and task for senior undergraduates, graduates and researcher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master the features, requirements and writing skills of scientific writing. This 

course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1) search, reading and consolidation of useful papers from the 

literature, concentrating research direction; (2)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scientific writing, including the 

features, requirements and writing skills of each components of a scientific report/paper, revealing the 

different featur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papers such as experiment,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review paper; (3) 

explanation of academic ethics and both technical and editing requirements on dissertation specified by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主要教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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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500002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工程伦理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Professional Ethic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土木工程、环境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毕业实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土木工程职业伦理意识，结合专业教育，使同学了解土木工程技术

人员从业中可能面临的伦理问题，对工程技术人员人的行为―对‖和―错‖进行系统研究，思考工程的过

程和最终结果―应该‖是什么样子，工程师在这个过程中负有什么责任，从而提升学生的伦理推断和思

辨能力，帮助同学在面对职业伦理困境时做出负责任的、符合职业道德规范的选择。课程重点通过学

习和讨论，培养学生养成土木工程伦理意识、学会思辨并在面对伦理困境时做出负责任的判断和选择。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deliver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consciousness in civil engineering, 

combined wit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o students, so that they can understand the ethical problems that civil 

engineering technicians may face in their profession. Student in this course will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behavior of engineers and technicians by the definition of "right" and "wrong", and think about what the 

process of engineering and the final result "should" look like, Wha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ngineers in this 

process, so as to enhance students ' ethical inference and thinking ability, to help students in the fac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dilemma to make responsible and ethical choices. Through study and discussion, the 

course focuses on training students to develop ethical awareness of civil engineering, learn to speculate and 

make responsible judgments and choices in the face of ethical dilemmas.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李正风、丛杭青、王前等编著：《工程伦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2.  [美]哈里斯等著，丛杭青等译：《工程伦理概念和案例（第五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年

版。 

3.  [美]贾丁斯著，林官明等译：《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4. 王蒲生，《科学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67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001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Research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cs: Theory and Practic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主要是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背景下，分专题研究和介绍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

问题，深化和拓展本科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特别是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

时代条件下如何系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

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实际问题；如何科学地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

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等重大问

题。要进一步学习这一个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覆盖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它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通过以上内容的重点学习使硕士研究生进一步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信念。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秦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 陈跃 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3. 李景治 蒲国良 主编.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002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自然辩证法概论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 Dialectics of Natur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讲授硕士研究生必须掌握的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知识，即：掌握辩证唯物

主义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技术观共三个方面的内容。开课基

础针对硕士研究生。在本课程的教学要求上，培养学生全面掌握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并结合当代科

技发展的特点和趋势，要求学生通过学习、研讨、专题研究和期中论文写作从而具备扎实的自然辩

证法理论功底和熟练运用该学科理论知识分析解决科技研究、开发实际问题的能力，以适应在研究

http://search.360buy.com/Search?book=y&keyword=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http://www.360buy.com/publish/中央文献出版社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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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研究中积极进行哲学思维的需要，并为以后在实际科技研发方面的深入工作打下坚实的哲

学知识基础。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自然辨证法概论》编写组：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 》 ，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 1 版 (2012 年 5 月 1 日)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陈子辰等：《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2. 孟庆伟：《科学技术哲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3. 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05 出版)  

4. 刘大椿、 刘劲杨：《 科学技术哲学经典研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10 出版) 

5. Grupp,H.(1998),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Theory,Measurement and Practice, 

Edward Elgar. 

6. Mani,S.(2002), Government,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Policy: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Edward Elgar.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038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硕士学术英语写作（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Academic English Writing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学术英文写作这一课程以提高学生的学术英语写作水平和综合英语水平为教学目标。课程重点是

在听、说、读、写四种语言技能得到提高的基础上加强学生的学术英语写作能力。课程通过扩大学生

阅读面和增加阅读量等方法扩充学生在语法、词汇、句子、段落和篇章等方面的知识；通过不同类型

英语的专题写作训练，使学生在学术英语写作方面得到锻炼与提高。同时，在课堂上，我们也注重加

强学生英语交流技巧的训练，全面增强学生的英语沟通能力。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Writing Academic English (Third Edition) Longman by Alice Oshima, Ann Hogue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Handbook of Business Letters (Third Edition) McGraw-Hill by Roy W. Poe  

2. Business Letter Handbook: How to Write Effective Letters & Memos for Every Business .Situation by 

Michael Muckian, John A. Woods 

3. Academic Writing for Graduate Students, Second Edition: Essential Tasks and Skills (Michigan Series 

in English for Academic & Professional Purposes) by John M. Swales, Christine A. Beer Feak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search-handle-url/index=books&field-author-exact=Alice%20Oshima/102-1237067-7453762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search-handle-url/index=books&field-author-exact=Ann%20Hogue/102-1237067-7453762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search-handle-url/index=books&field-author-exact=Michael%20Muckian/102-1237067-7453762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search-handle-url/index=books&field-author-exact=John%20A.%20Woods/102-1237067-7453762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search-handle-url/index=books&field-author-exact=John%20M.%20Swales/102-1237067-7453762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search-handle-url/index=books&field-author-exact=Christine%20A.%20Beer%20Feak/102-1237067-745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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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091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西方商务礼仪简介（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Western Business Etiquett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Western Business Etiquette Course is designed to develop an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Culture and will 

explore those factors which have made Western Culture what it is today. Specifically, the course will 

explore American Culture concentrating on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ssues.   

Western Business Etiquette will include the historical aspects of western cultures and focus on learning the 

etiquette of Western Culture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we will learn  proper greetings, successful 

interviewing techniques, 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 both written and oral,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restaurant, business meetings, interviews  and business gathering etiquette.  Electronic Media techniques 

including the telephone, email and business conferencing will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edited by Christopher Bigs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www.cambridge.org/9780521601092,ISBN-13 978-0521-60109-2; ISBN-10 

0-521-60109-6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by Samovar, Porter, McDaniel, 6thEdition,  Wadsworth Series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Sept. 2013). 

2.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by Larry Samovar, Richard Porter, Edwin R. McDaniel and 

Carolyn S. Roy, (Jan, 2014), Edition 14, ISBN-13 978-1285077390, ISBN-10 1285077393  

CengageLearning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042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英美文学赏析（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Appreciation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英美文学是英美各个历史阶段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了解英美文学有助于提高学生自身的文学修

养和欣赏水平。本课程旨在从英国和美国历史、语言、文化发展的角度，介绍英美两国文学史上各个

时期的主要文学、文化思潮，文学流派，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使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发展有一个大概

的了解和认识，对于思想艺术上有代表性、影响力的作家及作品进行分析、导读，使学生初步理解英

http://www.cambridge.org/978052160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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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学的形成和发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我们目标在于进一步增强学生对于英语的敏感性，增强学

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提高学生语言水平。并且，在文学课堂中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

培养他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洞察批判能力，提高其鉴赏英美文学原著的能力和人文素质。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马莉等，《英美名著赏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姜涛，《英国文学经典教程》，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 

2. 蔡龙权等，《美国文学名著研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年 

3. 龙毛忠等，《英美文学精华导读》，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年 

4. 李公昭等，《美国文学选读》，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5. 李公昭， 《英国文学选读》，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6. 桂杨清等，《英美文学选读》增订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年 

7. 吴伟仁，《英国文学史及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年 

8. 杨岂深，《英国文学选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年 

9. 胡荫桐 《美国文学教程》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10. 张伯香，《英美文学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11. 王守仁，《英国文学选读》，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2. 李维屏，《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年 

13. 罗经国，《新编英国文学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4. 刘炳善，《英国文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15. 吴伟仁 《美国文学史及选读》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 年 

16. 常耀信 《美国文学简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17. Alexander, Michael. 2013.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London: Palgrave. 

18. Bode, Carl, ed. Highlight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Four Books. Washington D.C. Information Agency, 

1971.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096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西方创意思维简介（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Introduction to Creative Thinking in the West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作为一门为理工科硕士研究生设置的通识教育课程，本课程以介绍创意产业的核心价值体系、提

高学生的创新性思维能力为教学目标。课程重点在于挑战传统的工程师式的思维方式，启发学生认识

交互性设计的意义并将其运用在科技创新的实践中。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为何现在的人机界面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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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搞得一团糟，为何许多公司花费大量金钱来设计那些缺乏效率的软件程序，为何顾客的要求总是让

人难以捉摸，怎样的设计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课程通过阅读文献，课堂报告和讨论的方式让学

生感受到在科技创新中交互性设计的重要性，希望引发学生对自己周围环境中类似问题的思考；通过

撰写专题报告培养学生深入思考，有条理地表述自己观点的能力。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Inmates are running asylum: Why High-Tech products drive us crazy and how to restore the sanity, by Alan 

Cooper. 

参考文献(Reference)： 

Design for Digital Age: How to Create Human-Center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by Kim Goodwin and 

Alan Cooper.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094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资本主义对决资本主义：西方家族企业管理（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Capitalism against capitalism:western family business management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以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为典型的英美和德法为研究背景，首先简要通过对其

经济增长、物价、就业情况等反映宏观经济表现指标的综合分析，剖析其经济表现差异的原因。在

此背景下的西方家族企业管理需要保持股东利益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之间的平衡。课程具体介

绍美英的公司治理股东模式(the shareholder model)，和德法的利益相关者模式(stakeholder model)，

以案例分析的方法深入介绍两种模式下家族企业的成长，发展和变迁。在此基础上课程也提出这两

大模式对中国企业发展的借鉴。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Robert J. Bennet, (2014),Entrepreneurship. Small business and public policy, Routledge.   

2. Guo Man, (2014), Performativ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Corporation Behavior and Rituals in China, 

Schaker Verlag. 

参考文献(Reference)： 

Keanon J. Alderson（2011），Understanding The Family Business，Business Expert Press.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search-handle-url/index=books&field-author-exact=Michael%20Muckian/102-1237067-7453762#/ref=nb_sb_noss_1?url=search-alias%3Dstripbooks&field-keywords=alan+cooper&rh=n%3A283155%2Ck%3Aalan+cooper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search-handle-url/index=books&field-author-exact=Michael%20Muckian/102-1237067-7453762#/ref=nb_sb_noss_1?url=search-alias%3Dstripbooks&field-keywords=alan+cooper&rh=n%3A283155%2Ck%3Aalan+cooper
http://www.amazon.com/Designing-Digital-Age-Human-Centered-Products/dp/0470229101/ref=sr_1_5?s=books&ie=UTF8&qid=1399346487&sr=1-5&keywords=alan+cooper
http://www.amazon.com/Designing-Digital-Age-Human-Centered-Products/dp/0470229101/ref=sr_1_5?s=books&ie=UTF8&qid=1399346487&sr=1-5&keywords=alan+co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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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041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西方文明简介（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ivilization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ivilization. It asks how and why Europe and America 

evolved and what the West‘s experience lend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 of development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wo key themes running throughout this course are (a) the significance of external 

influences and (b)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t the end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key events and processes that have shaped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course include early influences on Europe from the Middle East, Greece, the 

wider Mediterranean world, India, and China. It then goes on to consider: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the 

collapse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urch and a ‗new‘ Rome at Byzantium; the 

Frankish Carolingians, Charlemagne, the collapse of Charlemagne‘s empire; feudalism, towns and the 

nascent states of Europe; the strengthen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merchant and state and role of commerce; 

the development of art and architecture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This is followed 

by a consideration of the rise of Puritanism, the Great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Enlightenment, 

European coloni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The main histor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 which shaped Europe and America during the 18th to 20th centuries are also covered, 

including core issues such as the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s; nineteenth century capitalism; 

socialist response; political pressure and social policy; war; welfare capitalism; and post-war Europe and 

America.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Text Book: Lerner, R.E., Meacham, S. and Burns, E.M. 1993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Volumes 1 and 2: W.W. Norton and Company: London and New York. 

参考文献(Reference)：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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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700198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媒体、社会与技术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 Media, Society and Technolog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We are immersed in a complex and pervasive media culture,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us to recognize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deed, what we see, hear, read, and 

experience are largely a product of our society and its particular political, economic, material, and cultural 

configuration. This relationship also shapes our understanding of ourselves, our society, and the world 

around us. Yet, our media culture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series of transformations – as new technologies, 

new forms of entertainment, new venues for political debate, and new models of participation and labor 

emerge online. This course will interrogate how the social,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landscape is 

changing in relation to technologies. It recognizes that technology is not merely a set of material artifacts 

with a straightforward impact on our world but represents a complex set of practices, norms, and values 

that both reflect and shape our convictions about personhood, time, class, gender, space, labor, and politics. 

Further, because technology often depends on the broader socio-economic, leg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from 

which it is invented, adopted and stabilized, ample attention will be placed on these contextual conditions 

and the hidden assumptions that drive its popular understandings.  

The course primarily concentrates 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printing technologies, telegraph, 

telephone, computers, Internet) and is roughly chronological. However, we will consider a number of other 

technologies (railway,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farming technologies) that will help sharpen our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will provide a comparative touchstone to discuss the intersec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with other technological systems as well as what may be unique abou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We will develop critical resource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se 

technologies and emerging communicative forms;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behind them; the 

sociocultural moments from which they have emerged; and the shifts they have engendered. Once 

equipped with these tools, we will ask deeper questions about their impact on society. We will explore the 

impact of media on 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through the close examination of cultural products 

including books, television shows, music, and advertising. Using a wide range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s, 

we will analyze the social meanings of cultural objects.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无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Holmes, David. Communication theory: Media,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ag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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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andage, Tom 1999 The Victorian Internet. New York: Berkley Trade Book.  

3. Boyd, D. (2014). It's complicated: the social lives of networked tee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4. Kidd, Dustin. (2014). Pop culture freaks: Identity, mass media, and socie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99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汉英语言比较（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Contrastive Language Studies: Chinese and English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will help students analyze and categorize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omponents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We will then identify the distinctiv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both languages and 

integrate contrastive analyses in order to develop effective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Through the 

contrastive and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various levels and types of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omponents, 

students develop a firmer grasp of the components of both languages, enabling them to better undertake 

bilingual and bicultural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nd to build the skills as effective 

professionals, translators and/or educators.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无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Anttila, Raimo. (1989).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Benjamins. 

2. 包惠南。(2001).《文化語境與語言翻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3. Burnley, David. (2000).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 Source Book. Harlow, England; New 

York: Longman. 

4. 陳定安。(1998).《英漢比較與翻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5. 陳東成編。(2000)。《文化差異與翻譯》。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  

6. 陳俊光。《地比分析與教學應用》。文鶴。  

7. 陳俊光。《篇章分析與教學應用》。新文林。  

8. Connor, Ulla M. (1996). Contrastive Rhetoric: Cross-cultural Aspects of Second-language Writing.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 Crystal, David. (1997).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 Fawcett, P.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Linguistic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11. Gunn, Edward. (1991). Rewriting Chinese: Style and Innov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rose.  

Stan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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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黃國文。(1988).《語篇分析概要》。 湖南教育出版社。  

13. Hung, Tong T.N. (2005). Understanding English Grammar – A Course Book for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4. 高一虹。(2000)。《語言文化差異的認識與超越》。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5. 蔣堅松。(2002)。《英漢對比與漢譯英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6. Li and Thompso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17. Lin, Hua (2001).  A Grammar of Mandarin Chinese. Muenchen: Lincom Europa.  

18. 劉密慶。《漢英對比研究與翻譯》。  

19. Kennedy, George Alexander. Comparative Rhetoric: An Historical and Cross-Cultural Introduction. 

20. Kroger, Paul R. (2005). Analysing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 Olson-Johnson, S. (1994).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Mandarin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lish 

Letter-writing Formats and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struction of These Formats. Washington D.C.: 

U.S. Dep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22. 王菊泉，鄭立信。(2004)。《英漢語言文化對比研究，1995-2003》。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3. 戚雨村。(1992)。<語言對比與文化對比>，載王福祥編，《對比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外語教

學與研究出版社，頁 318 – 23。 

24. 吳潛誠。(1984)。《中英翻譯：對比分析法》。香港：新藝出版社。 

25. 熊文華。(1997)。《漢英應用對比概論》。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26. 趙世開主編。(1999)。《漢英對比語法論集》。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7. 朱文俊。(1994)。《現代英語語言與文化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28. 劉宓慶。(1998)。《文體與翻譯》(增訂版)。 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9. 潘文國。(1997)。《漢英語比較綱要》。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30. 邵志洪。(1997)。《英漢語研究對比》。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Katan, David (2009). 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Munday, 

Jeremy (editor). (pp. 74-9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31. Meinhof, Ulrike H. and Jonathan Smith (editors).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Media: From Genre to 

Everyday Life. Manchester,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32. Munday, Jeremy (2009). ―Issu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Munday, Jeremy (editor) (pp. 1-1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33. Venuti, Lawrence (2004). A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34. Zatlin, Phyllis. (2005). Theatrical Translation and Film Adaptation: A Practitioner‘s View. Clevedon, 

UK; Buffalo: Multilingual Matters. 

35. 顧希佳；梁豔萍，黃茹櫻譯，(2006)，中國傳說故事：梁山伯與祝英台，廣州：廣東教育出版

社。 

36. 莫淑儀，(1999)，香港漢譯莎士比亞戲劇演出本的時空處理硏究，香港 : 嶺南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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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谢世坚，(2010)，莎士比亞舉辦中話語標記語的漢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38. 威廉・莎士比亞原著 ; 蘭姆姊弟改寫 ; 吳湘湄譯，2008，莎士比亞四大愛情喜劇，台北市 : 晨

星出版有限公司。 

39. 赵友斌，(2008)，莎士比亚悲喜剧著名独白欣赏, 英汉对照，成都 :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40. 莎士比亞著 ; 辜正坤譯 ，(2005)，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精選，北京 : 華文出版社。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700200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电影和文学中的改编叙事（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Adaptations of Famous Stories in Film and Literatur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修过大学英语听说和英语读写课（或获得免修资格）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trains students to examine and reconstruct translations and adaptations of the same source text 

in different form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adaptation will 

be analyzed to construct and critique the text and its contexts. The course will illustrate ―tradaption‖ 

(translation-adaptation) with several well-known exampl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uch as Mulan 木兰, 

Romeo and Juliet and plays from Shakespearean drama, novels, myths and legends, films, popular music 

and more. Students will research their own projects including authentic texts of any genre (in either 

English or Chinese) to analyze various adaptations and re-present the cultural products of ―tradapation.‖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无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Aguiar, Daniella and Joao Queiroz (2013). ―Semiosis and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Semiotica 196: 

283-92. 

