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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理工大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规定 

一、 培养目标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要求研

究生做到: 

1.进一步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 

2.在大学本科培养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熟悉所从

事研究方向的新发展和新动向；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在本学

科领域内能熟练地阅读一种外语文献资料,并能用外文撰写论文摘要,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实事

求是,严谨的科学作风。 

    3.具有健康的身体。 

    二、学习年限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一般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含休学、保留学籍）。 

三、培养方法 

    1.政治思想教育与政治理论学习相结合。硕士生必须认真学好政治理论课,积极参加政治学

习及形势与任务教育,以及公益劳动等社会活动。 

    2.课程学习及科研论文并重。培养硕士生既深入掌握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又具有科学研究

能力。 

    3.理论联系实际。既要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又要重视生产知识的扩大和科学发展动向。 

    4.学习方式上,强调以自学为主,教师应因材施教,启发他们深入思考与正确判断,着重培养

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5.指导方式上,采取导师负责和院、系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可成立指导小组但须明确责

任导师。 

    6.对硕士生不安排体育课,但应安排一定的体育锻炼时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学术型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各学科硕士生应修满的学分数为：工学门类学

科总学分不少于 30学分，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非工学门类总学分不少于 34 学分，学位课不

少于 15学分。课程体系框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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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基本框架 

课程 

性质 

课程 

属性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课 

(≥15

学分) 

公共课 

(≥7 学

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考试 秋季 人外学院 

010146 
应用

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考试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考试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工学、理学类) 18 1 考试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人文社科类) 
18 1 考试 秋季 马克思学院 

基础理 

论及 

专业 

核心课 

(≥8 学

分) 

数学基础课或基础理论课不少于 2 门课程，4 学分(工学门 

类不少于 2 门工程数学课)；核心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 

选修课  

 XXX 学科新进展    学术型研究生必选课 

 科技论文写作    学术型研究生必选课 

其他选修课根据学习需要自主选择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践为课程辅

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

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记 1 学分。 

学术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 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 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

创业指导 2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 学时，并填写《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

座考核表》。记 1 学分。 

 

*硕士研究生公共英语由基础英语与应用英语两部分组成。应用英语按模块进行教学，包括

英语视听说、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雅思培训等。满足一定条件的研究生可以免修基础英语（免

修条件见《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实施方案》西安理工研教函[2017]）8号）。 

*对于在省级以上创新创业竞赛中获奖的硕士研究生可以申请冲抵实践环节学分，具体规

定参见文件《关于创新创业竞赛获奖冲抵实践学分的管理规定》西安理工研教函〔2016〕3号。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确

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

完成（在职生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背

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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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研究成果、研究的进度安排等。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组织安排，所在学科负责具体

实施。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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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

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号。 

3.论文要求：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表明

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科学

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各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具体要求详见《一

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制）。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

评审办法（西理研［2014］11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答辩管

理细则》（西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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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20106）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从事经济学和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学、研究与实践工作，具有创新能力的研究型、学术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具体要求： 

1. 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遵纪守法，品德修养良好，具有强烈的事业，立志为国

家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和经济协调发展服务； 

2. 系统掌握本专业知识和经济学分析方法，能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并解决现实人

口、资源与环境问题； 

3.具有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的外文文献，并具有一定撰写外文科研

论文的能力； 

4.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研究方向 

本学科目前共设置 3个研究方向，具体为： 

1. 区域资源与环境管理； 

2. 人力资源经济学； 

3. 科技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论文

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 

2.硕士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成立学科导师指导小组，发挥集体指导的作用，以利

于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和加强对硕士生的管理； 

3.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本学科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

程学习，应修满的学分数为：总学分不少于 34 学分，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课程学时和学分

的对应关系为：16学时计 1学分。课程体系框架如下： 

2．学位课 

学分不少于 15 学分，其中： 

（1）公共课：7 学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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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必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必修 

第一外国语 4 100 必修 

（2）数学基础课或基础理论课：不少于 2 门课程，4 学分。 

（3）核心学位课：不少于 6 学分。 

学位课程均为考试课程。除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中的社会实践学分外，学位课必须采用课堂

授课的方式进行。 

2．选修课 

学分不少于 17学分。 

选修课程可以考试或考查。应修满本学科规定的必选课，任选课可在本学科所列任选课中

选修，也可在全校研究生课程中任选。 

3．必修环节 

学分为 2学分，其中： 

（1）实践环节：1 学分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践为课程辅导、协助

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参加校团委组织的“三下乡”等实践活动；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2）学术讲座：1 学分 

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听讲座 5次以上，并填写《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

记 1学分。 

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告、

中期检查、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 

1.开题报告 

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确定课题方向，

完成论文选题。 

（1）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取得规定学分并达到其他相关要求，经考核后，方能进入

硕士学位论文开题阶段。未修满学分和未达到其他相关要求的研究生不得申请开题。 

（2）学位论文选题必须符合本学科的培养目标要求，选题应具有高起点、新视角以及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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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3）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安排，第四学期初完成。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

献综述（5000 字左右）、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案、研究进度安排、预期达到的水平、

存在的问题等。 

（4）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安排，所在学科负责组织、实施。 

2．中期考核 

（1）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写作阶段要进行中期检查和考核，考核时间一般在第五学期初

完成； 

（2）中期考核的主要内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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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号。 

 （3）考核合格者，继续攻读硕士；对于中期考核不合格的硕士生，提出整改意见，并在

三个月后再次进行中期检查。如再次不合格，建议中断该研究生的培养。 

（4）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安排，所在学科负责组织、实施。 

3．学位论文要求 

（1）学位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上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对国民经济

建设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2）能反映出作者综合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论文所涉及的问题；观

点明确，论证合理，逻辑性强。 

（3）能反映出作者掌握本研究课题的研究技能和方法。 

（4）能反映出作者对所研究的课题在理论分析、研究方法、设计计算及研究结论等某一方

面具有新的见解、改进和创新。 

（5）学位论文必须附有中、英文论文摘要。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评审

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答辩管理细则》

（西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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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 

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24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 

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 

论及专 

业核心课 

（≥8学分） 

070155 实证研究方法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03 运筹学(二)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308 现代经济学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04 计量经济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选修

课 

（≥

17学

分） 

 

070255 经济学学科发展前沿 
必选 

16 1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82 科技论文写作（经管） 16 1 春季 经管学院 

070505 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101 高级管理学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05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07 区域经济学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903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06 区域经济研究专题及文献选读 16 1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07 国际金融（双语）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06 投资项目评估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602 系统工程（经济）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66 博弈论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208 产业经济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610 发展经济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611 资源经济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践

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科

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 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权 4 学

时、创新创业指导 2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 学时，并填写《西安理

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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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20202）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要求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

化发展趋势，从事区域经济管理、教学、科研等工作的专门人才。具体要求（目标）如下：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修养水平； 

2.掌握扎实系统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具有对区域经济及其

相关问题的观察分析和判断能力； 

3.具备从事区域市场开发、国际市场研究的综合素质，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中

高级应用型区域经济与管理专门人才。 

4. 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该语种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应用该

语种的写作和交流能力； 

5.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研究方向 

本学科目前共设置 4 个研究方向，具体为： 

1．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 

2．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3．城市经济与管理 

4．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

论文研究时间不少于 1 年； 

2.硕士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成立学科导师指导小组，发挥集体指导的作用，

以利于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和加强对硕士生的管理； 

3.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 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本学科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

成课程学习，应修满的学分数为：总学分不少于 34 学分，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课程学

时和学分的对应关系为：16 学时计 1 学分。课程体系框架如下： 

1．学位课 

学分不少于 15 学分，其中： 

（1）公共课：7 学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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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必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必修 

第一外国语 4 100 必修 

（2）数学基础课或基础理论课：不少于 2 门课程，4 学分。 

（3）核心学位课：不少于 6 学分。 

学位课程均为考试课程。除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中的社会实践学分外，学位课必须采用

课堂授课的方式进行。 

2．选修课 

学分不少于 17 学分。 

选修课程可以考试或考查。应修满本学科规定的必选课，任选课可在本学科所列任选

课中选修，也可在全校研究生课程中任选。 

3．必修环节 

学分为 2 学分，其中： 

（1）实践环节：1 学分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践为课程辅导、

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参加校团委组织的“三下乡”等实

践活动；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2）学术讲座：1 学分 

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听讲座 5 次以上，并填写《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

核表》，记 1 学分。 

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

告、中期检查、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 

1.开题报告 

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确定课题

方向，完成论文选题。 

（1）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取得规定学分并达到其他相关要求，经考核后，方能

进入硕士学位论文开题阶段。未修满学分和未达到其他相关要求的研究生不得申请开题。 

（2）学位论文选题必须符合本学科的培养目标要求，选题应具有高起点、新视角以及

前沿性，要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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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提交，第四学期初完成。开题报告内容应包

括文献综述（5000 字左右）、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案、研究进度安排、预期达到

的水平、存在的问题等。 

（4）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安排，所在学科负责组织、实施。 

2．中期考核 

（1）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写作阶段要进行中期检查和考核，考核时间一般在第五学

期初完成； 

（2）中期考核的主要内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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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 号。 

（3）考核合格者，继续攻读硕士；对于中期考核不合格的硕士生，提出整改意见，并

在三个月后再次进行中期检查。如再次不合格，建议中断该研究生的培养。 

（4）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安排，所在学科负责组织、实施。 

3．学位论文要求 

（1）学位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上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对国民

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2）能反映出作者综合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论文所涉及的问题；

观点明确，论证合理，逻辑性强。 

（3）能反映出作者掌握本研究课题的研究技能和方法。 

（4）能反映出作者对所研究的课题在理论分析、研究方法、设计计算及研究结论等某

一方面具有新的见解、改进和创新。 

（5）学位论文必须附有中、英文论文摘要。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

授予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

论文评审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

答辩管理细则》（西安理工研教[2016]18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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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区域经济学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性

质 

课程 

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课 

(≥15

学分) 

公共课 

(≥7学

分) 

01024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 

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 

论及专 

业核心 

课（≥8 

学分） 

070155 实证研究方法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03 运筹学(二)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308 现代经济学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04 计量经济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选修课 

（≥17

学分） 

 

070255 经济学学科发展前沿 

 
必

选 

16 1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82 科技论文写作（经管） 16 1 春季 经管学院 

070505 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101 高级管理学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05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07 区域经济学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903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06 区域经济研究专题及文献选读 16 1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01 工程经济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06 投资项目评估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07 国际金融（双语）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602 系统工程（经济）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66 博弈论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208 产业经济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608 城市经济与规划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610 发展经济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611 资源经济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必修环

节 

(≥2

学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 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 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 学时，并填写《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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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20204） 

一、培养目标 

金融学专业旨在培养熟练掌握经济和金融学理论，深入了解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的实际运

行状况，具有较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适合在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从事金

融研究和实际操作的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为：                         

1. 刻苦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治学严谨，积极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2. 掌握本学科坚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掌握现代金融学理论和较系统的金融专门知识；能

够理论联系实际，具有金融经济问题观察分析能力、货币政策实施能力，具有将理论与研究工

具用于解决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中的现实问题，具备从事科研和其他实际工作的能力。 

3．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4. 身心健康。 

二、研究方向 

1.金融市场与金融投资 

2.金融创新与金融管理 

3.金融机构与信用管理 

4.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1.金融学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学年，

论文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 

2.金融学硕士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 

3.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 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分为学位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

程，实践教学四个模块。总学分不少于 34 学分，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符合毕业资格，准予毕业，并授予硕士学位。课程体系框架如下： 

1． 学位课 

不少于 15 学分，其中： 

（1）公共课：7 学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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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必修 

自然辩证法概论（工学、理学等） 1 18 
必选 1门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人文社科类） 1 18 

第一外国语 4 100 必修 

（2）数学基础课或基础理论课：不少于 2门课程，4学分。 

（3）核心学位课：不少于 6学分。 

学位课程均为考试课程。除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中的社会实践学分外，学位课必须采用课堂