2. Allen, Graham (2011). Intertextuality. Routledge. 

3. Barthes, Roland (1997). Image, Music, Text. Stephen Heath (translator). London: Fontana. 

4. Carbonell, Ovidio (1996). ―The Exotic Spac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Roman Alvarez and M. Carmen-Africa Vidal (editors). (pp. 79-98). Clevedon; 

Philadelphia; Adelaide: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5. Chiaro, Delia (2009). ―Issues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Munday, Jeremy (editor). (Pp. 141-16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6. Constandinides, Costas (2010). From Film Adaptation to Post-celluloid Adapatation: Rethinking the 

Transition of Popular Narratives and Characters across Old and New Media. New York: Continuum. 

7. Eithne O‘Connell (2007). ―Screen Translation.‖ In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P. 

Kuhiwczak & K. Littau (editors) (pp. 120-131). Clevedon. 

8. Gorlee, Dinda L. (1994). ―Translation and the Semiotics of Games and Decisions.‖ In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Rodopi. (pp. 67-85). 

9. Hatim, Basil (2009). ―Translating Text in Context.‖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Munday, Jeremy (editor). (pp. 36-5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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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olman, Michael and Jean Boase-Beier (1999). ―Introduction: Writing, Rewriting and Translation 

through Constraint to Creativity.‖ In The Practic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Constraints and 

Creativity. (pp. 1-18)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1. Hermans, Theo (2009). ―Translation, Ethics, Politics.‖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Munday, Jeremy (editor). (pp. 93-10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2. Hakola，Marikki，（2005). 梁山伯與祝英台 [videorecording] co-producers, Klaus Keymann, 

Naxos Rights International Ltd.; music composition, Ho Zhang-Hao & Chen Gang ; script & 

direction,  Hong Kong: Kroma Productions Ltd. : Naxos Rights International Ltd. 

13. Hutcheon, Linda and Siobhan O‘Flynn. A Theory of Adapta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4. Katan, David (2009). ―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Munday, Jeremy (editor). (pp. 74-9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5. Meinhof, Ulrike H. and Jonathan Smith (editors).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Media: From Genre to 

Everyday Life. Manchester,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6. Munday, Jeremy (2009). ―Issu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Munday, Jeremy (editor) (pp. 1-1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Venuti, 

Lawrence (2004). A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7. Zatlin, Phyllis. (2005). Theatrical Translation and Film Adaptation: A Practitioner‘s View. Clevedon, 

UK; Buffalo: Multilingual Matters. 

18. 顾希佳；梁艳萍，黄茹樱译，(2006)，中国传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广州：广东教育出版

社。 

19. 莫淑仪，(1999)，香港汉译莎士比亚戏剧演出本的时空处理硏究，香港 : 岭南学院。 

20. 谢世坚，(2010)，莎士比亚举办中话语标记语的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1. 威廉・莎士比亚原著 ; 兰姆姊弟改写 ; 吴湘湄译，2008，莎士比亚四大爱情喜剧，台北市 : 晨

星出版有限公司。 

22. 赵友斌，(2008)，莎士比亚悲喜剧著名独白欣赏, 英汉对照，成都 :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3. 莎士比亚着 ; 辜正坤译 ，(2005)，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精选，北京 : 华文出版社。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700078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人际交流（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Courses in Communications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N0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Yes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f students will be based on Attendance (10%), Participation (20%) Assignments 

(30%) and Final (40%). The class time will be given to learning of key concepts, presentation by students 

on designated topics, and discussion sessions. The instructor will teach key concepts and explain main 

points, facilitate discussions and presentations, and evaluate the learning of the students. There will be 

group work, role playing and communication exercises in order to experience and develop interpersonal 

skills. 

The bulk of reading and learning will be done outside the class time. This is, of cours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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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ourse is a survey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self-awareness, 

perception, emotions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The focus of the course is upon the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human behavior in relation to others.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oral and 

nonverbal behaviors the student will learn to improve message transmission, thereby, leading to personal 

improvement.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urse, the student will better understand ―self‖ and how to relate more 

successfully to others.  The student will know the principle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how to 

use them, effectively.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Looking Out Looking In, 14th edition, Ronald B. Adler; Russell f. Procter II,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14, ISBN 978-0-84002817-4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Everyday Encounters, Julia Wood, Wadsworth Publishing,7th edition, 

2012. 

2. The Proces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Lawrence Rosenfeld. Russell Rosenfeld, Russell 

Procter II, Wadsworth Publishing, January, 2012. 

3. Interplay:The Proces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Ronald Adler, Russell Rosenfeld, Russell 

Procter 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2012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700201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哲学智慧的批判思维（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Critical Thinking for Philosophical Wisdom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Public Speaking, Writing and Listening in English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No）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Yes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Critical Thinking for Philosophical Wisdom is a course which helps the student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y 

of persuasion and the methods of persuasion. The challenge of creating logical argument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persuasive process and being able to support those arguments with evidence will help the student 

understand persuasion and credibility.  Questions of fact, value, and policy will be analyzed.  The ethics of 

argumentation and persuasion will be emphasized.  How listeners process persuasive messages and how 

one can appeal to their emotions as well as to logical thought processes will be addressed.  How to build 

credibility, analytical reasoning, and understanding fallacies are critic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This course will help the student excel in reading, writing, speaking, analyzation, and thinking, 

thereby, providing the means to become a better speaker and a more responsible consumer.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Argumentation and Debate:  Critical Thinking for Reasoned Decision Making, 11th edition, 2014, by 

Austin Freeley, Wadsworth Publishing, ISBN-0-534-51510-X 

参考文献(Reference)： 

Reference Book:  Argument in Practice: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Argumentation Strategies, by 

Christopher B. Crawford and Gordon S. Carlson, June, 2016  ISBN-13:  978-0765644480     

ISBN-10:  0765644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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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700051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希腊罗马神话（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Greek and Roman Mytholog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希腊罗马神话起源于古老的爱琴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始祖。希腊罗马神话是希腊罗

马最早的文学形式，又是西方文学的源泉，对整个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都产生了非常

大的影响。本课程通过对希腊罗马神话知识的介绍，让学生了解一定的希腊罗马神话知识，理解西方

文化的起源，有效地丰富学生的知识面，拓宽学生的眼界，并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西方文化，培养和

提高学生对希腊罗马神话的鉴赏能力和文化素养。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舒伟，《希腊罗马神话的文化鉴赏》，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年 

2. 常耀信，《希腊罗马神话》，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 年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李楠，《希腊罗马神话 18 讲-英语词语历史故事》，2009 年 

2. 奥托·泽曼, 《希腊罗马神话》，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年 

3. 张新龙，《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 神话·绘画》，雄狮美术出版公司，2005 年 

4. 马建军，《希腊罗马神话教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年 

5. 陶洁，《希腊罗马神话一百篇》，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年 

6. Bulfinch, T. (1998) The Illustrated Age of Fable:  Myths of Greece and Rome. London: Frances 

Lincoln.  

7. Evslin, B (1966) Heroes, Gods and Monsters of the Greek Myths. New York: Bantam Books, Inc. 

8. Hamilton, E. (1969) Mythology: Timeless Tales of Gods and Heroes.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9. Homer, The Iliad.  

10. Homer, The Odyssey.  

11. Ovid, Metamorphosis 

12. Virgil, The Aen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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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10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心理学与生活（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Psychology and Lif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心理学与生活是一门心理学入门课程。课程简要介绍心理学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并

将心理学相关知识与日常生活与应用紧密联系。通过学习，使学生初步掌握心理学的基础知识，并能

有效运用心理学的知识解释现实生活中个体、群体与社会中的心理现象，进而提高学习与生活的质量。 

心理学与生活课程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包括：1、简要介绍心理学各个领域和流派的基本理论；2、

帮助学生在掌握心理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将所学知识有效应用于对日常生活现象的解释；3、通过将

心理学知识与日常生活应用紧密联系，提高初学者对心理学的兴趣，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水平，强

化学生将心理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中的能力。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Psychology and Life（19th edition）, written by y Richard J. Gerrig  (Author), Philip G. Zimbardo 

参考文献(Reference)： 

无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48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语音，口语和英语发音改进（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Improvement of Voice, Diction, and English Pronunciation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外国语言文学（东西方研究）硕士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语音，口语和英语发音的改进是外国语言文学（东西方研究）硕士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旨在帮

助学生提高他/她的语音，发音和发音。 通常，当学生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时，他们不会考虑语

音的声调，为清晰的信息而正确制定词语（清晰），以及正确的放松，呼吸和发音。 本课程还将侧重

于音量，比率，音高和声乐清晰度。 学生将学习放松和呼吸技巧，投影和麦克风使用技巧，清晰的

发音，发音和词汇的表达，音调，声乐变化和情感。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Fundamentals of Voice and Diction, Lyle V. Mayer, Brown and Benchmark Publishers, 10
th

 Edition, 1994. 

 

  

http://www.amazon.com/Richard-J.-Gerrig/e/B001ILHHQU/ref=dp_byline_cont_book_1
http://www.amazon.com/Philip-G.-Zimbardo/e/B00JH0WO6W/ref=dp_byline_cont_book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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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49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美英报刊导读（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How to Read English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通过大学英语六级或同等水平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通过精读美英主要报纸和新闻、综合期刊中的时事、评论、非虚构写作等各类文章，分析其语汇

疑难、知识面域、篇章布局、语言技巧和文体修辞，批判性分析其政治倾向和思想观点，了解现代英

语和报刊英语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语言文化素养和媒介素养；基于中国视角观察和评价美英社会和文

化，既培养世界公民意识，也努力从他国万象中寻找处理本国事务的依据、镜鉴和启发；通过选读乔

治·奥威尔、E·B·怀特和杜鲁门·卡波蒂为英美杂志撰写的文化评论、随笔和非虚构名作，体味三位文

学大师独特的世界观和明晰生动的语言艺术，以及以《纽约客》杂志为代表的文学性新闻体。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端木义万主编《美英报刊阅读教程》（第三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ISBN：9787305095481 

2. 周学艺编著《美英报刊导读》（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ISBN：9787301178096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The New York Times, The Atlantic, The Independent, The Guardian, The New Yorker 网络版。 

2. George Orwell: Essays. Penguin Books, 2000. ISBN：9780141183060 

3. Essays of E. B. White. HarperCollins,1999. ISBN：9780060932237 

4. Truman Capote, In Cold Blood. Penguin Books, 1966. ISBN: 9780141043081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005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数值分析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Numerical Analysi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专业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Calculus, Linear algebra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这门课程的目的是在解析解很难或者不可能得到的时候，找出可以接受的近似解，并且构造适

合计算机能力的求解的不同方法。该课程为计算机应用提供方法。学习这些方法的课程成为“数值

分析”。它包括研究、改进和分析获得不同数学问题数值解的算法。数值分析称为“科学计算数学”。

科学计算是在计算机上数值地解决数学问题。科学计算数学数值分析是与科学计算及它们行为分析

相关的算法或程序的研究。 

这门课的预备知识是：基本概念和泰勒定理，收敛的阶数和额外的基础概念，微分方程。学生

们期望能够用计算机编程及使用图形计算器。 



82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Numerical Analysis, (third edition), D. Kincaid and W. Cheney, China Machine Press, 2003 

2. 数值分析（第 4 版），李庆扬，王能超，易大义，清华大学出版社 & 施普林格出版社 

3. 数值计算原理，李庆扬，关治，白峰杉，清华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数值分析，韩国强，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 应用数值分析，刘春凤，冶金工业出版社 

3. 现代数值分析，蔺小林，国防工业出版社 

4. 计算方法教程，凌永祥，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5. 数值计算方法，林成森，科学出版社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004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矩阵分析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Matrix Analysi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机电，控制，电气，环境，力学，数学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初等线性代数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在这门课程里，我们将简要回顾基础线性代数的基本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比

如约当标准型、酉矩阵、正规矩阵、埃尔米特矩阵、向量范数和矩阵范数等。授课内容将覆盖教材

第 0 章到第 7 章，主要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是矩阵范数和矩阵特征值理论。我们将介绍

向量空间和向量范数的基本概念，以及矩阵的一些基础性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引出矩阵范数和矩

阵特征值的概念，并介绍相关的性质和应用。第二部分内容是矩阵的基本类型。我们将重点介绍三

种经典的矩阵类型，即酉矩阵、埃尔米特矩阵和正规矩阵，以及这三种类型的矩阵的特殊性质和简

单应用。第三部分内容是矩阵分解和矩阵标准型。我们将重点介绍 QR 分解、广义逆、约当标准型

和矩阵函数的相关知识。课程具体内容如下： 

1．向量空间和向量范数（向量空间，子空间，张成，基，向量范数，l1 范数，l2 范数，l∞ 范

数，内积）。 

2．矩阵的基本知识（矩阵空间，伴随，列空间，秩，零空间，非奇异，标准正交，分块矩阵）。 

3．矩阵范数和矩阵特征值（矩阵范数，矩阵 l1 范数，F 范数，算子范数，最大列和范数，最

大行和范数，谱范数，特征值，特征多项式，相似，可对角化，特征空间）。 

4．酉矩阵（酉矩阵，酉等价，Schur 定理，C-H 定理）。 

5．埃尔米特矩阵（埃尔米特矩阵，斜埃尔米特矩阵，实二次型，正定矩阵，奇异值分解）。 

6．正规矩阵（正规矩阵，可酉对角化）。 

7．矩阵分解（LU 分解，QR 分解，广义逆）。 

8．矩阵标准型（极小多项式， 广义特征空间，分块对角化，约当块，约当标准型，约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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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性质，约当标准型的应用）。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Matrix Analysis by Roger A. Horn, Charles R. Johnson. Publis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edition (February 23, 1990). ISBN 0521386322. 575 pages.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Matrix Analysis and Applied Linear Algebra by Carl D. Meyer. Publisher: Soc for Industrial & 

Applied Math; Package edition (February 15, 2001). ISBN: 0898714540. 700 pages. 

2. Matrix Computations (Johns Hopkins Studies in Mathematical Sciences) by Gene H. Golub, Charles F. 

Van Loan. Publisher: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 edition (October 15, 1996). ISBN: 

0801854148. 664 pages 

3. Topics in Matrix Analysis by Roger A. Horn, Charles R. Johnson. Publis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Ed edition (June 24, 1994). ISBN: 0521467136. 615 pages.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007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优化算法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Optimization Method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机电、土木、力学、信息等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最优化问题产生于自然科学、工程学、商业等多个领域中。这门课程主要集中在对这些复杂的

工程最优化问题的建模和学习适当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优化方法。此课程给出了有关最优化理论综

合简介，详细介绍如何有效地应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 

本课程介绍了线性规划方法，包括单纯形算法、线性规划质量、线性规划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等；无约束最优化方法，包括一维搜索算法，Fibonacci 与黄金分割搜索算法，以及多维搜索算法，

包括简单搜索、梯度方法、牛顿方法、变方向方法、变梯度方法与准牛顿方法等；约束最优化方法，

包括 KT 优化条件解决简单非线性问题、二次规划与凸规划问题、惩罚函数法、可行方向法、多目

标最优化方法等，以及约束最优化方法在工程和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应用。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J. Nocedal and S. J. Wright, Numerical Optimization, Springer, 1999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Iurii G. Evtushenko, Numerical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Springer, 1985 

2. Fletcher, R., Practical Method of Optimization, 2nd Edition Wiley, 1987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search-handle-url/index=books&field-author-exact=Carl%20D.%20Meyer&rank=-relevance%2C%2Bavailability%2C-daterank/103-4952039-5619825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search-handle-url/index=books&field-author-exact=Gene%20H.%20Golub&rank=-relevance%2C%2Bavailability%2C-daterank/103-4952039-5619825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search-handle-url/index=books&field-author-exact=Charles%20F.%20Van%20Loan&rank=-relevance%2C%2Bavailability%2C-daterank/103-4952039-5619825
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search-handle-url/index=books&field-author-exact=Charles%20F.%20Van%20Loan&rank=-relevance%2C%2Bavailability%2C-daterank/103-4952039-561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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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006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应用随机过程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Applied Stochastic Processe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Communication, computer science,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Calculus, integral, basic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随机过程是对时间和空间上所发生的随机现象进行建模和分析的研究手段，在物理、生物、工

程、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和管理等方面都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

能理解随机过程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能应用于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随机问题。培养、提高学生在建

立随机数学模型、解决问题方面的水平和能力。本课程穿插讲解随机过程典型模型和技术，并通过

数值模拟和具体例题来开展课堂教学。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Edward P.C. Kao, An introduction to stochastic processes,China Machine Press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Sheldon M. Ross, Introduction to Probability Models(the ninth version) Pots&Telecom Press 

2. Sheldon M. Ross 译者：何声武谢盛荣程依明, Stochastic Processes （随机过程）, China Statistics 

Press.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010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数理方程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Mathematical Physics Equation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通信；材料；力学；物理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高等数学》、《复变函数》、《大学物理》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高年级本科）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是求解在物理、力学以及电子工程技术中常见的一些偏微分方程。通过本课程的教学

使学生初步了解和掌握数理方程这一学科的基本概念及理论，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的数学知识解决

其相关专业学科中所可能遇到的一些偏微分方程的定解问题。通过学习三类典型方程的归纳，求解方

法及适应性理论，能够具备将一些实际问题归纳为数学问题的初步能力，初步掌握解决偏微分方程的

各种方法，最终为从事相关专业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一定的数学理论基础。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王元明.工程数学：数学物理方程与特殊函数（第 4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谷超豪，李大潜，陈恕行，郑宋穆.数学物理方程(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2. 陈恕行.数学物理方程学习辅导二十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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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alter A. Strauss. Patic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 Introduction. Wiley. 2007 年。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700046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张量分析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     Tensor analysi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力学及相关工程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弹性力学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可选（高年级本科生）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系统地介绍张量分析的基本知识，包括：矢量与张量的基本概念与代数运算、二阶张量、

张量函数及其导数、曲线坐标张量分析、曲面上的张量分析、张量场函数对参数t的导数。 

本课程是专门为力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生开设的。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研究生掌握张量分析的

基本知识、学会利用张量符号进行公式推导和运算的能力。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黄克智、薛明德、陆明万，张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 Lebedev, L P. Cloud, M J. Eremeyev, V A. Tensor analysis with applications in mechanics.  