授课的方式进行。 

2．选修课： 

不少于 17 学分。 

选修课程可以考试或考察。可在本学科所列选修课中选修，也可在全校研究生课程中

任选。 

3.必修环节 

学分为 2 学分，其中： 

（1）实践环节：1 学分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践为课程辅导、

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和社会实践活动；科研实践主要为参

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2）学术讲座：1 学分 

要求研究生在学期间听讲座 5 次以上，内容包括金融伦理与职业道德 2 学时、科学道

德与学风建设 2 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 学时，

并填写《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 学分。 

除公共课外每门课程原则上不超过 2 学分，每学分对应 16 学时。 

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

告、中期检查、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 

1.开题报告：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

确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 

（1）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取得规定学分并达到其他相关要求，经考核后，方能进入

硕士学位论文开题阶段。未修满学分和未达到其他相关要求的研究生不得申请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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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位论文选题必须符合本学科的培养目标要求，选题应具有高起点、新视角以及前沿

性，要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3）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提交，第四学期初完成。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

献综述（5000 字左右）、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案、研究进度安排、预期达到的水平、

存在的问题等。 

（4）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安排，所在学科负责组织、实施。 

2.中期检查 

（1）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写作阶段要进行中期检查和考核，考核时间一般在第五学期初

完成； 

（2）中期考核的主要内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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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号。 

（3）考核合格者，继续攻读硕士；对于中期考核不合格的硕士生，提出整改意见，并在三

个月后再次进行中期检查。如再次不合格，建议中断该研究生的培养。 

（4）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安排，所在学科负责组织、实施。 

3.论文要求 

（1） 学位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上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对国

民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2） 能反映出作者综合运用金融学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论文所涉

及的问题；观点明确，论证合理，逻辑性强。 

（3） 能反映出作者掌握本研究课题的研究技能和方法，具有将理论与研究工具用于

解决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中的现实问题。 

（4） 能反映出作者对所研究的课题在理论分析、方法技术、设计计算等某一方面具

有新的见解、改进和革新。 

（5） 学位论文必须附有中、英文论文摘要。 

（6） 金融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具体要求详见《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

基本要求》（2013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制）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

评审办法（西理研［2014］11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论文答辩管理细

则》（西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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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金融学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 

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课 

(≥15

学分) 

公共课 

(≥7学

分) 

01024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 

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 

论及专 

业核心 

课（≥8 

学分） 

070155 实证研究方法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03 运筹学(二)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308 现代经济学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04 计量经济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选修课 

（≥17

学分） 

  

070255 经济学学科发展前沿 
必选 

16 1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82 科技论文写作（经管） 16 1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05 国际投资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331 量化投资学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101 高级管理学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329 金融风险分析与管理 36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307 国际金融（双语）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09 投资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22 创业管理与风险投资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25 金融工程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26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30 行为金融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35 公司金融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 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 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 学时，并填写《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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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20206）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承担科研、教学或独立担负专门业务工作能力的高层次

国际贸易专门人才。 

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有良好的品德修养； 

2. 系统掌握本专业知识和经济学分析方法，能用国际贸易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现实

国际经济贸易问题； 

3. 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4. 具有健康的身心。 

二、研究方向 

1.国际经济与贸易理论、政策与战略 

2.中国对外贸易 

3.国际贸易与投资惯例、法规 

4.国际贸易与知识产权管理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论文

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 

2.硕士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成立学科导师指导小组，发挥集体指导的作用，以利

于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和加强对硕士生的管理； 

3.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本学科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

程学习，应修满的学分数为：总学分不少于 34 学分，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课程学时和学分

的对应关系为：16学时计 1学分。课程体系框架如下： 

1．学位课 

学分不少于 15学分，其中： 

（1）公共课：7 学分，其中：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必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必修 

第一外国语 4 100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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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学基础课或基础理论课：不少于 2 门课程，4 学分。 

（3）核心学位课：不少于 6 学分。 

学位课程均为考试课程。除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中的社会实践学分外，学位课必须采用

课堂授课的方式进行。 

2．选修课 

学分不少于 17 学分。 

选修课程可以考试或考查。应修满本学科规定的必选课，任选课可在本学科所列任选

课中选修，也可在全校研究生课程中任选。 

3．必修环节 

学分为 2 学分，其中： 

（1）实践环节：1 学分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践为课程辅导、

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参加校团委组织的“三下乡”等实

践活动；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2）学术讲座：1 学分 

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听讲座 5 次以上，并填写《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

核表》，记 1 学分。 

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告、

中期检查、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 

1.开题报告：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

确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 

（1）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取得规定学分并达到其他相关要求，经考核后，方能进入

硕士学位论文开题阶段。未修满学分和未达到其他相关要求的研究生不得申请开题。 

（2）学位论文选题必须符合本学科的培养目标要求，选题应具有高起点、新视角以及前沿

性，要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3）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提交，第四学期初完成。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

献综述（5000 字左右）、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案、研究进度安排、预期达到的水平、

存在的问题等。 

（4）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安排，所在学科负责组织、实施。 

2．中期考核 

（1）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写作阶段要进行中期检查和考核，考核时间一般在第五学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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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2）中期考核的主要内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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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号。 

（3）考核合格者，继续攻读硕士；对于中期考核不合格的硕士生，提出整改意见，并在三

个月后再次进行中期检查。如再次不合格，建议中断该研究生的培养。 

（4）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安排，所在学科负责组织、实施。 

3．学位论文要求 

（1）学位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上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对国民经济

建设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2）能反映出作者综合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论文所涉及的问题；观

点明确，论证合理，逻辑性强。 

（3）能反映出作者掌握本研究课题的研究技能和方法。 

（4）能反映出作者对所研究的课题在理论分析、研究方法、设计计算及研究结论等某一方

面具有新的见解、改进和创新。 

（5）学位论文必须附有中、英文论文摘要。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评审

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答辩管理细则》

（西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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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国际贸易学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24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及 

专业核心课

（≥8学分） 

070155 实证研究方法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03 运筹学(二)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308 现代经济学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04 计量经济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选修