World Scientific, 2010.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Simmonds, J. G. A brief on tensor analysis.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2 

2. Mikhail Itskov,Tensor Algebra and Tensor Analysis for Engineers：With Applications to Continuum 

Mechanics, Springer, 2015.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027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创业工程学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Entrepreneur Engineering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的教学对象为理工科学生，因此以创新、产品研发及市场识别为 主要目的。课程构成包

括课堂教学，案例分析及产品开发设计。课堂教学主要通过相关理论的学习掌握创新基本原理及市场

导向的产品开发等理论，包括创新与创业的关系、创意的产生、有价值机会的识别、市场可行性分析、

新产品或服务的推广、生命周期规律等内容。在理论学习的同时，通过案例分析加深理论的理解和巩

固，并进一步了解产品开发与市场的紧密关系。通过18学时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

习惯及创新、创业精神。使学生掌握创新原理、创意、服务推广技巧等技能，使学生把创新创业思维

习惯和精神融入到学习和工作中，特别是期待学生能在毕业设计中融入创新市场元素。课程考核由两

部分组成：课堂参与讨论的程度，创意及产品设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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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Donald F.Kuratko, Richard M. Hodgett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Process, and Practice. Q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2 

2. 布鲁斯 R.巴林格 等，张玉利等译，《创业管理—成功创建新企业》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Reference)： 

无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030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数学之美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Beauty and Applications of Mathematic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重点介绍数学及其思想的发展史、数学文化与社会文明的关系和数学的可能应用。课程旨

在帮助学生了解数学的基本思想理念、理解应用现代各种数学理论的基本方式方法、提高学生利用已

学数学知识帮助自己进行专业研究的能力。 

课程将包括以下内容：中外数学史简介——欧洲早期对几何学的贡献，科学的数学化, 微积分的

创立, 近代数学严密逻辑的引进, 抽象代数的出现等；数学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三次数学

危机对数学和哲学发展的影响：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现代数学发展趋势，当代研究生应该掌握的数

学基本知识介绍，数学应用实例：泰勒公式--傅氏级数--小波分析--分形与混沌； 数学内在之美：一

些著名问题之解的和谐美, 对称美和简洁美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Calvin C. Clawson 著 周立彪 译．数学魔法．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张顺燕．数学的源与流（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 蒋文蔚．数学发现与成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23QS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导读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Select Reading of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所有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同班上课）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是为理工科研究生开设的人文通识类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与文学修养。课程

重点是通过有针对性地带领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经典作品进行研读与反思，使学生通过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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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潮有深入有得的理解。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先秦文学：

《诗经》、《论语》导读；汉代文学：《史记》、《古诗十九首》导读；魏晋文学：《陶渊明集》、《世说

新语》导读；唐诗导读；宋词导读；唐宋八大家散文导读；明代文学：《牡丹亭》导读；清代文学：

《红楼梦》导读、清词导读。在进行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过程中，也将涉及到中国历史、哲学、中

西文学与文化比较等一系列的内容。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郁贤皓，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简编（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版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葛晓音, 周先慎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2.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版。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24QN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中国社会中的日常生活史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 The history of daily life in China societ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开设之主要目的为增进学生对于汉唐至明清中国日常社会生活之理解和分析能力。本课程

从汉唐之际饮食结构转变开始，以全球化背景下从国外传入的西洋镜视觉文化结束，中间杂以探讨宗

教之世俗化，士人社交圈、京城社会形成、都市消遣风尚更迭等问题，期望从生活、文化的角度入手

展开课程，让学生对中国古代社会有更切身的体验。 

本课程内容共分为八讲，每讲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讲：汉唐饮食与生态环境 

第二讲：道教的世俗化转变 

第三讲：汉唐时期的京城社会 

第四讲：宋代女性的身体束缚 

第五讲：明清基督宗教带来的新观念 

第六讲：晚明以来的西洋镜与视觉感官的开发 

第七讲：明清的士人生活与城市空间 

第八讲：明清的广告文化与城市消费风尚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邱仲麟主编：《中国史新论：生活与文化分册》，台湾：联经出版社，2013。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林富士主编：《中国史新论：宗教史分册》，台湾：联经出版社，2011。 

2. 刘咏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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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029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科学技术史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History and theory of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本科高年级）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科学技术的历史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科学活动

提高认识自然的能力，通过技术活动创建并构建适合生存与进化的环境。人类之所以能从蒙昧时代

发展到今天的高度文明时代，科学技术起到了基础性、关键性、开创性的作用。本课程以社会、文

化为背景，简要介绍分析各历史时期科学技术进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自然认识、文明形态的变革，注

重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历史逻辑性。课程进行中将放映大量珍贵的历史实物图片作为参考。

在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十分显著的今天，科学技术的历史已成为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必备的知识，

是青年大学生丰富自身知识结构、提高文化素养的可靠途径。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姜振寰：《科学技术史》，山东教育社，2010.11 

参考文献(Reference)：无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44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图说中国绘画史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Chinese Painting： A Pictorial Histor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不限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美术史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主要学科之一。美术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性的活动。美术作品是作者对

生活认识的物化形态。美术史是通过具体作品对美术的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的概括及学术

性研究。需要以科学的观点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和美术的发展规律，它是人类文明史的重

要组成部分。本课程侧重对中国古代绘画史的讲述。 

通过对该课程的讲述及对绘画作品的展示，使学生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史除了典籍的文字记载，

更有绘画作品对历史发展中各期政治、经济、文化的直观反映。绘画作品的发展、演变和技法的不

断成熟和完善、创新，以及作品中所体现的文化特征，是完全和历史的发展同步的，是中国文明史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每章节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及不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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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所产生的世界各民族艺术的审美差异。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了解中国古代绘画的

发展规律，开阔学生的视野，从而使学生更加自觉地重视对祖国文明的了解和自身文化素养的形成。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洪再新：《中国美术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北京，2013 年，978-7-81019-812-7 

2. 蒋勋：《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三联书店，北京，2015，9787108053138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下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2000 年，ISBN７-108-01373-8 

2. 【美】高居翰：《图说中国绘画史》，三联书店，北京,2014,ISBN-978-7-108-04785-4 

3. 薄松年等著：《中国美术史教程》，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2016, ISBN-978-7-5368-2188-0 

4. 赵辛歌：《中国绘画二十讲》，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2016, ISBN-978-7-122-25017-9 

5.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北京，2014 

6. 【英】苏利文：《艺术中国》，湖南教出版社，长沙,2006,ISBN7-5335-4937-3 

7. 【英】柯律格：《中国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17,ISBN978-7-208-10807-3 

8. 方闻：《中国艺术十讲》，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2016，ISBN978-7-5479-1179-2 

9. 曾孜荣：《宋画三讲》，中信出版社，北京，2016，ISBN978-7-5086-6779-9 

10. 【法】伯德莱：《清代洋画家》，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2，ISBN7-808603-616-4/k.136 

11. 【美】何慕文：《如何读中国画》，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15，ISBN978-7-301-26297-9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26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西太平洋带的经济增长与发展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Pacific Rim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 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同班上课）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Up to 1997 the economic status achieved by so many countries in the West Pacific Rim - the arc of insular, 

peninsular and littoral countries extending along the West Pacific seaboard - was remarkable. Indeed, it 

became fashionable to describe many of the countries that comprise this part of the world as ‗miracle‘ 

economies. In 1997 there was a dramatic reversal of fortunes in levels of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The crisis began in Thailand and spread rapidly to Japan and all the 'Tiger' economies. 

Nevertheless,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recovered quickly and continued to prosper; and, despite the 

financial and subsequent economic crisis in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within the next 

15-20 years Pacific Asia will have firmly established itself as the new centre of gravity for the world 

economy. This represents a major historical shift in the balance of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military influence and power, with profound global implications. 

This course will: (a) consider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region's success, focusing in particular on the 



90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conomic policies, 

bureaucracies, social networks, ethnicity, culture and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b) assess what the rise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means both f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understandi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or subsequent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gion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c) 

consider and integrate views, perceptions and analyses on these questions from China and, as far as 

possible, from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Lectures 

参考文献(Reference)： 

Wade, R. 2004.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sation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27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电子游戏赏析与游戏化开发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Video game appreciation and gamification development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设计学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作为选修课由 8 次课组成，每次课两个课时。如课程的名称所示，这门课程主要围绕着

两个大主题展开：电子游戏与游戏化设计。每次课介绍一个与课程主题相关的话题，分别是：电子

游戏综述以及什么是游戏化设计，类型化的电子游戏，电子游戏设计机制，电子游戏开发，玩家游

戏体验研究，游戏化设计思路，游戏化设计的应用，以及游戏化用户体验研究。在每次课上，我还

将引导组织学生参与演讲，介绍一款具有代表性的电子游戏，分析研究该游戏的设计开发特点，用

户体验，市场效应,社会影响等特点。这门课程希望通过这八个话题使学生们提升对电子游戏开发以

及游戏化设计的兴趣，了解游戏产业和游戏化开发的基本技术以及运作模式，掌握基本的用户体验

设计和调查方法。 

从这门课程学到的知识技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设计思维，启发学生对于用户体验的关照，引导学生

对于信息时代虚拟产品的开发热情，开发学生在这类产品方面的创新潜能。我想，这门课程也许也

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游戏娱乐观。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Werbach, K., & Hunter, D. (2012). For the win : how game thinking can revolutionize your business. 

Wharton Digital Press.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Kumar, Janaki. "Gamification at work: Designing engaging business software."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3.  

2. Paharia, Rajat. Loyalty 3.0: How to revolutionize customer and employee engagement with big data 

and gamification. McGraw Hill Profession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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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rug, Steve. Don't make me think: A common sense approach to web usability. Pearson Education 

India, 2005. 

4. Manyika, J., Chui, M., Brown, B., Bughin, J., Dobbs, R., Roxburgh, C., & Byers, A. H. (2011). 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700128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虚拟现实技术简介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Introduction to Virtual Realit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设计学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虚拟现实是近年来兴起的热门技术。本课程首先介绍虚拟现实的基本概念、主要特点、发展历

史、技术类型和应用领域，然后介绍虚拟现实系统的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并重点介绍了虚拟现实

的三种核心技术：几何建模技术、视觉感知和渲染技术、力触觉感知和交互技术，最后简要介绍了

虚拟现实系统的开发步骤和评价方法。本课程为学生将来进行虚拟现实相关的研究与开发奠定理论

基础。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娄岩，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概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Virtual Reality, By Steven M. LaValle. To b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wnload 

from http://msl.cs.uiuc.edu/vr/ 

2. High Fidelity Haptic Rendering, by Ming C. Lin, from Morgan & Claypool Press.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700079CN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品牌设计、定位与消费者心理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Brand Design, Positioning and Consumer Psycholog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设计学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旨在介绍品牌设计和产品定位的基本知识，以及如何从顾客的想法和体验的角度来设计

品牌。品牌是任何商业产品的重要属性，设计和推广用户认可的品牌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

通过学习建设品牌的主要原则和研究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的主要方法，本课程将指导学生从零开始一

步步了解如何实现有效的品牌策略和设计，并提供关于使用图像和其他市场传播方法的实践手段。

本课程专为对品牌的重要性和用户体验感兴趣的研究生设置，以扩充学生的系统知识和提高实践能

力为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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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The Brand Gap: How to Bridge the Distance Between Business Strategy and Design. Marty Neumeier, 

New Riders, 2nd edition (August 14, 2005)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The Brand Flip: Why Customers Now Run Companies – and How to Profit from It. Marty 

Neumeier, New Riders (2016). 

2. Positioning: The Battle for Your Mind. Al Ries & Jack Trout, McGraw-Hill, 1 edition (January 3, 

2001)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098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19 世纪的巴黎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Paris in 19th Centur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法国 19 世纪下半叶的文化和艺术大事件。巴黎在此期间逐步成为国际大都市，

在世界文化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重点考察巴黎的新建、奥斯曼男爵的城市改革、世界博览会

的影响、文学和艺术活动的交互性，特别是印象派的出现与现代主义的萌芽等内容。本课程从历史

和文化的角度研究 19 世纪下半叶现代工业发展对法国的影响、社会变革时期新旧两种势力之间的角

逐，通过了解现代巴黎的形成过程继而理解这座国际艺术之都的独特性以及对世界文化做出的贡献。

培养学生依据史实材料做理性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本课程涉及大量相关的史实，学生应该在课后参

考并且细读文献资料。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Frenc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2. Jill Forbes, and Michael Kelly. Frenc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Cecil Jenkins. France: People, History, and Culture. UK: Running Press, 2011. 

2. Nicholas Hewitt. Modern French Cultur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3. [美]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 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 吕健忠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4. [荷]曲培醇（Petra ten-Doesschate Chu）.十九世纪欧洲艺术史.丁宁 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4 

5. 罗芃. 法国文化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曲培醇&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Petra&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oesschate&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丁宁&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B1%B1%BE%A9%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B1%B1%BE%A9%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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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92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中文流行歌曲与当代文化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Chinese Pop Songs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中国流行歌曲从 1920 年代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百年来我们的社会形态、人

民生活、文化、审美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改变不光被文字和影像记载，也都真实地刻录在音乐

艺术中。每个时期的音乐都打着时代的烙印，也承载着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从宏观视角来看，流行

歌曲不仅仅是流行一时一地的大众艺术形式，也是反映时代精神风貌和人心情感诉求的一面镜子。本

课程将从历史纵向上对中国流行歌曲做系统的梳理，按照时间划分为 1920 年至 1949 年前、1949 年

至 1978 年、1979 至 1989 年、1990 年代、20 世纪等五个阶段；从横向上按照区域分为香港流行音乐、

台湾流行音乐、内地流行音乐三大块，同时也将简单介绍欧美流行音乐对华语音乐的影响，加深学生

对于音乐无国界、音乐全球化的理解。在具体授课中，我们还会详细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流行歌曲的歌

词文本、曲调风格、创作背景、传播情况，希望能借此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和艺术修养。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中国流行音乐简史》 尤静波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欧美流行音乐简史》 尤静波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 《列侬回忆》（美）扬·温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3. 《鲍勃·迪伦：诗人之歌》（法）让-多米尼克·布里埃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 年第 1 版 

4. 《来自民间的叛逆》袁越 新星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5. 《歌词艺术十二讲》 陆正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6. 《中国当代音乐家访谈录》 紫茵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7. 《遇见台湾：我曾听过你的歌》 张钰良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8. 《知中·民谣啊民谣》 苏静 主编 中信出版集团 2016 年第 1 版 

9. 《耳朵借我》马世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10. 《地下乡愁蓝调》 马世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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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43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图像后期处理专业技法（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Photoshop Image Post-processing Expertis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不限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当今时代，数码图像被人们广泛应用于生活、工作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当中。因此，了解和掌握相

关的图像后期制作技法尤其重要。本课程旨在教授和培养学生应用Photoshop软件进行图像，特别是数

码照片后期处理和制作的专业操作技法。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对图像后期处理形成系统和全

面的认识，对抠图、图像的修复、图像的修饰和图像的特效制作等图像后期处理基本操作技法有所掌

握。并且，学生将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些技法来得到期望的图像应用效果。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Andrew Faulkner, Conrad Chavez. Adobe Photoshop CC Classroom in a Book (2017 release). Adobe Press. 

2017. IBSN: 987-0134663456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Scott Kelly. The Adobe Photoshop CC Book for Digital Photographers (2017 release). New Riders. 

2016. IBSN: 978-0134545110 

2. Harold Davis, Phyllis Davis. The Photoshop Darkroom: Creative Digital Post-Processing. Focal Press. 

2010. ISBN: 978-0240812595 

3. Anon Josh Anon Ellen. Photoshop CS4 for nature photographers. Wiley Publishing, Inc. 2009. ISBN: 

97804703812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93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通识翻译（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General Translation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不限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No）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enables students to build a foundation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and apply that 

foundational knowledge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in divers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ontexts. Particular 

emphasis is placed on translation of varying professional text types such as those found on the various 

carer paths that students may follow in the future. Examples of such text types may includ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writings, business and finance documents, government and legal documents, 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 writings, as well as literary works. Students apply various theories and concepts to 

facilitate and analyze the practic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and thereby produce translations of 

different text types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and vice versa at a professional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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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Xu Jianping 许建平. 2013，A Practical Course of English-Chinese and Chinese-English  

2. Translation (Fourth Edition)《汉英互译实践与技巧》第四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3. A Plethora of Handouts and Supplemental Materials to be Announced.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Baker, Mona. 1992.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2. Routledge.  