课 

（≥

17 学

分） 

 

070255 经济学学科发展前沿 
必选 

16 1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82 科技论文写作（经管） 16 1 春季 经管学院 

070607 区域经济学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903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907 服务贸易研究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101 高级管理学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00106 应用统计 40 2 秋季 理学院 

070307 国际金融（双语）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09 投资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24 国际贸易实务研究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905 电子商务研究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909 WTO与中国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908 国际商事法与案例研究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202 知识产权与技术贸易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910 商务英语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104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205 营销管理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

实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

管理；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完成后 1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 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 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 学时，并填写

《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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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305）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和良好的学

风，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从事与本学科相关的理论研究、教育教学、宣传和实际工作的专

门人才。 

    1.熟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具有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能够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说明重大问题。 

    2.在本学科中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较宽的知识面，了解本学科研

究的最新学术动态和研究成果，恪守本学科的学术规范，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

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和一定的写作能力。 

4.具有健康的体质与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研究方向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3.思想政治教育 

4.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论文

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 

2.硕士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提倡系、所成立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发挥集体指

导的作用，以利于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和对硕士生的管理。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在导师的指导下

制定出个人培养计划，个人培养计划应根据学科、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结合个人的实际，对

其课程学习、文献阅读、教学与科研训练、开题报告、学位论文等要求和进度做出合理安排。

培养计划经导师和培养单位审核通过后报研究生院备案并实施，如因特殊情况需要变动计划，

应在每学期选课期间进行。修改后的学习计划，由导师签字后，交上述备案。 

3.实行中期考核制度。中期考核必须在第四学期末之前完成。研究生需向学科考核小组

汇报入学以来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学习、科研工作进展等方面情况；学科考核小组根据研究生

思想政治表现、课程学习和科研工作进展等情况打分并给出考核意见；学院考核领导小组根据

考核办法和学科考核小组的意见对中期考核结果进行审定。 

4.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 年。对于提前完成规定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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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学业，成绩特别优秀者，经专家推荐和严格考核，可以提前毕业或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硕博

连读），但学习时间不得少于两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本学科硕士生应修满的学分数为：总学分不少于 34 学

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5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告、中期

考核、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 

1.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应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工作，认真进行学术研究和硕士学位论文的撰

写，直接用于学位论文的时间一般不得少于一年，着重培养硕士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能力和

创新能力。 

    2.学位论文要求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

早确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

期末完成（在职生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字）、研究

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预期研究成果、研究的进度安排等。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组织安排，所在学科负责具体

实施。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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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

核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号。 

（3）论文要求。学位论文必须在修满规定的学分后，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

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表明本人较好地掌握了

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

门技术工作的能力。硕士学位论文不得有明显的政治错误、事实错误、逻辑错误、结构错误、

语言错误。论文必须符合学术道德规范要求，不得由他人的研究成果组合而成。 

（4）学位论文格式参照格式参照《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的统一要求》文件。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评审

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答辩管理细则》

（西安理工研教[2016]18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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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 

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15

学分) 

公共课 

(≥7学

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 

理论课

（≥4 

学分） 

010203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8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00001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与方法研究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36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专业核 

心课 

（≥4学

分） 

010206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31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专题研究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81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84 《资本论》导读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85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316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专题研究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76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83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86 中国现代化问题专题研究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20 伦理学专题研究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21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选修

课 

（≥

17学

分） 

  

010287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进展 
必选 

16 1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00025 科技论文写作（马克思） 16 1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09 欧洲哲学史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82 中国哲学史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94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专题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317 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96 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研究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17 当代社会发展理论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318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选读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33 当代教育思想流派研究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34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93 思想道德与法制教育研究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95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专题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15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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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4 社会心理学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319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专题研究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320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321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专题研究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践

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科

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

分。或达到下列条件之一可获得科研实践创新学分，完成后记 1学分： 

    1.进行 3个月以上赴国（境）外交流学习； 

    2.参加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 

    3.参加科技创新、创新创业计划等专题竞赛； 

    4.参加 10次与本学科相关的学术报告，并提交报告总结。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 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 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并填写《西安

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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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40106）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热爱高等教育事业，全面掌握高等教育学的系统理论和专业知识，并具备

相应的实践能力，能在教育行政部门、高等院校以及社会组织机构等单位独立从事科学研究、

教育教学、管理和培训等工作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1.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政治素养，热爱高等教育事业； 

2. 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拥有较为宽广的知识面和较高的综合素质； 

3. 具备较强的写作与编辑能力，能独立承担本学科相关的科学研究及文字处理工作； 

4. 能在教育行政部门、高等院校和社会组织机构等单位独立从事教育管理、教育教学，以

及专业培训等各项工作。 

5. 能够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强的计算机操作和使用其他先进教学设备的能力。 

二、研究方向 

1. 高等教育原理 

2. 高等教育管理 

3. 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采取全日制培养方式，学制为 3年。如确有必要可适当延长学习

年限，延长期的培养经费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自行解决，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2.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论文研究时间不少于 1学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学生应在规定的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根据学

校相关规定及本学科的实际情况，具体学分要求为：总学分不少于 34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9 学分。课程体系框架如下（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1.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的指导之下，积极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

和动态，尽早确定研究方向，完成论文选题。选题确定须经过开题报告阶段，并经导师和本专

业其他专家审核通过。按照我校相关规定，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组织安排，一般应在第

三学期末完成，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字）、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

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预期研究成果、研究进度安排等。开题完成后，

硕士研究生应根据导师及其他专家的意见认真修改和完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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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期考核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主要

内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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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的或预期可能出现的问题；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性等。中期考核采取综合评定与筛选淘汰

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要求将按照《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来进行实施。 

3．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须按照研究方向的相关要求撰写，要反映本学科专业方向学术研

究的基本状况和新近发展，研究成果须有一定的完整性与创新性。要求观点鲜明、思路清晰、

结构严谨、立论有据、行文流畅，引用资料应翔实、可靠，符合学术规范。论文内容须包含题

目、目录、摘要（中、英文）、正文和参考文献等 5 个部分，具体格式参照《西安理工大学研

究生学位论文规范》的统一要求，并要求采用计算机编辑和输出。论文字数应达到 3万字以上。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1.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照《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