3. 范仲英，1996，《实用翻译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馮偉年，2006，《新編實用英漢翻譯實例評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4. 孔令翠, 蒙兴灿 ，2002，《实用汉英翻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5. Newmark, Peter. 2001.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6. 许建平，2013，《汉英互译实践与技巧》第四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7. 曾诚，2002，《实用汉英翻译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8. 朱香奇，2007，《实用商务英语翻译》，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9. 庄绎转，2002， 《汉英翻译简明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700211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西方音乐鉴赏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Western Music Appreciation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该课从音乐的构成材料、乐音的组织方式以及西方音乐各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的音乐家和音乐

作品的介绍及欣赏等多个维度，将学生带入西方音乐的浩瀚海洋之中，认识音乐的由来以及音乐的美

的力量所在。特别通过对音乐的学习，让学生认识真理，认识音乐的自由和无限的力量所在。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姚亚平《西方音乐通史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约瑟夫.马克利斯《西方音乐欣赏》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7 年版。 

2. 张洪岛主编《欧洲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3 年版。 

3. 【美】杰里米.尤德金著《欧洲中世纪音乐》余志刚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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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7000212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歌曲演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Learning to sing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声乐演唱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能力。该门课程力求于挖掘深藏在学生内里的潜质和表达自己对于

美的感受能力，同时学会在表达和感受美的过程中去发现自我，达到“认识你自己”的目的，进而更

进一步认识宇宙和大自然的内在规律。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朱咏北主编《声乐普修教材》，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 年版。 

2. Editor-in-chief of Zhu Yongbei 《Vocal music textbooks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2014.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肖黎声主编《声乐》必修曲集（1、2）上海音乐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8 年版。 

2. 管谨义编著《西方声乐艺术史》，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5 年版。 

3. 【美】理查德.奥尔德森《嗓音训练手册》李维渤译。 

4. 李萍主编《声乐理论教程》，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5. 黎信昌主编《美声唱法歌曲大全》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213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国画基础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ainting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中国画是我国的传统艺术形式之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认识中国画基本种类与形式，

掌握中国画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笔墨技法，熟记中国画的艺术特点。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方法和表现技

法，初步驾驭中国画工具与材料以及性能和特点；培养学生良好的艺术修养和艺术语言的表达能力，

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达到开阔视野，增加知识，陶冶情操，

培养健康审美情趣，懂得用心灵感受艺术的美，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工笔花鸟画》，杜曼华著，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 年 

2. 《中国美术史》，洪再新编著，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 年 

3. 《芥子园画谱》，荣宝斋出版社编，荣宝斋出版社，1998 年 



97 

 

4. 《陆抑非•水墨花卉写生》，蔚晓榕编，河北美术出版社，2018 年 

5. 《陆抑非•工笔花卉写生》，蔚晓榕编，河北美术出版社，2018 年 

6. 《陆抑非•白描禽鸟》，蔚晓榕编，河北美术出版社，2018 年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214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素描基础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Introduction to Sketching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又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艺术大师们一直把它视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

础，它有着非常广阔的表现领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素描的基本理论和技能，培养正确

的艺术观察方法和表现手法，具备一定的素描造型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达到艺术理论，技能，修养

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素描》，全山石主编，陆琦编著，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 年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215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书法基础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Introduction to Calligraph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书法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瑰宝，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几千

年的文明史。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按照形式美的法则进行再创造的一门造型艺术。具有广泛地实用

价值和鲜明地艺术价值。书法教育是高等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书法

艺术的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重要学科。 

书法教学课程的设置，要求学生了解书法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风格特点和艺术规律，掌握书写

工具的性能，训练书写技法和书法艺术欣赏，提高学生的书写能力和审美能力。提升艺术素质，激发

创造精神，陶冶审美情趣，增强爱国情操。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书法常识》，启功、秦永龙著，中华书局，2017 年 

2. 《极简中国书法史》，刘涛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年 

3. 《历代碑帖精粹》系列，安徽美术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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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216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演讲与口才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Speech and Eloquenc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演讲是一种高级的语言表达方式，是高校毕业生必备的基本能力之一，公众演讲更是一种具备感

染力和说服力的表达艺术。公众演讲的艺术课程是培养学生的演讲才能，提高学生们的口语表达水平

的有效的渠道。通过本门课程的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关于公众演讲方面的基本知识理论和基

础艺术素养，并能运用这些知识和理论进行演讲实践。使学生掌握演讲的技巧，演讲的艺术，培养学

生的演讲才能，提高学生们的口语表达水平。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大学生口才与演讲训练》  王非 霍维佳 主编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口才与演讲》 唐树芝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2. 《中外演讲名篇赏析》 刘德强著 百家出版社 2017 年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217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公关与社交礼仪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Public Relations Etiquett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经过千百年积淀 逐渐形成了一种“礼仪文化”。随着社会发展，

社交空前活跃，礼仪成为社会组织维系生存和开拓发展的重要手段。公关礼仪课程是培养学生的公关

礼仪才能，提高学生沟通表达交际能力的有效渠道。通过本门课程的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关

于公关礼仪方面的基本知识理论和基础素养，并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能有效运用这些知识和理论。将交

际的技巧，礼仪的艺术更好地帮助学生应用到各种场合，培养学生的公关礼仪才能与沟通交流表达水

平。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公关礼仪》  郑健儿 赛来西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社交与礼仪》 端木自在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7 年 

2. 《公共关系与公共礼仪》 秦启文 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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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关礼仪》 金正昆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4. 《实用公关礼仪》 杨秀英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OSC1040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西方政治哲学概论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作为现代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通识课程，本课基于教师的专业研究，重点关注权力现象、权利与

义务、人性与共同体、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结合当前西方社会政治现象，系统引入有关西方政治

哲学的思考，引导学生思考讨论有关人生、事业以及对国家社会的总体认识的重要问题。通过两千多

年西方哲学史思想脉络的梳理和对其中政治问题的提炼，学生可以通过学习本课程初步了解西方政治

哲学基本概念和理论，在对西方文明发展演化过程进行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深入理解现代社会政治理

论的本质，把握现代政治思想体系的基本范式和重大问题。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美］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李洪润译，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美］斯密什：《耶鲁大学公开课：政治哲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年版。 

2. ［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 

3. ［美］芬纳：《统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4.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OSC1041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社会学概论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中文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作为对社会学学科

体系内容的初步介绍，本课作为高等院校文理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既承担着训

练大学生系统观察分析现代社会的理性思维的重任，也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国情现实教育的重任。本

课程基于古典西方社会学理论，沿着我国社会学界各个时期的理论探索主线即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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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题，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介绍与理论学理探讨。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Michael Hughes, Carolyn Kroehler. Sociology: The Core（9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8 (英

文大学人文经典教材影印本《社会学和我们》第 9 版，海南出版社，2013 年)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Anthony Giddens. Sociology(6e). Polity Press Ltd.2009(影印本《社会学》第 6 版，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0 年) 

2.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 4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3. ［美］詹姆斯·汉斯林：《社会学导引：一条务实的路径》（第 11 版），林聚任等译，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4 年。 

4. ［美］理查德·谢弗：《社会学与生活》（第 11 版），赵旭东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年。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073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语言与沟通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将会介绍语言的一些重要特性，及这些特性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重点在于了解人

际沟通中出现的困难，和如何解决这些难题。通过阅读和课堂主题讨论，带领学生对自我有所认识，

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探索内心世界，了解人的内心和外界的互动，发现自己的行为动机、基本的生活

模式和性格特征。探讨如何更好的与自己相处，接纳自己；如何认识自己的情绪，用适当的方式处理

情绪问题；如何用正确的语言来建立人际关系。课程的目标不是在传授人际沟通的技巧，而是希望探

索人际沟通的深层问题，建立对人际沟通正确的认知，以此来改善沟通能力。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seventh Edition) Thomson & Wadsworth by Victoria Fromkin, Robert 

Rodman, Nina Hyams. 

参考文献(Reference)： 

无 

 

  

http://www.amazon.com/An-Introduction-Language-Victoria-Fromkin/dp/1133310680#reader_1133310680
http://www.amazon.com/An-Introduction-Language-Victoria-Fromkin/dp/1133310680#reader_113331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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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29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唐宋名家选讲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 Famous poet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同班上课）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是为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人文通识类课程，旨在通过对断代文学现象与文学名家的

学习，使学生对中国唐宋段的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有一粗略了解，并激发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学与历

史文化的兴趣。课程的主要内容为选取唐宋时期数位著名的文学大家，从他们的生平经历、主要活

动、历史背景、代表诗、词、文等作品、后人评价、海外汉学研究、文学影响等各方面向学生做一

全面而深入的介绍。这些大家又不惟作品有代表性与经典性，其本身人格魅力与精神世界亦极为丰

富而深刻，值得学生了解与学习。选取的作家和讨论主题作品包括：“李白是谁？”——李白的精神

世界；“杜甫与‘诗圣’——杜甫的创作与历代评价”，“韩柳文章的精髓”；“最好的爱情——李清照

的独立人格”；“快乐的天才——苏轼的诗、词、文精讲”；“梦与情——陆游的诗歌与人生”；“悲歌

英雄——辛弃疾的人生与词作”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瞿蜕园、朱金城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  

2. 萧涤非注：《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 

3. 孙昌武撰：《韩愈柳宗元诗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版。 

4.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 

5. 孔凡礼选注：《苏轼诗词选》，中华书局，2005 年版。 

6. 王仲闻注：《李清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年版。 

7. 蒋凡等注：《陆游集》，凤凰出版社，2006 年版。 

8. 刘乃昌注：《辛弃疾集》，凤凰出版社，2015 年版。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二）、（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版。 

2. 叶嘉莹：唐宋词名家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3. 葛晓音：唐宋散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 

4. 罗立刚：唐宋文学导读，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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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25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敦煌艺术赏析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The DunhuangArt Appreciation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敦煌艺术既是丝绸之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融汇的结晶和载体，亦是中外文化艺术交融取得成就的

记录，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代表。敦煌莫高窟是由虔诚的佛教徒在366年开始开凿，并持续了近千年的

营建，留下四万五千多平方米的壁画和两千多身彩塑，是世界上历史延续最悠久、内容最丰富，艺术

最精美的佛教艺术遗存，代表了公元4世纪至14世纪中国佛教美术的高度成就。从中国美术史的角度

而言，敦煌壁画和彩塑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而壁画中涉及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俗和

世俗生活的场面，亦为我们展现了一部持续千年的形象历史。因此，敦煌石窟被称为―佛教艺术宝库‖

和―中世纪的百科全书‖。 

本课程跟据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成果，讲解敦煌美术的基本内容和时代演变的情况，从图像的

角度来探索敦煌艺术丰富的内涵和研究意义。以期望学生在丰富历史知识的同时激发他们对古代文化

艺术的热爱。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赵声良:《敦煌艺术十讲》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上海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赵声良:《敦煌石窟艺术总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 年，兰州 

2. 段文杰：《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年，兰州 

3. 贺世哲：《敦煌图像研究》 ，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 年，兰州 

4. 樊锦诗：《敦煌石窟》，敦煌研究院，2010 年，兰州 

5.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北京 

6. 吴芳思：《丝绸之路 2000 年》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年，济南 

7. 寒森: 《丝绸之路新史》 ，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 年，北京 

8. Roderick Whitfield， Cave Temples of Mogao at Dunhuang , 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2014, 

los angeles 

9. Traditional Paint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2,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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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11CN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中国音乐赏析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Apprecitation of Chinese Music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中国音乐赏析》是面向研究生开设的选修课程，其内容包括介绍中国音乐概况，普及中国音乐

基本知识及基本音乐技能。课程以专题课的形式组织教学内容，涉及音乐学、中国乐器、基本乐理、

中国音乐史、中国音乐与传统文化、中国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比较、中

国音乐代表人物以及现代中国音乐的发展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在理论方面，可以让学生了解

中国音乐的基本元素和特征，辨别中国传统音乐与其他民族国家的传统音乐，能够对中国音乐史上重

要人物与作品有基本了解，并了解当代中国音乐的发展变化；在实践方面，应能掌握一门相关乐器的

基本演奏方法，演奏一些简单乐曲，同时，学会演唱一些经典中国歌曲。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袁静芳编著，民族器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 

郭树荟 著，中国音乐鉴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游学志编著，轻松学陶笛，台北佰枫图书，2002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郑祖襄 著，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2. 王耀华 著，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 

3. 刘再生 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 

4. 夏滟洲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简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 

5. 余甲方著，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 苗建华、鸿昀 著，中国音乐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7. 黄允箴、王璨、郭树荟著，中国传统音乐导学，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202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西方艺术大师及其作品鉴赏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Western Art Masters :Artists and Artwork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按照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充分利用美术史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不同时期的艺术家和他们

的作品进行讲解，对重要人物和重要作品的内在含义作条分缕析。在帮助学生学习和了解艺术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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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拓展他们的人文学科知识，了解艺术品背后的相关历史背景和社会变迁。从而帮助学生在对西

方艺术史的发展脉络形成常识性与框架性的了解同时，对艺术风格和流派问题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从

而形成自己综合性和独到性的见解 。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杨琪《一本书读懂西方美术史》，中华书局，2016 年 

2. 侯军著《孤独的大师》，商务印书馆，2019 年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年 

2. 宗白华著：《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3. 阿纳森：《西方现代艺术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年 

4. 丁宁：《西方美术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13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数据挖掘（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Data Mining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will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he techniques used in the field of data mining to analyse large 

amount of data in databases, and discover useful, novel and unexpected knowledge. The course is a course 

aimed at students who have already some knowledge about programming. The course will discuss the main 

techniques designed for the main data mining problems such as clustering, classification, outlier analysis 

and pattern mining. Moreover, the course will provide an overview of recent research advances in this 

field.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Han and Kamber (2011), Data Mining: Concepts and Techniques, 3rd edition,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ISBN 1-55860-901-6.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Tan, Steinbach & Kumar (2006), Introduction to Data Mining, Pearson education, ISBN-10: 

0321321367. 

2. Hand, Heikki& Smyth (2001), Principles of Data Mining, The MIT Press,  

3. Larose (2005), Discovering Knowledge in Data, Wiley-Interscience, ISB 0-471-6657-2 

4. Wu et Kumar (2009), ―The Top Ten Algorithms in Data Mining‖, CR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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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03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中国企业家和中国经商智慧（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China business knowledg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是为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企业管理通识及创新类课程，旨在为有创办及管理企业的抱

负和目标的学生提供所需的创新创业理念以及基础经济管理知识和技能。通过专题文章，小型案例研

究，讨论和研究数据，我们不仅提供对中国商业活动给予深入理论理解和现实实践的支撑，我们的目

标更是将中国经商智慧和世界经济管理发展现状相链接, 力图总结出一条中国管理模式之路。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Guo Man (2014) Perofrmativ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corporate behavioral and rituals in China. 

郭曼（2015）礼制，述行经济和中国式管理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雷丁.（2009). 华人资本主义精神.上海格致出版社. 

2. North.(2014).企业复杂性管理. 科学出版社. 

3. 金蝶中国管理模式研究院（2019-2013）中国管理模式案例（1-4）.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700131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第三世界（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The Third World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同班上课）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The module aims to enable students to:develop a s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diversity of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develop an 

understanding of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of relevance to 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 issues.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is modul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a) demonstrate a detailed knowledge of major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an awareness of their limitations and strengths; (b) demonstrate an awareness of 

the wider socio-economic, political and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studying developing areas; (c) recognise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of developing areas; (d) integrat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case-study evidence.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Lecture 

参考文献(Reference)： 

Jeffrey HAYNES (2008) Development Studies (Polity,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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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32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 当代西方（英）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The West Toda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In the West today security concerns are eating away at basic liberties. In many societies there is now a level 

of supervision of everyday behavior, and a level of distrust, that is rarely seen except in the most distressed 

societies. Democratic process, many believe, has become a facade behind which political systems have 

been captured by the very few. Extraordinary efforts to realize the ideal of economic freedom has brought 

extraordinary concentrations of wealth; and debt and poverty for the have-nots. Merit and credentials have 

become commodities for which the highest prices are paid, such that social mobility has begun to seize up. 

The list of challenges seems endless. Just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West, and how is it to be understood? 

Do the series of challenges facing the West today amount to crisis and decline, or is it business as usual?  

The aim of this course is to develop an understanding of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relevant to these issues. 

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is modul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a) demonstrate a detailed knowledge 

of major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and an awareness of their limitations and strengths; and (b) integrat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case-study evidence.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lectures 

参考文献(Reference)： 

Hodder 2016. The resurgence of Puritanism in the West.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4779633.2016.1238112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16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职业伦理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Professional Ethic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职业伦理意识，结合专业教育，使同学了解并思考特定职业中可

能面临的伦理问题，提高学生的职业伦理敏感性，增强学生对职业行为规范的认识，提升学生的伦

理推断和思辨能力，帮助同学在面对职业伦理困境时做出负责任的、符合职业道德规范的选择。课

程重点通过学习和讨论，培养学生养成伦理意识、学会思辨并在面对职业伦理困境做出负责任的判

断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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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2. [美]哈里斯等著，丛杭青等译：《工程伦理概念和案例（第三版）》，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3. [荷]霍文、[澳]维克特著，赵迎欢等译：《信息技术与道德哲学》，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美]贾丁斯著，林官明等译：《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2. [英]哈钦森著，杨彩霞译：《全球伦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年版。 

3. [印]阿玛蒂亚•森、[阿]贝纳多•科利克斯伯格著，马春文等译：《以人为本:全球化世界的发展伦

理学》，长春出版社， 2012 年版。 

4. 王蒲生，《科学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S8700196C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体育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P.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羽毛球：通过羽毛球专项训练，全面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使学生正确、熟练地掌握羽毛球的

基本技术，并在比赛中合理的运用；基本掌握羽毛球专项部分攻防战术、理解其战术意义并在比赛

中具备一定的运用能力；通过对比赛规则的学习，学生将具备基础的羽毛球裁判能力。培养学生勇

敢顽强、吃苦耐劳、机制果断、团结合作的精神和心理品质，促进学生们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网球：通过网球专项课学习，提高学生对网球文化更进一步的认识，明确学生对网球运动的学

习目的与意义，并培养学生勇于克服困难、顽强拼搏、固结互助的精神，树立终身体育观念。系统

学习网球运动的基本技术，掌握正、反手击落地球，发球等网球技术，提高对网球运动的兴趣，体

会网球运动带来的快乐。  

乒乓球：通过乒乓球专项训练和比赛，全面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和体育能力，使学生正确地掌

握乒乓球基本技术，并能够在比赛中合理的运用；基本掌握乒乓球基本部分的技战术组合，理解其

实战意义，并在比赛中具备一定的运用能力；通过对比赛规则的学习，具备简单的乒乓球裁判能力。

培养学生灵活性、灵敏性，增强学生的体育能力及身体素质，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精神与心理品质，

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游泳：通过游泳专项训练和比赛，全面发展学生的游泳专项身体素质，并在课上与课下中合理

的运用；基本掌握游泳蛙泳这项技术、理解其技术要领并在比赛与平时中具备一定的运用能力；通

过对游泳水上安全的学习，学生将具备基础的安全意识。培养学生勇敢顽强、吃苦耐劳、机制果断、

的精神和心理品质，促进学生们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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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羽毛球： 

1. 林志超.《大学体育与健康教程》.北京体育大学.2008 年版 

2. 周志辉.《羽毛球教学》.北京体育大学.2007 年版 

3. 林建成.《羽毛球技战术训练与运用》.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 年版 

网球： 

1. 安徽理工大学体育部编写组 大学体育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年 

2. 孙麒麟 体育与健康教程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 年 

3. 体育教学训练光盘 

乒乓球： 

1. 编辑.北京体育大学  乒乓球运动教程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4.01 

游泳： 

1. 陈武山 游泳运动教程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7 年 06 月  

参考文献(References)： 

羽毛球： 

1. 中国羽毛球协会 审定.《羽毛球竞赛规则（2017）》.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 年. 9787564424428 

2. 朱建国.《羽毛球运动教学与训练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年.9787302392682 

网球： 

1. 谢成超、杨学明 大学网球教程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年 

2. （美）E 保罗.勒特尔、马克. S 科瓦奇  网球运动系统训练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年 

3. 姚维国  体育游戏 人民体育出版社，2015 年 

4. 殷剑巍、万建斌、黄珊 网球裁判法解析  人民体育出版社，2014 年 

5. （英）露西.温德汉姆-里的 HIT 高强度间歇训练完全指南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年 

6. （美）Ben Reuter  耐力训练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5 年 

7. （美）Jay Dawes、Mark Roozen 灵敏训练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5 年 

8. 杜茂爱  拉伸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2013 年 

乒乓球： 

1. 乒乓球运动教程  主编 孙丕仁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7. 

游泳：   

1. 李华 游泳救生及水上运动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0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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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45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创业 101：你的客户是谁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 Entrepreneurship 101: Who is your customer?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很多看起来似乎很伟大的想法和科技在碰到一个简单、不可避免的问题时都会突然卡壳。这个

问题就是：―谁是你的客户？‖ 

多年来，麻省理工学院（MIT）就这个问题不断问询学生创业者，结果很成功。MIT 校友们创

办的 25600 家公司产生的总收入是 2 万亿美元，提供了 330 万个工作岗位。如果 MIT 是一个国家，

那么它将是世界上第十一大经济体。 

在你的创业旅途中，你会发现：创业中最重要的资源是客户。赶快加入 MIT《创业 101》课程，

成为这个社区的一员吧！ 

这就是创业，我们每一堂课都会对 MIT 创业者的实际案例进行专门的深入研讨，这些案例来源

具有多样性，包括移动应用领域、3D 打印技术、功率电子、国际化开拓和手表制造等。 

通过这些 MIT 创业者的创业案例，你会学习怎样从创意/技术到对谁会成为你的客户、为何他

们愿意购买你的产品有必要的理解，特别是学习如何：1)识别未来的/潜在的客户；2)访谈未来的/

潜在的客户；3)最后，为你的企业选择正确的客户。 

课程作业将会是面向真实的实践，通过一系列具体、实用、有效的步骤来指导你、帮助你实现

创意。同时，你还会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乐趣！注册后将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你。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46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创业 102：你能为客户做什么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 Entrepreneurship 102: What can you do for your customer?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不要在意你的客户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关注你能为你的客户做些什么。 

在《创业 101》中，我们已经学会站在客户的立场去观察这个世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视角！ 

但我们的课程远未结束。目的地就在眼前，虽然近在咫尺，但我们还要继续学习。 

创造出一个能满足客户需求的伟大产品和找到目标客户同样重要。然而客户如何获得你的产品

呢？产品又是如何满足客户需求的呢？你的产品将为客户带来哪些价值？你的秘诀又是什么？面的

市场竞争你会如何积累优势？ 

在中小企业市场营销、城市设计、语言教育、医疗以及企业支持服务这些形态各异的领域中，

我们将利用深度的案例研究来探讨它们是如何构建产品概念、满足客户需求、树立明确的价值定位



110 

 

并从中提炼出商业秘诀，理解它们之间的竞争。 

课程还要继续。你准备好了吗？客户在等我们呢。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72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思辨与创新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 Critical Thinking and Innovation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这是一门关于如何思考的课程，讲授者将研究方法论、辩论、沟通与冲突解决等多学科的要素

整合容纳其中，课程的目标是让你精致地体会提问、论证、质疑和反思这四个思辨与创新的基础维

度。这门课不仅仅针对学生，不存在年龄与专业的界限，她的存在，是为了陪伴所有对思考、思辨

和思绪万千有兴趣的人。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75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西方社会思想两千年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 2000 Years of Western Social Thought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西方社会思想两千年”正是西方文化的贯通之学，更是理论思维的攀援阶梯，在高端人才培养

上当仁不让，应有一席之地，更应成为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其理由在于，“西方社会思想两千年”

融汇社会分析、历史溯源和哲学思维，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更对提升学生的理

论能力、开阔国际视野、涵养人文精神等人性丰富和人格发展的素质教育目标，都大有益处。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76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世界著名博物馆艺术经典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 Art Classics of World's Famous Museum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博物馆是社会的记忆器官，是自然、人文、历史的基因库。引领学生走进世界各国的著名博物

馆，就是引领大学生学习一部浓缩的、生动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世界各国的著名博物馆集中了人类

历史上的艺术经典，体现了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审美趣味和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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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77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可再生能源与低碳社会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 Renewable Energy and Low-Carbon Societ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首选目标，也是我国未来的能源发展战略的关键问题；

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新形势下，需培养学生低碳及可再生能源意识、及新兴产业人才。了解全

球气候变化的趋势、影响与对策，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了解中国的能源结构及可再生能源的

发展现状与趋势，掌握低碳的概念。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78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商业伦理与东西方决策智慧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 Wisdom of Business Ethics and Decision Mak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帮助学生树立现代经营的伦理意识，提升学生在复杂条件下的伦理决策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商

业伦理素养，体悟东方智慧的美妙！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79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奇异的仿生学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 Fantastic Bionic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鸟巢、水立方，当这些似浑然天成的建筑呈现在面前，我们不由地感慨人类的巧夺天工；飞机、

潜艇，当我们自由翱翔、乘风破浪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折服于人类的智慧。然而，这些人类向自然

的学习仅仅是管中窥豹而已。从花鸟鱼虫到飞禽走兽，从白鹤惊飞到鱼翔浅底，大自然充满奥秘，

仿生学更加神奇，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异的仿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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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80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关爱生命——急救与自救技能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Life-caring: First Aid and Self-rescue Skill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你真的了解急救技能吗？你真的能够在危险情况下妥善自救吗？你将如何拓展？生命，只有一

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开设急救与自救技能的课程极具现实意义，旨在提高非医学专业学生急救

与自救技能，提高生存机会。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182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孙子兵法中的思维智慧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Wisdom in Military Science of Sun Tzu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以《孙子兵法》书中的思想观点为依托，结合大量事例分析，重点讲授思想的内涵和运

用。课程内容中包含有大量的事例，涉及军事、政治、商业、外交、体育等各个领域。由于事例的

涉及面较广，所以总能找到学生感兴趣的切合点，从而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学习

分析问题的方法论。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218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大学生心理健康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只有优异的成绩，却不懂得与人交往，是个寂寞的人；只有过人的智商，却不懂得控制情绪，

是个危险的人；只有超人的推理，却不了解自己，是个迷惘的人。本课程由吉林大学、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多所 985 高校的多位专注研究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教授、专家、学者合力打造，旨在让学

生享有专业化、层次化的走心、温情的心理健康课程体验，使学生能够正视生命的尊严和来自心灵

的孤独，接纳自己，关爱他人，促进个人发展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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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219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艾滋病、性与健康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AIDS, Sex and Health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帮助学生了解艾滋病的发病机理、传播途径、易感染艾滋病危险行为，提升防范艾滋病意识、

能力，了解相关法律知识，达到自觉规避危险行为的目的，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从社会伦理和法

律的视角引导学生，正确处理性别角色和性关系，启迪学生学会理解和尊重，理解感染者的心理、

行为，不歧视、不抛弃，保护自己的同时也要有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救助行动。通过介绍艾滋病应

对史中关键里程碑、关键科学家及主要贡献帮助学生理解科学的使命与科学家精神激发优秀学子进

一步征服疾病的雄心壮志，投身到相关的研究领域中去，从而实现人类更高的科学境界。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220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组织行为与领导力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Leadership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组织行为与领导力》是全国大学生素质教育优秀通选课，课程学术负责人张向前教授讲授课

程内容道术兼备、古今相合、中西融会；从个体、群体、组织行为以及领导素质论、行为论、环境

论多维度评析；旨在提高学生跨文化管理能力；引导其发现、挖掘自身具备的领导潜能，并培养悲

天悯人的情怀。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221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中国历史地理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聚焦于时间与空间，让历史告诉未来。国家精品课《中国历史地理》由北京大学"十佳"教授韩

茂莉老师为你娓娓道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历史。九州方圆，政治空间，千古足音，江河之变，国

脉民生„„从历史的角度讲地理，感悟中国历史的智慧与教训，启迪学生从历史到现实、从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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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到自然科学的思考问题方式。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222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在历史坐标上解析日本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Analysis of Japan in the Historical Coordinat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为何在这里，掌权者不断更迭，天皇却历经 125 代不曾改变？ 为何在这里，90%以上的民众都

抱持多重信仰？ 为何在这里，实现近代化途中，竟曾想"脱亚入欧"？ 为何在这里，"职人精神"孕

育而生？ 对于活生生的日本，我们更信任自己的情感、经验和偏见，却了解得太少,今天让我们跳

出枯燥的历史教材，听复旦大学冯玮教授为我们解读《在历史坐标上解析日本》。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223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科研方法论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在本科阶段，学习与积累知识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基石，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是我们一生成长的必需品。要做到这一点，除参加科技实践训练之外，学习科研方法也不可或缺。

在这个知识飞速更新的时代，尽早掌握基本的科研方法和研究技能，就将在求学深造、科技攻关、

职场打拼、企业管理等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敏于思辩，成于方略，希望我们在本课程

的学习过程中学有所得，研有所获，学研结合，创新开拓。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224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沟通心理学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Psychology of Communication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语言承载交流，文字撰写人生。每个人都是生活中的心理学家，只不过最先读懂你的人是自己。   

英雄情结，成就动机， 角色冲突;刻板、妥协、偏执，人类在纠结中跋涉前行。解决争端，似乎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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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量别无他法。圆桌会议的平等交流，敢于示弱的群体智慧，思想者们答案早就在那里等待发

现„„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225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艺术与审美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Art and Aesthetic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语言承载交流，文字撰写人生。每个人都是生活中的心理学家，只不过最先读懂你的人是自己。   

英雄情结，成就动机， 角色冲突;刻板、妥协、偏执，人类在纠结中跋涉前行。解决争端，似乎除

了较量别无他法。圆桌会议的平等交流，敢于示弱的群体智慧，思想者们答案早就在那里等待发

现„„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602003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货币金融学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工商管理、应用经济学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在现代经济背景下，金融占据着经济体系的核心位置，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课程研

究现代经济条件下的金融活动和运行机制以及各相关主体的行为规律，主要内容包括: 1)金融体系和

货币体系的基本用途; 2) 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衍生产品市场，以及外汇市场），资产价

格、利率和汇率; 3) 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中介的作用、银行业务和银行监管; 4) 货币与经济波动

理论，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 5)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性。 

本课程的学习目标为：1) 系统掌握货币金融学的理论和方法； 2）认识和理解货币、银行和金

融市场的运行规律; 3)探讨经济波动、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结合实际案例，培养

学生在金融环境中从事经济工作的能力。 

教材及参考书： 

1. Laurence M. Ball.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Copyright © 2009 by Worth Publishers, 

New York. 

2. David S. Kidwell, David W. Blackwell, David A Whidbee, Richard L. Peters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rkets, and Money(10th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by John Wiley & Son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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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602002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投资学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 Investment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的目标是为学生提供一个系统的金融学理论知识，以及在股票、债券、期权等市场中做

出好的投资决策必须的数量化分析工具。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获得本领域系统化的理论及

实践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当今的金融市场中。 

教材及参考书： 

Zvi Bodie, Alex Kane, Alan J. Marcus. Investments (8th Edition).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8.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602064C       、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技术管理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技术经济、企业管理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技术经济学、技术创新管理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门课程从技术管理的特征和过程出发，整合技术管理的方法、战略和应用理论，构建技术管

理结构体系。通过这门课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企业技术管理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学习这一

领域中的前沿理论和重要的研究方法。从而能够运用所学理论解释、分析企业运营过程中涉及到的

技术活动规律，并能用所学理论解决企业实际的技术管理问题。 

要求学生上课认真听讲，记笔记，按照授课教师的要求查阅相关参考资料，并积极参加课堂讨论。 

教材及参考书： 

1. 《企业技术管理》 鲁若愚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2. 《技术管理——理论知识与全球案例》 诺玛.哈里森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3. 《技术创新管理方法》 陈劲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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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203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经济学导论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GDP、通货膨胀率、失业率是描述一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状况的数据，课程介绍这些数据的含

义、衡量方法及与之对应的经济状况。要求掌握 GDP、投资、政府购买、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

（CPI）、GDP 平减指数、真实利率和名义利率、皮鞋成本、菜单成本、通货膨胀税、失业及失业率、

摩擦性失业、效率工资等概念，注意理解 GDP 的含义及组成、GDP 平减指数与消费物价指数的比

较、通货膨胀的成本、失业的类型等问题。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700204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战略管理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Strategic Management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战略管理》是工商管理学科的核心课程，具有站得高、看得远的全局性特点。这门课主要探

讨企业如何通过制定和实施战略来获得竞争优势，并且保持竞争优势。从内容上来讲，将涵盖以下

主要的部分：首先，如何去分析产业的环境和产业吸引力。其次，如何去构建并且能够评价企业内

部的资源和能力。第三，如何去分析公司层面和业务层面的战略。第四，企业如何去具体制定适合

自己的战略选择。最后还会探讨企业如何去实施和评价自身的战略。本门课通过理论和案例相结合，

希望同学们学习后能够有所收获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602033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营销管理与研究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Marketing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工商管理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首先会介绍营销研究中运用的营销调研分析方法，然后进一步从营销管理的角度出发，

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通过营销组合的分析来决定市场营销的机会和营销战略。同时，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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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重点介绍营销研究和营销定价，通过对营销研究方法的全面透彻分析，在传统的成本利润定价的

基础上，介绍几种从营销战略角度出发的当代商品定价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熟练的掌

握市场营销的基本原理，能够了解消费者营销的概念，熟练的运用各种定价方法对产品或各种项目

进行定价。课程将通过课堂讨论和案例研究，培养学生团队合作能力，写作能力和演示能力。本课

程考核由课堂讨论，学期作业和期末闭卷考试三部分组成。 

教材及参考书： 

1. Philip Kotler, Kevin Keller,Marketing management,Pearson/Prentice Hall ， 2011 ，  ISBN-13: 

978-0132102926 

2. Peter V. Schaeffer,Commodity Modeling and Pricing: Methods for Analyzing Resource Market 

Behavior,Wiley，2008， ISBN-13: 978-0470317235 

3. Thomas Nagle, John Hogan, Joseph Zale,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pricing,Pearson/Prentice Hall，

2010， ISBN-13: 978-0136106814 

4. Alvin C. Burns ，  Ronald F. Bush,Marketing Research,Prentice Hall ， 2009 ，  ISBN-13: 

978-0136027041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602061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大数据与电子商务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 Big Data and E-Commerc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大数据与电子商务课程包含几个部分。本选修课主要让学生了解当前的热点，基于大数据的电

子商务。 本部分涵盖新兴的在线技术和趋势及其对电子商务市场的影响。 学生将学习电子商务中

的各种新概念，如大数据和社交媒体、人工智能及其在各行业的应用。 接下来，课程涵盖在线营销

和品牌智能。 

通过较好的完成本门课的学习，学生能够： 

（1） 理解电子商务及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商务的发展； 

（2） 大数据和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通过案例介绍了大数据和社交媒体等概念和在各个行

业的广泛应用； 

（3） 了解基于社交媒体的在线营销与品牌智能的概念与应用。 

（4） 最重要的是学生能够通过小组研究课题的参与和讨论，培养批判书思维的能力。 

教材及参考书： 

1.  (Kenneth C.Laudon and Carol G. Traver) 电子商务(英文版)(第 7 版) (英语),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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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ig data： a revolution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Viktor Mayer-Schonberger, John 

Murray Publishers Ltd 

3. 《品牌智能：数字营销传播的核心理念与实战指南》 谷虹 电子工业出版社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S8602045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房地产金融学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Real estate financ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应用经济学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房地产经济学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21 世纪，房地产俨然已成为投资者不可忽视的投资产品，2007 年的美国次级房贷风暴待给全球

经济的冲击，更显出房地产金融与投资的重要性。本课程主要提供学生基本的房地产金融与投资的

概念与本身的特性，其转变成金融投资类产品的过程，并探讨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与威胁。课程内

容包括住宅与商用资产的特性，房地产投资分析基础，房地产市场景气循环与泡沫，房地产市场开

发，与房地产资产证券化。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investments (4th edition). Brueggeman W.B. and Fisher J. D., 2011. McGraw-Hill: 

New York. 