作细则》（西理字[2002]8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评审

办法》（西理研[2014]11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论文答辩管理细则》（西

安理工研教[2016]18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2. 论文答辩通过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同

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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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高等教育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 

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15

学分) 

公共课 

(≥7 学

分) 

01024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 

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

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

论课（≥

4学分） 

000051 教育学原理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00010 比较高等教育学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00052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专业核

心课（≥

4学分） 

010271 高等教育学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24 教育哲学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00050 高等教育管理学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选修

课 

（≥

17学

分） 

  

000053 高等教育学科新进展 必

选 

16 1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00025 科技论文写作（马克思） 16 1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00011 中外高等教育史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33 当代教育思想流派研究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00012 教育心理学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00016 课程与教学论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26 教育法学 32 2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72 德育原理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73 教育社会学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93 思想道德与法制教育研究 32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

学实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

行政管理；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

工作。完成后 1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

权 4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并

填写《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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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502） 

一、培养目标 

1、培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需要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2、培养掌握本学科坚实理论基础和系统专业知识、具有从事外语研究、教学和独立担

负专门外语工作能力的高级人才。 

3、培养具有人文知识、富有创新精神、视野开阔、语言基本功强，能适应全球化工作

环境的社会英才。  

4、至少掌握一门第二外国语，具备基本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可较熟练地运用

第二外语阅读本专业的文献资料以获取相关学术信息。 

二、研究方向 

1、翻译学方向：培养研究生独立研究翻译理论和进行翻译实践的能力，指导研究生大

量研读中外翻译理论的专著、论文以及汉译英和英译汉的优秀作品。侧重提高研究生的翻

译能力。要求研究生对翻译学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并能够对国内外翻译理论、文体翻

译、修辞翻译、影视翻译、应用文翻译等方面展开科研工作。 

2、语言学方向：要求学生全面了解现代语言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及最

新发展，并能应用这些理论成果指导语言科研，对具体的语言现象作出解释。主要的研究

内容包括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语法学、文体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应用语

言学及语篇分析等。 

3、跨文化交际学方向：要求学生了解分析性、描述性以及批判研究方法(从历史的、

社会学的或语言学的研究取径)、社会科学的数据分析和理论建构取径(实证主义或后实证

主义量化分析)及定性数据分析、语篇分析等不同手段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并且能够来进行

不同层面的跨文化研究。培养学生较强的研究和分析能力。 

4、英美文学方向：本方向旨在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西方文学理论和英美文学经典作品

评论基础，借助国外传统和前沿文学理论为支撑，通过文学作品的微观分析，达到对文学

流派特点的宏观把握；同时注重对学生的知识能力、技能运用和思维能力的全面培养，能

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教学及其他相关工作。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年（其中工商管理硕士基本学制 2.5 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

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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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应修满不少于 36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7 学分，非学位课不少于 17 学分，实践环节 1 学分，学术讲座 1 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

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1. 开题 

按照学校统一安排，集中开题。成立以学科带头人和研究生导师为主要成员的开题评

议小组，从文章选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献综述、内容的深度和创新性、研究方案

合理性、预期成果质量、研究进度的合理性以及开题中学生的具体表现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议。 

经过开题小组的综合评议，对于开题报告通过的但评审小组认为还需进一步修改的，

开题评审小组给出明确修改意见，研究生根据修改意见对开题报告进行完善后提交导师审

阅，导师审阅通过后提交开题评议小组再次评审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撰写环节。 

2. 中期考核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第二学年春季学期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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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 学位论文要求 

研究生修完规定课程，成绩合格，通过开题，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的撰写。具体要求如

下： 

1）学位论文研究和撰写的时间不少于 1.5 年。 

2）学位论文选题应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应具有学科性、新颖性，以及一定的理论意义

和应用价值。 

3）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 

4）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研究生应定期向导师汇报写作进展，参加中期考核。 

5）学位论文要求能体现研究生坚实的理论基础与一定的创新能力。 

6）学位论文要求用英语撰写，写作格式参照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规范。 

7）学位论文引文出处必须在文内明确标注，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的实施细则》等有关文件的要求进行。 

七、其他学习项目安排 

1．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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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研究生研究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必须参加教学

实践活动。教学实践为课程辅导、随堂听课、讲课、答疑等。 

2．科研实践 

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在学习期间要承担或参加导师或其他教师主持的科研项目，以培

养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限内，应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导师作

为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 1 篇；应在学习期间参加学术讲座 5 次以上，并填写《西安理

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 

八、培养方式 

采取脱产方式培养。实行导师组负责制，导师组全面负责研究生学风和学术道德教育、

制定和调整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组织开题、指导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撰写等。在硕士研

究生培养过程中，采取理论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注重研究生自主学习、独立研

究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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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 

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学院 

学位课 

(≥17

学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04 日语(一外) 

四选 

一 

80 4 春秋季 人外学院 

010108 德语(一外) 80 4 春秋季 人外学院 

010109 俄语(一外) 80 4 春秋季 人外学院 

010110 法语(一外) 80 4 春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基础学

位课 

(6 学

分) 

翻译学

方向 

010165 翻译概论  32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129 文体与翻译  32 2 春季 人外学院 

010180 高级翻译理论与实践  32 2 秋季 人外学院 

语言学

方向 

010181 语言学方法论  32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127 语言学及其流派  32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183 认知语言学  32 2 秋季 人外学院 

跨文化

交际学

方向 

010184 跨文化交际学  32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185 英美社会文化史  32 2 春季 人外学院 

010186 跨文化交际案例分析  32 2 秋季 人外学院 

英美文

学方向 

010187 西方文学论  32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188 英国经典文学  32 2 春季 人外学院 

010189 美国经典文学  32 2 秋季 人外学院 

核心 

学位 

课 

(4 

学 

分) 

翻译学

方向 

010190 典籍翻译  32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191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方法 32 2 秋季 人外学院 