参考文献(Reference)： 

1. Barras, R. 2009. Building cycles: growth and instability. Oxford: Wiley-Blackwell 

2. Guy, S. and Henneberry J. 2002. Development and developers: perspectives on property. Oxford: 

Blackwell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ECON2018A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经济学原理 A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Principles of Economics A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经济学原理是经济、商业和其他社会学科领域的基础课程。因此，这门课程针对所有商业、经

济和其他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为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和后续工作而开设的基础课程。 

顺利完成本门课程的学习，期待学生能达到以下要求： 

1.基本掌握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概念与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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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并能清楚地解释贸易理论，价格形成的机理，决定价格的主要因素，并能解释价格机制

的作用和市场运作的原理，理解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含义及其条件，了解有关企业行为的基本理论，

了解要素市场，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原理； 

3.初步具备对现实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的观察与分析能力。最重要的是学生学会如何更好的在

团队或小组中学习，和进行批判性的思维。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7th Edition, by N. Gregory Mankiw, Cengage, 2014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ECON2020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金融学原理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Principles of Financ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金融学原理介绍金融市场与机构，资产定价及投资，以及财务管理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主

要内容包括：（1）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介绍；（2）资产定价原理、理论和分

析方法在不同金融市场和工具上的运用；（3）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及其应用。课程将引

入重要的实际案例和前沿研究热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对现代金融理论和技术分析方法有

很好的理解，掌握一定的计算技能，能解决投融资管理的实际相关问题。 

教材及参考书： 

1. Brealey, Richard A., Stewart C. Myers and Franklin Allen,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Finance, 11th 

edition, McGraw-Hill/Irwin, 2014 

2. Frederic S. Mishkin, Stanley G. Eakins,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8th edition, Pearson 

Series in Finance, 2014 

3. Zvi Bodie, Alex Kane, and Alan J. Marcus. Essentials of Investment, 10th edition,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2014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ACCT2005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财务管理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Financial Management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会计学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现代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具有从事经济管理工作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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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财务管理业务知识和工作能力，达到会计师、经济师、财务主管、财务经理、首席执行官应具

备的基本财务管理业务水平。具体目标有： 

1.熟悉财务管理的内容、理解财务管理环境和财务管理目标。 

2.掌握财务预算、财务控制和报表分析等方法及应用。 

3.掌握公司筹资、投资、资金营运和收益分配的基本理论并进行决策。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9 

2. [美]斯蒂芬·A 罗斯等著，公司理财（原书第 11 版），吴世农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7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ECON2018B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经济学原理 B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Principles of Economics (B)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Yes)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学生基本掌握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概念与分析方法；培养学生对现实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的观

察与分析能力；训练学生具有经济学的意识与思维方式。通过该部分宏观经济学原理的学习，使学

生掌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主要研究与一国经济增长有关的税

收政策、就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寻求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均衡。

使学生基本明白国家各种政策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该课程还要教授学生如何用现有国

家层面的数据检测所学的宏观经济学的适用性。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7th Edition, by N. Gregory Mankiw, Cengage, 2014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ECON2004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会计学原理 

英文译名（English Name）：Accounting Principle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全部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none）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Yes)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会计学原理是经济学大类的一门核心课程。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达到以下目标： 

1. 基本掌握会计学的基本思想、概念与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

掌握基本的财务会计的相关理论和核算方法，了解企业的会计业务流程与财务报表的相关知识，并

能够读懂企业财务报告中所传递的信息，同时为将来更高阶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做好相关基础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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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2. 了解并能清楚地明白财务会计的作用与核算基础，掌握财务会计核算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包括会计循环、六大会计要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的基本会计处理程

序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了解财务报表的基础知识； 

3. 对于未来有兴趣从事金融行业和会计行业的学生，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为他们将来的实务工作

打下一定的理论基础，帮助他们对金融行业和会计行业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对于未来希望继续研

究生学习或者出国深造的学生，本课程的学习也会有较大帮助。 

教材及参考书： 

1. John J. Wild, Ken W. Shaw and Barbara Chiappetta, Fundamental Accounting Principles. 21st Edition. 

McGraw-Hill Education, 2013. 

2. Jan R. Williams, Susan F. Haka, Mark S. Bettner, Joseph V. Carcello, Nelson C. Y. Lam and Peter T. Y. 

Lau, Financial Accounting: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 14th 

Edition,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2011.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ECON2010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基础计量经济学 

英文名称（English Name）：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经济管理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商务决策统计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Yes) 

课程主要内容 Course Introduction 

本课程是面向经济管理学院及全校各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一门必修课程，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能达到以下目标： 

掌握并深刻理解计量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概念、理论知识。包括在景点假设下多重线性回归估

计的性质，假设检验，哑变量，大样本理论，异方差，模型设定检验；以及时间序列基础，序列相

关，条件异方差，工具变量等相关内容。 

学习并掌握 STATA 等统计软件所涉及的描述性以及推断性数据分析方法。  

主要教材：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 5th ed., Jeffrey M. Wooldridge, Cengage Learning, 2012. 

 

 

  



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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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方案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面向工业化、信息化和国防现代化，为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

的重大国家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理论

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良好的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能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具有良好

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二、培养方式 

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基本学习年限为五年，特殊情况下，经有关程序批准，最长学习年限（含一般

休学时间）为 7 年。其中一年至一年半的时间进行课程学习，三年半至四年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和博

士学位论文工作。硕博连读研究生不进行独立的硕士学位论文工作，不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和学位

证。 

硕（本）博连读研究生的总学分要求为 33～39 学分，其中学位课为 21～23 学分，选修课为 8～

12 学分，必修环节 4 学分。学分分配见下表 

硕（本）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方案学分要求 

类  别 课   程 学  分 备  注 

学位课 

政治课（硕士） 3 必修， 

由学校统一安排 
英语（博士） 2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科核

心课和博士生学科核心课（包

括基础理论课、学科基础课和

学科专业课） 

16～18 

由各学科制定课程目

录，设定学分要求。学

生在规定课程目录中自

由选择课程学习 

选修课 

学科或跨学科选修课 8～12 

职业伦理（1 学分）； 

论文写作指导类课

程（1 学分） 

学科推荐课程目录。学

生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

择课程学习。 

学科前沿专题课 

素质提升课 

必修环节 

综合考评 1 由学院组织 

学位论文开题 1 由学院组织 

学位论文中期 1 由学院组织 

学术活动 
1 学科制定相应要求 

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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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本）博连读生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 1.5 年内完成，特殊情况下不超过 2 学年。 

对跨一级学科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学生，进行硕博连读时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本学科的部分本科课

程。补修课程只记成绩，不计学分。 

对不能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硕博连读生按硕士生培养方案执行。 

对硕博连读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要求与我校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相同。 

三、硕博连读研究生综合考评 

硕博连读生在第二学年结束时参加各学院组织的博士生综合考评，考评方式和内容按我校博士生

综合考评的有关要求进行。通过考评的学生继续进行博士生阶段的科研和论文工作，在完成各培养环

节要求，并在规定的年限内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获得博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硕博连读生原则上不允许转为硕士生培养。如因综合考评不通过等特殊原因，可在第二学年结束

时转为硕士生培养，有关要求如下： 

（1）硕博连读生转为硕士生培养，按硕士生学籍进行管理，自入学起培养年限为三年； 

（2）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应达到硕博连读生发表学术文章的要求（具体标准由各学院确

定）。 

四、论文开题 

硕博研究生一般应于入学后第三学年结束前完成开题报告。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该是一份相对完

整的博士学位论文第一阶段工作的总结报告。开题报告的相关事项见我校《关于博士学位研究生学位

论文开题的要求》。 

五、中期检查 

硕博研究生最迟应于入学后第四学年结束前完成中期检查工作。中期检查的相关事项见我院《关

于博士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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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面向工业化、信息化和国防现代化，为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

的重大国家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理论

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良好的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能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具有良好

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二、培养年限 

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一般为 4 年。特殊情况下，经有关程序批准，一般博士生的最长学习年

限（含一般休学时间）为 6 年。 

三、培养方式 

1.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博士研究生导师负责制，必要时可设立副导师或博士研究生培养指导

小组，协助博士研究生导师进行培养工作。在培养过程中如发现博士研究生不宜继续培养时，可由博

士研究生导师提出报告，经深圳校区学位分委员会通过，报校本部研究生院批准后停止培养。 

2. 一部分博士研究生可能被选拔参加去外校的学生交换或联合培养。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总学分要求为不少于 14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8 学分，选修课不少

于 2 学分，必修环节 4 学分。学分分配见下表：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学分要求 

类 别 课  程 学分 备注 

学位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必修 

英语（博士） 2 必修 

学科核心课 

（基础理论或学科基础课） 
≥4 学科制定 

选修课 学科及跨学科专业课 ≥2 学生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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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课  程 学分 备注 

必修环节 

综合考评 1 

由学院组织，并设定要

求 
学位论文开题 1 

学位论文中期 1 

学术活动 

1 
学科设定具体要求， 

2 选 1 
社会实践 

博士生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一学年内完成，特殊情况下不超过两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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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学科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方式 

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基本学习年限为五年，特殊情况下，经有关程序批准，最长学习年限（含一般

休学时间）为 7 年。其中一年至一年半的时间进行课程学习，三年半至四年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和博

士学位论文工作。硕博连读研究生不进行独立的硕士学位论文工作，不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和学位

证。 

硕（本）博连读研究生的总学分要求为 33～39 学分，其中学位课为 21～23 学分，选修课为 8～

12 学分，必修环节 4 学分。学分分配见下表 

硕（本）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方案学分要求 

类  别 课   程 学  分 备  注 

学位课 

政治课（硕士） 3 必修， 

由学校统一安排 
英语（博士） 2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科核心

课和博士生学科核心课（包括

基础理论课、学科基础课和学

科专业课） 

16～18 
学生在规定课程目录中

自由选择课程学习 

选修课 

学科或跨学科选修课 8～12 

职业伦理（1 学分） 

科技论文写作指

导（1 学分） 

学生除可在学科推荐课

程目录内选课外，还可

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择

课程学习。 

学科前沿专题课 

素质提升课 

必修环节 

综合考评 1 由学院组织 

学位论文开题 1 由学院组织 

学位论文中期 1 由学院组织 

学术活动 
1 学科制定相应要求 

社会实践 

硕（本）博连读生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 1.5 年内完成，特殊情况下不超过 2 学年。 

对实行培养模式改革学科的硕博连读生所修的硕士基础理论课学分应满足相应学科学术研究型

培养方案的要求。 

对跨一级学科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学生，进行硕博连读时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本学科的部分本科课

程。补修课程只记成绩，不计学分。 

对不能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硕博连读生按硕士生培养方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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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硕博连读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要求与我校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相同。 

二、硕博连读研究生综合考评 

硕博连读生在第二学年结束时参加各学院组织的博士生综合考评，考评方式和内容按我校博士生

综合考评的有关要求进行。通过考评的学生继续进行博士生阶段的科研和论文工作，在完成各培养环

节要求，并在规定的年限内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获得博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硕博连读生原则上不允许转为硕士生培养。如因综合考评不通过等特殊原因，可在第二学年结束

时转为硕士生培养，有关要求如下： 

（1）硕博连读生转为硕士生培养，按硕士生学籍进行管理，自入学起培养年限为三年； 

（2）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应达到硕博连读生发表学术文章的要求（具体标准由各学院确

定）。 

三、论文开题 

硕博研究生一般应于入学后第三学年结束前完成开题报告。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该是一份相对完

整的博士学位论文第一阶段工作的总结报告。开题报告的相关事项见我校《关于博士学位研究生学位

论文开题的要求》。 

四、中期检查 

硕博研究生最迟应于入学后第四学年结束前完成中期检查工作。中期检查的相关事项见我院《关

于博士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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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代码：081400 

学科专业名称：土木工程 

研究方向： 

1.岩土工程         2.结构工程        3.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4.桥梁与隧道工程   5.土木工程材料 

课程设置： 

课程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位课 

思想政治 

理论课 

S8700001Q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2 32 秋季  

S8700002Q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秋季  

博士英语 

B8700025Q 博士英语——英文科技论文写作 2 32 春季 
2 门任

选其一 
B8700003C 

博士英语——全球化工作环境中

的跨文化沟通 
2 32 秋季 

硕士生 

基础理论课 

S8700005Q 数值分析 2 32 秋  

S8700004Q 矩阵分析 2 32 秋  

S8700006Q 应用随机过程 2 32 秋  

S8700007Q 优化算法 2 32 秋  

S8700119Q 数理方程 2 32 秋  

硕士生 

学科基础课 

S8501001Q 结构动力学 2 32 秋  

S8501002Q 有限单元法 2 32 秋  

S8501004Q 计算流体动力学 2 32 秋  

S8501009Q 结构试验技术 2 32 秋  

S8501007Q 结构可靠度理论与应用 1 16 秋  

S8501013Q 土木工程智能材料与结构 2 32 秋  

S8501008QN 地震工程与结构抗震设计 2 32 春  

硕士生 

学科专业课 

S8501020C 大跨空间结构 2 32 春  

S8501017C 风工程与结构抗风设计 2 32 春  

S8501028C 混凝土材料与结构耐久性 2 32 春  

S8501016C 高等钢结构 2 32 春  

博士生 

学科学位课 

B8501003Q 结构随机振动 2 32 春  

B8501005Q 高等土力学 2 32 秋  

B8501006Q 工程岩体力学 2 32 秋  

根据课题需要，博士生可以选择其他相关一级学科的学位课作为本学科学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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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选修课 

学科选修课 

S8700027Q 创业工程学 1 16 秋  

S8700028Q 历史文明与国际关系 2 32 秋  

S8700029Q 科学技术史 1 16 春  

S8700030Q 数学之美 1 16 秋  

S8700025Q 中国传统智慧与 TRIZ 创新方法 2 32 秋 暂不开 

S8700026Q 幸福与公正 1 16 秋 暂不开 

S8700031Q 文艺与审美鉴赏 1 16 秋 暂不开 

S8501025Q 土木工程结构健康监测 2 32 秋  

S8501022C 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1 16 秋  

S8501011Q 结构抗火工程 1 16 秋  

S8501026C 
结构健康监测的传感及信号处理技

术 
2 24/8 春  

S8501027C 结构模态分析与测试 1.5 16/8 春  

S8501023C 结构风洞试验 1 16 春  

S8501019C 高层建筑结构体系 1 16 春  

S8501021C 高等基础工程 2 32 春  

S8501018C 高等桥梁工程 2 32 春  

S8501014C 结构隔震与耗能减振 1 16 春  

S8501031Q 土木工程 FRP 复合材料 2 32 秋  

可在其它学科研究生课程中选修 

素质提升课 
S8700116C 职业伦理 1 16 春 必修 

S8500001C 科技论文写作指导（1 学分） 1 16 春 必修 

学科前沿专

题课 
S8501024C 土木工程新进展 2 32 秋  

必修环节 

B8000001CQ 综合考评 1    

B8000002CQ 开题报告 1    

B8000003CQ 中期检查 1    

B8000004CQ 学术活动 1    

B8000005CQ 社会实践 1    

补修课 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基础，在其它学科研究生课程中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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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面向工业化、信息化和国防现代化，为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

的重大国家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土木工程学科坚实宽广

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良好的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能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具

有良好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二、培养年限 

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一般为 4 年。特殊情况下，经有关程序批准，一般博士生的最长学习年

限（含一般休学时间）为 6 年。 

三、培养方式 

1.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博士研究生导师负责制，必要时可设立副导师或博士研究生培养指导

小组，协助博士研究生导师进行培养工作。在培养过程中如发现博士研究生不宜继续培养时，可由博

士研究生导师提出报告，经深圳研究生院学位分委员会通过，报校研究生院批准后停止培养。 

2. 一部分博士研究生可能被选拔参加去外校的学生交换或联合培养。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总学分要求为不少于 14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8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2 学分，必修环节 4 学分。学分分配见下表：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学分要求 

类 别 课  程 学分 备注 

学位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必修 

英语（博士） 2 必修 

学科核心课 

（基础理论或学科基础课） 
≥4 学科制定 

选修课 学科及跨学科专业课 ≥2 学生自由选择 

必修环节 

综合考评 1 

由学院组织，并设定要

求 
学位论文开题 1 

学位论文中期 1 

学术活动 
1 

学科设定具体要求， 

2 选 1 社会实践 

博士生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一学年内完成，特殊情况下不超过两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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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代码：081400 

学科专业名称：土木工程 

研究方向： 

1.岩土工程         2.结构工程        3.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4.桥梁与隧道工程   5.土木工程材料 

课程设置： 

 

课程性

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位课 

公共课 

B8700001Q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32 秋春 必修 

B8700025Q 
博士英语——英文科技

论文写作 
2 32 春季  

B8700003C 
博士英语——全球化工

作环境中的跨文化沟通 
2 32 秋季  

学科 

核心课 

(≥4 学

分) 

B8501001Q 结构动力学 2 32 秋  

B8501002Q 有限单元法 2 32 秋  

B8501003Q 结构随机振动 2 32 春  

B8501004Q 计算流体动力学 2 32 秋  

B8501005Q 高等土力学 2 32 秋  

B8501006Q 工程岩体力学 2 32 秋  

根据课题需要，博士生可以选择其他相关一级学科的学位课作为本学科学位课 

 

 

 

 

 

 

 

 

 

 

选修课

(≥2 学

分 

) 

 

 

 

 

 

 

 

 

 

 

 

 

 

 

 

 

学科及

跨学科

专业课 

 

 

 

 

 

 

B8501009Q 结构试验技术 2 32 秋  

B8501007Q 结构可靠度理论与应用 1 16 秋  

B8501008Q 
地震工程与结构抗震设

计 
1 16 春  

B8501010Q 
土木工程智能材料与结

构 
2 32 秋  

B8501016C 高层建筑结构体系 1 16 春  

B8501017C 大跨空间结构 2 32 春  

B8501014C 风工程与结构抗风设计 2 32 春  

B8501021C 结构隔震与耗能减振 1 16 春  

B8501015C 高等钢结构 2 32 春  

B8501018C 高等基础工程 2 32 春  

B8501024Q 土木工程结构健康监测 2 32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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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

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选修课

(≥2 学

分 

) 

 

 

 

 

学科及

跨学科

专业课 

B8501019C 高等桥梁工程 2 32 春  

B8501020C 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1 16 秋  

B8501012Q 结构抗火工程 1 16 秋  

B8501025C 
结构健康监测的传感及

信号处理技术 
2 24/8 春  

B8501026C 结构模态分析与测试 1.5 16/8 春  

B8501023C 结构风洞试验 1 16 春  

B8501027C 
混凝土材料与结构耐久

性 
2 32 春  

S8501031Q 土木工程 FRP 复合材料 2 32 秋  

可在其它学科研究生课程中选修 

必修环节 

B8000001CQ 综合考评 1    

B8000002CQ 开题报告 1    

B8000003CQ 中期检查 1    

B8000004CQ 学术活动 1    

补修课  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基础，在其它学科研究生课程中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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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方式 

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基本学习年限为五年，特殊情况下，经有关程序批准，最长学习年限（含一般

休学时间）为 7 年。其中一年至一年半的时间进行课程学习，三年半至四年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和博

士学位论文工作。硕博连读研究生不进行独立的硕士学位论文工作，不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和学位

证。 

硕博连读研究生的总学分要求不少于 33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21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8 学分，

必修环节 4 学分)。学分分配见下表 

硕（本）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方案学分要求 

类  别 课   程 学  分 备  注 

学位课 

政治课（硕士） 3 必修， 

由学校统一安排 

英语（博士） 2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科核

心课和博士生学科核心课

（包括基础理论课、学科基

础课和学科专业课） 

16 

由各学科制定课程目录，

设定学分要求。学生在规

定课程目录中自由选择

课程学习 

选修课 

学科或跨学科选修课 8 

职业伦理（1 学分） 

科技论文写作指导（1 学

分） 

学科推荐课程目录。学生

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择

课程学习。 

学科前沿专题课 

素质提升课 

必修环节 

综合考评 1 由学院组织 

学位论文开题 1 由学院组织 

学位论文中期 1 由学院组织 

学术活动 
1 学科制定相应要求 

社会实践 

硕博连读生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 1.5 年内完成，特殊情况下不超过 2 学年。 

对实行培养模式改革学科的硕博连读生所修的硕士基础理论课学分应满足相应学科学术研究型

培养方案的要求。 

对跨一级学科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学生，进行硕博连读时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本学科的部分本科课

程。补修课程只记成绩，不计学分。 

对不能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硕博连读生按硕士生培养方案执行。 

对硕博连读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要求与我校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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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硕博连读研究生综合考评 

硕博连读生在第二学年结束时参加各学院组织的博士生综合考评，考评方式和内容按我校博士生

综合考评的有关要求进行。通过考评的学生继续进行博士生阶段的科研和论文工作，在完成各培养环

节要求，并在规定的年限内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获得博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硕博连读生原则上不允许转为硕士生培养。如因综合考评不通过等特殊原因，可在第二学年结束

时转为硕士生培养，有关要求如下： 

（1）硕博连读生转为硕士生培养，按硕士生学籍进行管理，自入学起培养年限为三年； 

（2）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应达到硕博连读生发表学术文章的要求（具体标准由各学院确

定）。 

三、论文开题 

硕博研究生一般应于入学后第三学年结束前完成开题报告。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该是一份相对完

整的博士学位论文第一阶段工作的总结报告。开题报告的相关事项见我校《关于博士学位研究生学位

论文开题的要求》。 

四、中期检查 

硕博研究生最迟应于入学后第四学年结束前完成中期检查工作。中期检查的相关事项见我院《关

于博士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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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代码：083000 

学科专业名称：环境科学与工程 

研究方向： 

1.水处理理论与技术                2.给排水工程工艺及管网优化技术 

3.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理论与技术    4.城市水资源利用与规划 

5.大气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          6.污染物控制的物理化学理论与技术 

7.污染物控制的分子生态学          8.系统生物学与过程工艺 

课程设置： 

 

课程性

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位课 

思想政治 

理论课 

S8700001Q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2 秋季  

S8700002Q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秋季  

博士英语 

B8700025Q 博士英语——英文科技论文写作 2 32 春季 

2 门任选

其一 B8700003C 

博士英语——全球化工作环境中的跨文化

沟通 
2 32 

秋季

春季 

硕士生基

础理论课 

S8700005Q 数值分析 2 32 秋季  

S8700119Q 数理方程 2 32 秋季  

S8502003Q 现代检测技术 2 18/14 秋季  

S8502005C 实验的理论基础 2 32 春季  

S8502037C 环境监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2 32 春季  

S8502009Q 大气污染与控制工程 2 32 秋季 暂不开 

S8502007Q 环境有机化学 2 32 秋季  

S8502008Q 环境催化化学 2 32 秋季  

S8502036Q 环境伦理学 1 16 秋季 
国际高水平

学者开设 

硕士生 

学科 

专业课 

S8502001Q 环境生物学 I 2 32 秋季  

S8502004C 污染物迁移转化机理及模拟 1 16 春季 暂不开 

S8302008C 高等流体动力学 2 32 春季  

S8502013Q 水的生物处理 I 2 32 秋季  

S8502014C 水的生物处理 II 1 16 春季  

博士生

学科 

学位课 

B8502006Q 高等水化学 2 32 秋季  

B8502030Q 能源环境化学 1 16 秋季  

B8502029C 环境科学实验中的微观分析方法 1 16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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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

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选修课 

学科选

修课 

S8502012Q 物理化学处理 2 32 秋季  

S8502002C 环境生物学 II 1 16 春季  

S8502015C 固体废弃物处理 2 32 秋季  

S8502016C 环境催化原理及应用 1 16 春季 暂不开 

S8502017C 大气气溶胶 1 16 春季 暂不开 

S850218Q 污染场地风险分析与修复技术 1 16 秋季  

S8502019C 专业综合实验 2 32 春季  

S8502028C 高级氧化技术 1 16 春季  

S8502032C 碳的物理、化学、生物捕获与存储方法 1 16 春季  

S8502029C 流域水环境管理 1 16 春季  

S8502031Q 生物吸附技术 1 16 秋季  

S8502026C 能源和环境 1 16 春季 MOOC 

S8502028C 全球气候与能源计划 1 16 春季 MOOC 

S8502027C 
环境法中的原则与策略 

 
1 16 春季 MOOC 

S8502020C 微生物代谢生物化学 1.5 24 春季 暂不开 

S8502021C 室内空气质量 1.5 24 春季 暂不开 

S8502011Q 环境生物技术 2 32 秋季 暂不开 

可在其它学科研究生课程中选修 

素质提

升课 

S8700116C 职业伦理 1 16 春季 必修 

S8500001C 科技论文写作指导 1 16 春季 必修 

在其他素质提升课中任选 

学科前

沿专题

课 

S8502022C 环境科学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S8502023C 环境工程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S8502024C 环境管理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企业专家

授课 

B8502018C 环境健康微生物学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暂不开 

B8502019C 环境规划方法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暂不开 

B8502020C 水资源管理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暂不开 

B8502021C 环境信息学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暂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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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性

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B8502022C 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学研讨 1 16 春季 暂不开 

必修环节 

B8000001CQ 综合考评 1    

B8000002CQ 开题报告 1    

B8000003CQ 中期检查 1    

B8000004CQ 学术活动 1    

B8000005CQ 社会实践 1    

补修课 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基础，在其它学科研究生课程中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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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1、 本学科博士学位掌握基本知识与结构 

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本概念和知识体系上，环境科学与工程、市政

工程学科研究生还应掌握数学、环境化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市政工程、环境生物学、大气学、固废

物处理等自然科学与工程学方面的基础理论及主要研究方法，掌握本学科的现代实验方法和技能。 

2、 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 学术素养 

博士生应具备服务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推进社会进步为己任，勤于积累知识，提高创新意

识，探求真知，在学术研究中坚持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关心学术的前沿和热点，努力攀

登科学高峰。环境学博士生要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作为科学研究的直接目标和动力，对于环境科学

问题具有浓厚兴趣，对环境科学未知领域具有强烈探索愿望。 

(2) 学术道德 

学术型硕士生应树立法制观念，恪守学术道德规范；严于律己，自觉维护学术尊严和学者的声誉，

尊重他人劳动和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依照学术规范，按照有关规定引用和应用他人的研究成果，不

剽窃、抄袭、占有他人成果，不重复发表成果，不以任何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在数据资料采集、记

录、分析和解释等过程中，均应做到实事求是、客观诚实，杜绝编造篡改数据等不正当学术行为。 

3、 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 获取知识能力 

博士生应具备通过查阅文献、课程学习、学术交流、观察、调研、研讨等途径，获取环境、市政

领域有关知识的能力，了解当前学科发展的动向和学术前沿动态，具备自学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

业知识、基本方法和技能，获取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的能力，具备广泛且评判性地阅读文献，通过推

导，获取探究知识来源的能力。 

(2) 学术鉴别能力 

博士生应具备对研究问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判断力；对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方法、研究设计

与假说检验、研究成果与研究主题的清晰度等问题具有学术鉴别能力；对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学术规

范与学术道德、文字表达、行文规范等具有鉴别能力。 

(3) 科学研究能力 

博士生应具备独立思考和发现问题的能力，能敏锐地提出有重要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属于学科

前沿领域或重大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问题；具备开拓、创新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熟练掌握与灵

活运用环境科学研究工作及跨学科合作研究，并能取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前，

已完成一定的创新性的科学研究。 

(4) 学术创新能力 

博士生应具备挑战、勇于批评、大胆质疑权威。善于从现有理论、理论与方法之间发现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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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问题，根据环境、市政学科的前沿领域和发展动向，提出具有创新性问题的能力；具备运用坚实宽

广的环境学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对提出的新问题进行创新性思考的能力；具备熟练运用

科学研究方法和技术，对提出的问题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的能力；具备对所研究的领域有独到见解，

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新性成果的能力。 

(5) 学术交流能力 

博士生应具备运用计算机和现代信息技术表达学术成果的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熟练

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开展科学研究能力，具备主持小型国内外学术会议，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学

术期刊等学术研究平台上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表达学术思想和展示学术成果的专业能力。 

二、培养年限 

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一般为 4 年。特殊情况下，经有关程序批准，一般博士生的最长学习年

限（含一般休学时间）为 6 年。 

三、培养方式 

1.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博士研究生导师负责制，必要时可设立副导师或博士研究生培养指导

小组，协助博士研究生导师进行培养工作。在培养过程中如发现博士研究生不宜继续培养时，可由博

士研究生导师提出报告，经深圳研究生院学位分委员会通过，报校研究生院批准后停止培养。 

2. 一部分博士研究生可能被选拔参加去外校的学生交换或联合培养。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总学分要求为不少于 14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8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2 学分，必修环节 4 学分。学分分配情况如下：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学分要求 

类 别 课  程 学分 备注 

学位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必修 

英语（博士） 2 必修 

学科核心课 

（基础理论或学科基础课） 
≥4 学科制定 

选修课 学科及跨学科专业课 ≥2 学生自由选择 

必修环节 

综合考评 1 

由学院组织，并设定要

求 
学位论文开题 1 

学位论文中期 1 

学术活动 
1 

学科设定具体要求， 

2 选 1 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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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明： 

（1）公共课程：政治理论课为博士生必选课；开设 2-3 门外语课程供博士生选修，博士生可以

根据自己的外语水平考试成绩，申请免修 1-2 学分。 

（2）综合考评：学院根据本学科博士生培养要求，制定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须掌握的基础理论

和专门知识的具体要求。学院在第 2 学期末要对博士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学习工作态度、学科基础理

论和专门知识的掌握情况、研究能力和研究潜力进行综合考评。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博士论文研究

工作。 

（3）开题报告：博士研究生入学后第 3 学期末左右完成开题报告，最迟要在第 4 学期末完成，

开题报告由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组成。书面报告与口头报告的要求见有关规定。 

（4）中期检查：学位论文实行中期检查制度。在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工作的中期，学院组织考

查小组（3-5 人组成）对研究生的综合能力、论文工作进展以及工作态度、精力投入等进行全方位的

考查。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研究工作。博士生的论文中期检查可以与博士生学术论坛统筹安排。 

（5）学术活动：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大型国内学术会议、

校内举办的各种学术报告和学术讲座等学术活动可以获得 1 学分。 

（6）社会实践：参加研究生院认可的有关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获得 1 学分。 

（7）公共课程和学科学位课程为考试课程，选修课程为考查课程。 

（8）在为博士生制定具体培养计划时，导师还可根据研究工作需要和博士生的学科基础指定自

选课程和补修课程。自选课程和补修课程计成绩，不计学分。 

（9）博士生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一学年内完成，特殊情况下不超过两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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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代码：083000 

学科专业名称：环境科学与工程 

研究方向： 

1.水处理理论与技术                2.给排水工程工艺及管网优化技术 

3.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理论与技术    4.城市水资源利用与规划 

5.大气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          6.污染物控制的物理化学理论与技术 

7.污染物控制的分子生态学          8.系统生物学与过程工艺 

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位课 

公共课 

B8700001Q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32 秋季  

B8700025Q 
博士英语——英文科技论文写

作 
2 32 春季  

B8700003C 
博士英语——全球化工作环境

中的跨文化沟通 
2 32 秋季  

学科 

核心课 

B8502006Q 高等水化学 2 32 秋季  

B8502030Q 能源环境化学 1 16 秋季  

B8502029C 
环境科学实验中的微观分析方

法 
1 16 春季  

 

 

 

 

 

 

 

 

 

 

 

 

 

选修课 

 

 

 

 

 

 

 

 

 

 

 

 

 

 

 

 

 

 

 

 

 

学科及跨

学科专业

课 

 

 

 

 

 

 

 

 

B8502004C 污染物迁移转化机理及模拟 1 16 春季 暂不开 

B8502002C 环境生物学 II 1 16 春季  

B8502009Q 空气污染控制工程 2 32 秋季 暂不开 

B8502010Q 环境生物技术 2 32 秋季 暂不开 

B8502013C 水的生物处理 II 1 16 春季  

B8502015C 环境催化原理及应用 1 16 春季 暂不开 

B8502016C 大气气溶胶 1 16 春季 暂不开 

B8502026C 能源和环境 1 16 春季 MOOC 

B8502028C 全球气候与能源计划 1 16 春季 MOOC 

B8502027C 环境法中的原则与策略 1 16 春季 MOOC 

B8502031C 

 
环境科学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B8502032C 

 
环境工程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B8502033C 环境管理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企业专

家授课 

B8502018C 环境健康微生物学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暂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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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选修课 

 

 

学科及跨

学科专业

课 

 

B8502019C 环境规划方法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暂不开 

B8502020C 水资源管理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暂不开 

B8502021C 环境信息学专题讨论 1 16 春季 暂不开 

B8502022C 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学研讨 1 16 春季 暂不开 

必修环节 

B8000001CQ 综合考评 1    

B8000002CQ 开题报告 1    

B8000003CQ 中期检查 1    

B8000004CQ 学术活动 1   
可选修 

B8000005CQ 社会实践 1   

补修课  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基础，在其它学科研究生课程中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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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录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课

学期 
学时 学分 课程类别 页码 

B8700001Q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秋季 32 2 公共课 1417 

B8700003C 博士英语——全球化工作环境中的跨文化沟通 秋季 32 2 公共课 147 

B8700025Q 博士英语——英文科技论文写作 春季 32 2 公共课 148 

B8501001Q 结构动力学 秋季 32 2 学科核心课 148 

B8501002Q 有限单元法 秋季 32 2 学科核心课 149 

B8501003Q 结构随机振动 春季 32 2 学科核心课 150 

B8501004Q 计算流体动力学 秋季 32 2 学科核心课 150 

B8501005Q 高等土力学 秋季 32 2 学科核心课 151 

B8501006Q 工程岩体力学 秋季 32 2 学科核心课 152 

B8502004C 污染物迁移转化机理及模拟 春季 16 1 选修课 153 

B8502009Q 空气污染与控制工程 秋季 32 2 选修课 153 

B8502010Q 环境生物技术 秋季 32 2 选修课 154 

B8502015C 环境催化原理及应用 春季 16 1 选修课 154 

B8502016C 大气气溶胶 春季 16 1 选修课 155 

B8502018C 环境健康微生物学专题讨论 春季 16 1 选修课 156 

B8502019C 环境规划方法专题讨论 春季 16 1 选修课 156 

B8502020C 水资源管理专题讨论 春季 16 1 选修课 157 

B8502021C 环境信息学专题讨论 春季 16 1 选修课 157 

B8502022C 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学研讨 春季 16 1 选修课 158 

B8502023Q 高等水化学 秋季 32 2 学位核心课 158 

B8502029C 环境科学实验中的微观分析方法 春季 16 1 学位核心课 159 

B8502030Q 能源环境化学 秋季 16 1 学位核心课 159 

说明：硕博同上选修课请参见硕士生课程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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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简介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B8700001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一是系统讲解学习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普适性。主要解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沿研究，

运用中国马克思主义观察当代世界问题包括世界金融危机、―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等重大现实问

题，树立全球意识。二是深入讲解学习运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代社会各个领域问题的基本理论、

观点和方法。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当代世界的和平问题、当代世界主

要社会问题、当代文化社会思潮、当代世界生态环境问题、当代科学技术发展。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李兴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教学用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参考文献(Reference)： 

1．包心鉴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与当代走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刘明远.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与当代现实.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3．张国清.当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B8700003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博士英语——全球化工作环境中的跨文化沟通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Global Workplace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全球化工作环境中的跨文化交流》是为博士生提供的2学分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课，此课程

通过探讨文化和语言的关系，解析不同文化语境中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的意义，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群如何处理信息解决冲突，以促进学生对跨文化差异的认识、包容，进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本课程为必修课，课程考核由出勤10%、课堂参与20%、作业30%、期末考试40%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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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Global Workplace, third edition by Iris Varner & Linda Beamer 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参考文献(Reference)： 

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 An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urth edition by William 

B. Gudykunst & Young Yun Ki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B8700025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博士英语——英文科技论文写作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The Craft of Scientific Writing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所有学科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in Chinese）: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是专门为博士生提供的2学分的英语写作课，此课程旨在提高博士生的英

语文字表述能力，为博士生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打好基础。课程内容包含英文修辞及学术写作的基本

要素，段落文章的结构分析，科技论文的语言特性，写作通讯、摘要、项目申请书的注意事项。本课

程为必修课，课程考核由出勤10%、课堂参与20%、作业30%、期末考试40%组成。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Alley, M. (1996). The Craft of Scientific Writing (3rd ed.). New York: Springer.  