语言学

方向 

010125 社会语言学  32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116 语用学  32 2 春季 人外学院 

跨文化

交际学

方向 

010192 西方思想史  32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193 西方文化论  32 2 秋季 人外学院 

英美文

学方向 

010194 美国现当代文学  32 2 春季 人外学院 

010195 英美文学前沿专题  32 2 秋季 人外学院 

选修课

（≥17

学分) 

 

010196 语言学前沿 必选 32 2 春季 人外学院 

010121 高级口译 32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197 高级笔译 32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198 科技翻译 32 2 秋季 人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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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72 计算机辅助翻译 32 2 春季 人外学院 

010173 中西语言比较与翻译 32 2 春季 人外学院 

010130 语料库语言学 32 2 春季 人外学院 

010199 篇章语言学 32 2 春季 人外学院 

010701 文化与翻译 32 2 春季 人外学院 

010168 翻译学前沿 32 2 春季 人外学院 

010702 英美文学经典作品赏析 32 2 春季 人外学院 

010703 英国诗歌 32 2 春季 人外学院 

010704 美国诗歌 32 2 春季 人外学院 

010705 西方传播学概论 32 2 春季 人外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并填写《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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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701） 

一、培养目标 

培养遵纪守法，品行优良，作风朴实，学风严谨，掌握数学学科较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

较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熟悉数学学科有关领域的前沿动态；掌握必要的相关学科知识；具有

初步独立从事数学及相关学科科学研究的能力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从事

数学科学研究的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技术水平，具备初步的外语写作和听说能

力，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了解本学科领域的前沿研究问题，具有应用数学理论与方法

从事本学科研究工作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团队协作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

务的高级专门数学人才。 

二、研究方向 

1.应用数学 

（1）代数密码理论与网络安全 

（2）数字媒体信息安全 

（3）图形图像处理与分析 

2.计算数学方向 

（1）微分方程数值解及其应用 

（2）流体力学数值方法 

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数理统计及其应用 

（2）数据挖掘 

4. 运筹学与控制论 

（1）系统优化、控制与辨识 

（2）灰色理论与决策分析 

5.基础数学 

（1）偏微分方程 

（2）数论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论文

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 

2.硕士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提倡系、所成立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发挥集体指

导的作用，以利于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和对硕士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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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各学科硕士生应修满的学分数为：工学门类学科总学

分不少于 30 学分，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非工学门类总学分不少于 34 学分，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课程体系框架如下：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各学科的培养方案应对

科研与学位论文工作各环节做出具体规定与要求，以切实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确

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

完成（在职生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背景

与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预

期研究成果、研究的进度安排等。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组织安排，数学学科负责具体实

施。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 

考核的主要内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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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

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 号。 

3.论文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是为申请硕士学位而撰写的学术论文，是评判学位申请者学术水平的主要依

据。 

硕士学位论文要选择在基础学科或应用学科中有价值的课题，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

并能表明作者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较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硕士学位论文应是本人的研究成果，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不得抄袭或剽窃他人成果。

论文应反映作者较好地掌握了数学学科、专业的研究方法和技能；做到论点界定明确，数据真

实可靠，推理严谨充分，结构层次分明，文字清晰通畅。 

硕士学位论文一般包括：封面、论文摘要、论文目录、正文、参考文献、发表文章目录、

致谢等。 

（1）规范性要求 

数学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形式应为研究论文为主，论文一般包括以下部分： 

1）论文题目：应当简明扼要地概括和反映出论文的核心内容，题名语意未尽，可加副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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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英文摘要与关键词：论文摘要重点概述论文研究的目的、方法、成果和结论，语言力

求精炼、准确，要突出本论文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 

3）前言或绪论：前言应对论文的背景及工作内容作简要的说明，要求言简意赅。 

4）文献综述：是对本研究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和相关领域中已有研究成果的介绍。 

5）正文部分：是学位论文的主体和核心部分，不同学科专业和不同的选题可有不同的写作

方式：可以是对一个理论问题的完整的详细描述、逻辑论证等；也可以由基于同一研究目的、

多篇已发表系列论文组成。 

6）结论：是学位论文最终和总体的结论，是整篇论文的归宿。应精炼、准确、完整。着重

阐述作者研究的创造性成果及其在本研究领域中的意义，还可进一步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和建

议。 

7）参考文献：是作者撰写论文或论著而引用的有关期刊论文和图书资料等。凡有引用他人

成果之处，均应将表明该成果出处的论文、著作等，按作者姓名顺序或文中引用顺序列于文末。 

数学学科硕士论文要表达准确、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文字通顺、格式规范、数据准确、

图表规范、结论可信。如特需用英文或其他文字撰写，则论文题目、摘要等必须有中文译注。

数学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应不少于一年。 

（2）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而取得创新成果和具备研究能力通常是衡量学位

论文质量的两个重要指标。对于数学学科硕士学位论文，不强制要求硕士生在学期间取得量化

的创新成果，但要求通过考察学位论文是否让研究生受到全面系统的研究训练，是否具备研究

能力和实践能力来考察论文质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要求：对硕士生学习与研究计划的审查要

重点考查硕士生是否尽早确定研究领域、进入研究状态；对硕士生开题报告的审查要重点考查

硕士生的文献收集、整理、综述能力和研究设计能力；论文答辩要从论文选题与综述、研究设

计、论文的逻辑性和规范性、工作量等方面考查。鼓励数学学科硕士生在取得硕士学位之前，

将论文工作中取得的创新研究发现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评审

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答辩管理细则》

（西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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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数学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 

理论课 

（4学分） 

000200 非线性分析（理）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248 代数学 32 2 秋季 理学院 

专业核 

心课 

（≥4学

分） 

000163 数值逼近理论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165 有限域理论及其应用（双语）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170 微分方程数值解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171 泛函分析与偏微分方程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172 算子谱理论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173 解析数论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174 代数数论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137 运筹学（理）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268 高等数理统计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169 高等数值分析 48 3 秋季 理学院 

000158 多元统计分析理论(理)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271 现代密码理论 48 3 春季 理学院 

000188 计算几何 48 3 春季 理学院 

选修

课 

（≥

17

学

分） 

  