参考文献(Reference)： 

Oshima, A., & Hogue, A. (1999). Writing Academic English. White Plains, NY: Pearson Education.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B8501001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结构动力学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Dynamics of Structure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结构力学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结构动力学基本理论。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通过学习结构动力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使学生了解掌握结构动力分析的基

本方法和手段，解决实际问题中涉及到的动力学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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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是正确理解结构动力学中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如结构的自振特性（频率、振型、

阻尼）、结构的动力响应（瞬态、稳态）、主坐标、正则坐标、广义质量、广义劲度等。掌握多自由

度系统自由振动的计算方法，能够正确地计算结构自振频率和振型。掌握多自由度系统受迫振动的计

算方法，能够正确地计算结构的动力响应。 

主要内容包括：单自由度体系运动方程的建立及振动反应、多自由度体系的运动方程及动力反应

的分析、具有分布参数的体系的运动偏微分方程、线性体系的随机反应以及结构地震反应分析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R. W. Clough and J. Penzien. Dynamics of Structures. Publisher: McGraw-Hill Education - Europe;  

(May 31, 1993), ASIN: 0070113955 (中、英文版) 

A. K. Chopra. Dynamics of Structure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to Earthquake Engineering (2nd Edition). 

Second Edition, Prentice Hall, September 11, 2001, ISBN: 0130869732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B8501002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有限单元法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结构力学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有限元法的理论和应用。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有限元方法的基本理论，可以熟练应用商业有限元软件对实际静

力及动力问题进行分析，学会自行编写有限元程序或对商业软件进行二次开发，为以后解决工程中的

实际问题和从事本专业的科学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基本要求是让学生掌握有限元分析的方法和工具，并能够应用大型有限元通用软件解决和处理实

际问题。 

主要内容包括：有限单元法的数学基础、弹性力学问题有限单元法的一般原理和表达格式、单元

和插值函数的构造、等参单元和数值积分、有限元建模的若干实际问题、杆件结构力学问题的有限单

元法、平板弯曲问题的有限单元法、一般壳体问题的有限单元法、动力学问题的有限单元法；有限元

法应用技术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商业软件ABAQUS等的应用。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Liu G R, Quek S S.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a practical course. Butterworth-Heinemann, 2003. 

ISBN: 0 7506 586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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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ienkiewicz and R.L. Taylor.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Vol. 1 and 2, Fifth Edition, 

Butterworth-Heinemann, 28-AUG-2000. ISBN: 0 7506 5049 4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B8501003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结构随机振动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Random Vibration of Structure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结构动力学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讲述结构随机振动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有机地将本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和基本理论

结合起来，以理论与应用统一的形式介绍随机振动的基本内容。 

本课程是在对确定性振动已经了解的基础上，把振动理论应用于实际的一门应用课程，通过本门

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在结构随机振动分析中所采用的各种计算方法，及如何应用振动理论来

解决实际问题，也可以为下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主要内容包括：概率论的基本知识；随机过程和随机微分、随机积分；风、地震和波浪的随机动

力模型；线性系统随机振动分析的时域和频域方法；非线性系统的随机振动分析，包括了统计线性化

方法，矩截断法和FPK方程方法；作为随机振动于结构失效分析中的应用，将介绍首次超越问题和疲

劳累积损伤问题。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L. D. Lutes. S. Sarkani. Random vibrations: Analysis of Structural and Mechanical Systems. 

Amsterdam:Elsevier, 2004 

2. 欧进萍, 王光远. 结构随机振动.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B8501004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计算流体动力学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机械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计算流体动力学基本理论、方法和实际工程中的应用。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通过学习计算流体动力学的基本理论和计算方法，使学生了解计算流体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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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析工程问题或物理问题的理论本质和手段，从而解决实际工程中涉及到的与流体动力学相关的研

究问题。课程介绍中贯穿了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工程应用的思想。基本要求是对于与流体动力学相关

的研究问题，可以确定相应的数值计算模型、初边值条件和求解方法，具备应用通用CFD软件（如Fluent、

CFX）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素质和能力。 

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流体动力学的基本控制方程、湍流模拟、有限体积法、对流-扩散方程的离

散格式、初始和边界条件的确定、网格生成技术、计算流体动力学技术在土木工程领域中的应用实例

及CFD软件（Gambit、Fluent）的基本介绍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J. D. Anderson. Jr.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The Basics with Applications. Publisher: 

McGraw-Hill Companies,Inc-United States (1995), ISBN  0070016852. (英文原版或影印版) 

2. J. H. Ferziger, M. Peric, Computational Methods for Fluid Dynamics (3rd Edition). Publisher: 

Springer, (2002), ISBN 3540420746.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B8501005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高等土力学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Advanced Soil Mechanic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土力学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饱和土临界状态土力学和非饱和土力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 

要求学生掌握土的塑性力学基本原理、土的屈服和破坏、流动定律和硬化定律、基于临界状态土

力学框架的本构模型基本理论，以及非饱和土渗流、固结和强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培养科学研

究的初步能力。 

主要内容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饱和土临界状态土力学，主要内容包括土的弹性、土的塑

性和屈服、土的弹塑性模型、剑桥模型、临界状态、弹塑性模型的应用。第二部分为非饱和土力学的

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主要内容包括土的相的性质与关系、应力状态变量、土的吸力及渗透性量测、

稳态流及瞬态流、抗剪强度理论与参数量测、土压力、边坡稳定性以及地基承载力的塑性与极限平衡

分析、体积变化理论与参数量测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D. M. Wood. Soil Behaviour And Critical State Soil Mechanics. Publis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ISBN: 052133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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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 G. Fredlund, and H. Rahardjo. Soil Mechanics for Unsaturated Soils. 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 N.Y. 1993.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B8501006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工程岩体力学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Engineering Rock Mechanic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主要介绍弹性理论、岩石物理、力学性质及其试验方法。 

在本课程的学习中，要求学生了解岩石力学的基本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其最新研究进展；掌握

岩石及岩体的物理力学特性及基本测试技术；正确理解工程岩体的分类及其作用、岩体中的初始应力

与工程稳定性的关系，以及围岩压力与支护结构的相互作用机理；初步掌握岩石力学的主要数值分析

方法，以及岩体工程（地下工程、边坡工程、岩基工程）设计及计算分析的特点。 

主要内容包括：（1）实际工程中岩体特征的表述方法，包括节理特征参数、岩体分类、赤平投

影以及岩芯样品等；（2）经典岩石力学，包括岩体强度理论以及轴变论等；包括岩体变形和岩体强

度及各向异性特点；（3）岩性边坡问题，包括岩石边坡稳定性分析方法、岩石边坡施工以及支护；

（4）岩体中地下工程问题，包括地下工程施工方法、地下工程支护理论、地下工程设计以及地下工

程的监测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B.H.G Brady and E.T. Brown. Rock Mechanics, 2nd edition. Chapman & Hall, London. 1993. 

2. J.A. Hudson and J.P. Harrison. Underground Excavation in Rock. Institution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London. 1995 

3. E. Hoek, P.K. Kaiser and W.F. Bawden. Support of Underground Excavation in Hard Rock, Balkema, 

Netherland. 1998 

4. E. Hoek and J. Bray. Rock Slope Engineering, 3rd edition. Institution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London.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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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B8502004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污染物迁移转化机理及模拟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Mechanisms and Simulation of Transport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lutant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市政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环境微生物学，环境化学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讲述有机和无机污染物在自然水体（包括地表水体，地下水、和管网）中的主要降解和转

化机理，并利用数学模型对其在水体的时空变化进行模拟。该课程内容是环境污染评价、预测、和跟

踪的重要基础课程，也是环境政策制定的重要工具。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Frank M. Dunnivant, Elliot Anders: A Basic Introduction to Pollutant Fate and Transport : An Integrated 

Approach with Chemistry, Modeling, Risk Assessment, and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1st edition, 

Wiley-Interscience, 2006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B8502009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空气污染与控制工程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Air Pollu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ie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市政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介绍了空气污染控制的基本理论和先进的技术。内容包括：污染物的类型及来源，对人体和物体

的影响。重点讨论由燃烧生成排放的固体颗粒物通过过滤装置的去除，过滤装置的设计，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有机化合物的产生和去除。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Nevers: Air Pollution Control Engineering,2nd editi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2000 

 

  

http://www.amazon.com/Frank-M.-Dunnivant/e/B001H6NPEE/ref=ntt_athr_dp_pel_1
http://www.amazon.com/s/ref=ntt_athr_dp_sr_2?_encoding=UTF8&sort=relevancerank&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lliot%20A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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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B8502010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环境生物技术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Environmental Biotechnolog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市政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利用微生物对环境污染物的吸附、吸收、转化和降解作用对污水、固体废弃物、废气等进行处理

与净化已成为环境工程领域重要的手段。在上述过程中，往往需要众多微生物共同参与和作用，同时

还受到环境因素或工程控制条件的制约。以微生物群落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生态学的宏观视角透

视微生物群落的结构与功能，是环境工程微生物技术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微生物

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革，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分子生物学学科的突飞猛进，使面向

微生物群落的分子生态研究成为环境微生物学的研究热点。本课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1）生态学基

础，主要介绍微生物生态研究的背景知识，包括：生态系统、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圈与地

质化学循环等；（2）分子生态学方法，主要介绍基于16S RNA基因的微生物系统发生学理论体系，

和以PCR扩增技术、变性凝胶梯度电泳等多样性展示技术、高通量测序技术等领域内最新研究手段；

（3）以微生物脱氮除磷、废水厌氧消化处理等典型环境工程过程展示上述技术的实际系统应用。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Rittman Bruce E., McCarty Perry L. （2000）Environmental biotechnology: principles & applications. 

McGraw-Hill Science Engineering 

2. Eugene L Madsen: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3. 李建政，任南琪. (2005) 污染控制微生物生态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B8502015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环境催化原理及应用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Principle and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Catalysi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无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unicipal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这是一门关于环境催化的专业课程，侧重于催化在环境治理应用中的知识介绍，内容包括：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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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催化控制、汽车尾气催化净化、水污染催化治理、VOCs催化控制、室内空气污染催化治理、温

室气体催化转化、固体废弃物催化处理。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Vicki H. Grassian: Environmental Catalysis, CRC, 2005. ISBN: 157444462X 

2. 贺泓等著，《环境催化--原理及应用》，科学出版社，2008 

3. 吴忠标主编，《环境催化原理及应用》，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4. 郑小明主编，《环境保护中的催化治理技术》，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B8502016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大气气溶胶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Atmospheric Aerosol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Physics, Differential Equations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environmental sciences;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是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大气气溶胶是一门专业课，主要讲授空气中悬浮微细颗粒物的运动规律，以及悬浮粒子的沉降、

扩散、凝聚、过滤、分离、捕集的基本理论与应用。具体内容包括：气体的基本性质；气溶胶的匀速、

直线加速和曲线运动；气溶胶的粒径分布统计；布朗运动与扩散；气溶胶的过滤和沉降机理；单相和

多相气溶胶的凝聚；气溶胶的光学性质及其对可见度的影响。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深入理解气溶

胶的性质、行为与检测。本课程选用国际气溶胶科学与技术课程的经典教材，Aerosol 

Technology-Properties, Behavior, and Measurement of Airborne Particles，并采用全英文授课。学习此课

程的学生不仅需要具有一定的物理基础知识，还应具有较好的英语听力和阅读能力。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William C. Hinds : Aerosol Technology-Properties, Behavior, and Measurement of Airborne Particles, 2nd 

edition,Wiley,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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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B7502018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环境健康微生物学专题讨论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Environmental Health Microbiolog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市政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微生物实验技能包括培养基方法、显微镜方法、分子方法。侧重点是标准方法和美国环保局批准

的方法分离用来评价肠热病风险的生物（如饮用水和娱乐用水包括湖、溪和海岸水中的大肠菌、肠球

菌和大肠杆菌噬菌体）。系统地探讨了环境健康与微生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应用，将危害环境及人

体健康的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作为一种重要的污染物来看待，并对其危害及防治措施进行了充分论述，

结合目前的一些热点问题和前沿领域，探讨国内外该领域最新研究成果。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J. F. T. Spencer, Alicia L. Ragout de Spencer:Public health microbiology: methods and protocols, 

HUMANA Press, 2004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B8502019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环境规划方法专题讨论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Environmental Planning Method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市政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环境管理项目设计所用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优化理论；设计规定中权衡权益和效率；环境影响评

价中预测负面效应所使用的技术；信息泄露的要求；公司自觉遵守国际规定准则。一是系统地论述了

环境规划的理论基础，分析了环境规划的源流，探讨了与其他规划的关系和自身的层次结构。二是详

细介绍了大气环境、水环境、生态环境、固体废物管理等主要要素规划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了污染物

允许排放总量确定、系统规划等一些新的环境规划方法，如大气污染物当量控制方法、水污染联合治

理费用的博弈论分配机制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Christian NdubisiMadu: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WSP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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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 

Christian NdubisiMadu: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WSP Press, 2007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B8502020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水资源管理专题讨论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市政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侧重点是表面水和地下水管理的基本原理。专题包括水库、河流流域、含水层管理，表面水和地

下水的联合使用，废水再利用和需求管理。介绍国内外水资源管理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通过案例

分析，引导学生掌握应用领域技术创新的一些方法；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课程涉及水管理的技术、

经济、社会和政治元素。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Neil S. Grigg: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principles, regulations, and cases, McGraw-Hill Professional, 

1996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B8502021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环境信息学专题讨论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Environmental Informatic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市政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环境系统收集的信息的存储和处理。讨论环境数据的形式和功能，兼容性、互操作性、解释和使

用性的相关问题。分析循环经济模式的物质循环和信息流的特点．尤其是循环经济活动对环境的作用

以及在信息流方面的表现，讨论正在发展中的环境信息学理论与方法及其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具

体分析面向循环经济系统的环境信息学的特点，可能发挥的作用以及环境信息学在循环经济模式下如

何开展研究和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Avouris, Nicholas M., Page, Bernd:Environmental Informatics, Spring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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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B8502022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学研讨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Science, Technology,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市政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由现代科学和技术发展所引起的关键社会、文化和价值观问题；科学与工程作为社会科技活动的

独特性；科技发展对21世纪社会的影响，包括工作、娱乐、人的价值观、艺术、国际关系；科学与工

程实践的道德冲突，现代科学与科技的管理。探讨了中国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的原因和影响，利用

社会学、现代农业科技及恢复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提出应当采取的措施。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Karl R Popper：In search of a better world: lectures and essays from thirty years, Routledge, 2000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B8502023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高等水化学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Advanced Aquatic Chemistr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市政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环境有机化学、水迁移转化、环境微生物学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是给排水专业学生在学完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之后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旨在培养对水化学

反应过程的动力学和热力学原理。同时，水化学也涉及水处理和输送过程中的基本化学现象，及污染

物在水中迁移转化的一些基本原理。课程的主要内容为：化学热力学和动力学、酸碱反应、络合反应、

沉淀和溶解、氧化还原反应、电化学、胶体化学、物质的吸附、胶体化学、化学动力学等知识。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水化学过程中的热力学与动力学基本问题、酸碱反应的本质和规律、金属

离子与一些无机离子、有机离子之间的络合反应，常见沉淀物在水中的溶解及其稳定性，氧化还原反

应的基本原理，缓冲溶液的配置方法和固液界面的吸附反应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Mark M. Benjamin: Water Chemistry, 1st edition, Waveland PrInc, 2010. 

 

http://www.amazon.com/Mark-M.-Benjamin/e/B001K8B14A/ref=ntt_athr_dp_pel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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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 B8502029C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环境科学实验中的微观分析方法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The Microscopic analyses in EnvironmentalExperimental Stud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工程 市政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适合已开题的博士生或者科研课题已明确的博士生选课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环境科学实验中的微观分析方法》课程教学目的是使环境相关专业的博士研究对环境科学与工

程领域实验过程对实验对象的微观尺度的检测和分析具有较为全面系统的认知，为以后在实验中运用

微观分析方法奠定基础。本课程主要包括电子能谱、电子显微镜、光谱以及质谱等微观分析方法内容。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李炎.材料现代微观分析技术——基本原理及应用，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 

参考文献(Reference)： 

无 

 

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B8502030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能源环境化学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Energy &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环境科学与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普通化学相关专业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为环境学科硕士研究生及相关专业的学位基础课。能源环境化学主要关注的是有害化学物

质在环境介质中的存在、特性、行为和效应及其控制的化学原理和方法，能源危机及新型可再生能源

的发展技术等。本课程以阐述污染物在大气、水、土壤等环境介质中分布、迁移、转化过程所涉及的

污染化学问题及其效应为主线，较全面深入地阐明基本原理、环境化学相关交叉学科的知识。本课程

主要内容包括大气环境化学、水环境化学和土壤环境化学，作为学科交叉环境能源问题以及新型可再

生能源发展技术也将进行讨论。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1. 《环境化学》陈景文、全燮编著，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2. 《Environmental Chemistry》Ninth Edition, Stanley E. Manahan.CRC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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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码（Code of the Course）：B8501009Q    

课程名称（Name of the Course）：结构试验技术 

英文译名（Combinatorics）：Testing of Structures 

适用学科（Subjects related）:土木工程 

先修课程（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无 

本科生是否可选（Is undergraduate allowed to choose the course?）：否 

内容简介（Course Description）: 

本课程主要介绍结构试验基本理论、试验设计、方法及结果评价。 

结构试验技术作为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任务是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当前

结构试验的一般水平及可解决的问题，掌握常用试验仪器的性能、使用方法及常规试验的测试方案编

制。掌握试验数据的分析处理方法和试验报告写作方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生将所学知识用于实

践中，使之具有从事一般建筑结构的检测能力，为将来进行现场结构检测和科学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结构试验分类、结构试件尺寸效应及结构模型试验的相似条件、结构试验量

测原理技术、结构静力试验的加载装置、结构静载及动载试验、弹性及非弹性模型材料技术、动态荷

载作用下的模型设计技术等。 

主要教材(Main teaching materials)： 

H G. Harris, G. M.Sabnis. Structural Modeling and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CRC ,1999, 

ISBN0-8493-24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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