000175 科技论文写作（数学） 
必

选 

16 1 春季 理学院 

000238 数学研究新进展 16 1 春季 理学院 

000189 计算机图形学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195 图像处理和分析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255 广义函数与 sobolev 空间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121 偏微分方程现代方法 32 2 秋季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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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75 小波分析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176 区块链技术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177 图像处理的 PDE方法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178 机器学习（理）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179 流体力学数值方法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180 数据挖掘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181 非参数统计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182 R 软件及案例分析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253 格密码理论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257 积分方程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261 最优化计算方法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262 现代统计计算方法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122 应用偏微分方程及反问题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125 科学工程计算与计算机模拟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145 智能计算(理学院)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157 时间序列分析（理）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160 分数阶微分方程的数值方法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273 网络安全原理与应用 48 3 春季 理学院 

000254 多媒体安全（双语） 48 3 春季 理学院 

000266 有限元 48 3 春季 理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

实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

管理；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完成后 1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 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 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 学时，并填写

《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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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702） 

一、培养目标 

培养遵纪守法，品行优良，作风朴实，学风严谨，掌握物理学学科较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

和较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熟悉物理学学科有关领域的前沿动态；掌握必要的相关学科知识；

具有初步独立从事物理学及相关学科科学研究的能力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

有从事物理学科学研究的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技术水平，具备初步的外语写作

和听说能力，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了解本学科领域的前沿研究问题，具有物理学理论

与方法从事本学科研究工作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团队协作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服务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1.太赫兹科学与技术 

2.光电集成 

3.空间光学 

4.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 

5.超快光学理论与技术 

6.电力电子器件物理与技术 

7.等离子体物理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论文

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 

2.硕士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提倡系、所成立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发挥集体指

导的作用，以利于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和对硕士生的管理； 

3.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各学科硕士生应修满的学分数为：总学分不少于 34 学

分，学位课不少于 21学分。课程体系框架如下：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各学科的培养方案应对

科研与学位论文工作各环节做出具体规定与要求，以切实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确



 
 

38 

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

完成（在职生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背景

与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预

期研究成果、研究的进度安排等。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组织安排，物理学学科负责具体

实施。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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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

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号。 

3.论文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是为申请硕士学位而撰写的学术论文，是评判学位申请者学术水平的主要依

据。 

硕士学位论文要选择在基础学科或应用学科中有价值的课题，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

并能表明作者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较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硕士学位论文应是本人的研究成果，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不得抄袭或剽窃他人成果。

论文应反映作者较好地掌握了物理学学科、专业的研究方法和技能；做到论点界定明确，数据

真实可靠，推理严谨充分，结构层次分明，文字清晰通畅。 

硕士学位论文一般包括：封面、论文摘要、论文目录、正文、参考文献、发表文章目录、

致谢等。 

（1）规范性要求 

物理学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形式应为研究论文为主，论文一般包括以下部分： 

1）论文题目：应当简明扼要地概括和反映出论文的核心内容，题名语意未尽，可加副标题。 

2）中英文摘要与关键词：论文摘要重点概述论文研究的目的、方法、成果和结论，语言力

求精炼、准确，要突出本论文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 

3）前言或绪论：前言应对论文的背景及工作内容作简要的说明，要求言简意赅。 

4）文献综述：是对本研究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和相关领域中已有研究成果的介绍。 

5）正文部分：是学位论文的主体和核心部分，不同学科专业和不同的选题可有不同的写作

方式：可以是对一个理论问题的完整的详细描述、逻辑论证等；也可以由基于同一研究目的、

多篇已发表系列论文组成。 

6）结论：是学位论文最终和总体的结论，是整篇论文的归宿。应精炼、准确、完整。着重

阐述作者研究的创造性成果及其在本研究领域中的意义，还可进一步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和建

议。 



 
 

39 

7）参考文献：是作者撰写论文或论著而引用的有关期刊论文和图书资料等。凡有引用他人

成果之处，均应将表明该成果出处的论文、著作等，按作者姓名顺序或文中引用顺序列于文末。 

物理学学科硕士论文要表达准确、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文字通顺、格式规范、数据准确、

图表规范、结论可信。如特需用英文或其他文字撰写，则论文题目、摘要等必须有中文译注。

物理学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应不少于一年。 

（2）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而取得创新成果和具备研究能力通常是衡量学位

论文质量的两个重要指标。对于物理学学科硕士学位论文，不强制要求硕士生在学期间取得量

化的创新成果，但要求通过考察学位论文是否让研究生受到全面系统的研究训练，是否具备研

究能力和实践能力来考察论文质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要求：对硕士生学习与研究计划的审查

要重点考查硕士生是否尽早确定研究领域、进入研究状态；对硕士生开题报告的审查要重点考

查硕士生的文献收集、整理、综述能力和研究设计能力；论文答辩要从论文选题与综述、研究

设计、论文的逻辑性和规范性、工作量等方面考查。鼓励物理学学科硕士生在取得硕士学位之

前，将论文工作中取得的创新研究发现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评审

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答辩管理细则》

（西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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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物理学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21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

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课 

（4学分） 

000101 矩阵论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2 数值分析 40 2 秋季 理学院 

专业核 

心课 

（≥10 

学分） 

000303 近代光学测试 

必选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333 固体光谱学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335 非线性光学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336 高等光学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337 应用光学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332 激光物理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338 傅立叶光学 32 2 春季 理学院 

选修

课 

（≥

13

学

分） 

  

000357 光学研究新进展 

 必选 
16 1 春季 理学院 

000369 科技论文写作（物理学） 16 1 春季 理学院 

000342 
光电材料分析及测试方

法 

必选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312 光电探测技术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313 半导体光电子学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318 MonteCarlo方法及其应用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339 光学全息技术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340 薄膜光学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341 分子光谱学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308 量子光学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330 计算电磁学 32 2 春季 理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并填写《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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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01）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解决工程中力学问题的高素

质人才。本学科培养研究生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是： 

1.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服从国家需要，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具

有严谨求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作风； 

2. 初步具有对复杂的研究对象正确建立力学—数学模型，并熟练运用各种分析方法、数值

计算和实验方法进行研究的能力。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

能用外文撰写论文摘要； 

3. 在大学本科培养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

学科的现状和发展方向，熟悉所从事研究方向的新发展和新动向；初步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

学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4. 毕业后能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或工程技术工作。 

二、研究方向 

1. 断裂与损伤及其工程应用 

2. 机械系统动力学特性及其优化控制 

3. 工程结构强度及结构优化 

4. 多场耦合和智能结构动力学 

5. 复合材料结构的冲击动力学特性 

6. 纳米多孔金属材料的力学特性 

7. 结构健康监测与数值仿真 

8. 流固耦合理论及其应用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论文

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 

2.硕士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提倡系、所成立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发挥集体指

导的作用，以利于拓宽硕士研究生的知识面和对硕士研究生的管理； 

3.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课程分为学位课程、选修课程和必修环节三种。学位课是每位硕士

生的必修课，按一级学科统一设置，可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选够所需的学分；除此之外，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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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的相应课程设置为选修课，以供不同研究方向选择。 

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应修学分按学校工科类学科的学分要求，具体是：总

学分不少于 30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课程学习成绩合格，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

辩，符合毕业资格，准予毕业，并授予硕士学位。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1.开题报告：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了解研究现状和动态，尽早确定

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完成硕士学位论文的开题工作。开题报告内容

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

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预期研究成果、研究的进度安排等。研究生开题按

照学院统一安排，本学科统一组织。 

2.中期考核：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研究进展进行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进行。

中期考核的主要内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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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学位论文要求：学位论文工作是硕士研究生受到研究能力全面基本训练的重要环节，要

注重于文献查阅能力、实验能力、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推理能力、计算机编程及应用能力和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培养。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

水平，表明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

关学科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硕士论文可注意应用性项目，应对国民经济有—定实际价值或学术上有一定的意义。其基

本要求是对于所研究的课题至少在理论分析、设计方案、测试技术、数据处理、仪器设备、工

艺方法等任—方面有—定的新见解，或利用已有的理论或方法解决了本专业领域内有意义的问

题。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

和学位论文评审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

文答辩管理细则》（西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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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力学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 
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课 
(≥15 
学分) 

公共课 
(≥7学
分)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 
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 
理论课 
（≥4
学分） 

000101 矩阵论 
工程数学课 

（不少于 2门）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2 数值分析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5 数理方程 40 2 秋季 理学院 

专业 
核心课 
（≥4
学分） 

130506 振动理论 32 2 秋季 土建学院 

130507 实验力学与现代测试技术 32 2 秋季 土建学院 

000202 高等动力学 48 3 秋季 土建学院 

000204 有限单元法及程序设计 32 2 秋季 土建学院 

000208 变分原理 32 2 秋季 土建学院 

000201 矢量与张量分析 40 2 秋季 土建学院 

000209 弹性力学 48 3 秋季 土建学院 

000284 固体力学基础 48 3 秋季 土建学院 

000269 随机振动 16 1 春季 土建学院 

000210 塑性理论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00211 结构动力学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00212 断裂力学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00213 复合材料力学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00218 高等计算力学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00226 连续介质力学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00270 专业英语（力学） 16 1 春季 土建学院 

选修课 
(≥13 
学分） 

  

000348 科技论文与写作（力学） 必
选 

16 1 春季 土建学院 

000247 力学学科前沿与技术 16 1 春季 土建学院 

130501 弹性动力学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00287 弹性系统稳定性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00265 非线性动力学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00289 动力学建模与仿真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00216 粘弹性力学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130510 复合材料结构设计基础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00229 材料力学行为与计算仿真 32 2 秋季 土建学院 

000228 结构优化理论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00288 动力学控制与应用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00234 结构可靠性分析 32 2 秋季 土建学院 

060413 板壳理论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268 流固耦合理论与应用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
实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
管理；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完成后 1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权
4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并填写
《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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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02） 

一、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本学科领域内分析与设计、加工与制造、测试与控制、系统集成等方面的

高层次专门人才，具备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掌握机械工程领域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与技能，具有独立进行理论、实验研究的初步能力或承担专门技术研发工作的能力，能够熟

练地阅读机械工程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 

二、研究方向 

1.机电装备设计理论与方法 

2.先进制造与现代加工技术 

3.复杂机电系统测试与控制 

4.车辆动力学与控制 

5.制造自动化技术 

6.现代传动技术及机构学 

7.光机电系统与集成技术 

8.智能制造与系统集成 

9.装备检测与故障诊断 

三、培养方式及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论

文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 

2.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总学分不少于 30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各学科的培养方案应

对科研与学位论文工作各环节做出具体规定与要求，以切实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

确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学位标准要求，并经开题小

组进行审核。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完成（在职生

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背景与意义、国

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预期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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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度安排等。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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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

期考核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号。 

3.论文要求：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表

明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学科

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各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具体要求详

见《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2013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制）。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

予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

评审办法（西理研［2014］11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答辩管理

细则》（西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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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机械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 

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 

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课 

（≥4学分） 

000101 矩阵论 
工程数学课 

（不少于 2门）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2 数值分析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6 应用统计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202 高等动力学 48 3 秋季 土建学院 

030276 机械振动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专业核心课 

（≥4学分） 

030272 数控技术及应用（案例教学）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203 现代控制工程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106 优化设计技术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213 数字信号分析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283 车辆动力学与控制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179 机构分析与综合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277 高级运筹学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282 现代加工技术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选修

课 

（≥

13

学

分） 

  

030279 科技论文写作（机械） 
必选 

16 1 春季 机仪学院 

030278 机械工程前沿与技术 16 1 春季 机仪学院 

030202 先进制造系统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269 机器人工程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280 制造系统建模与优化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301 机械电子学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218 车辆运动原理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219 现代优化计算方法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103 空间连杆机构及机器人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104 齿轮啮合原理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105 机构动力学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205 机械系统设计分析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286 流体润滑与密封技术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208 机械加工工艺过程优化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并填写《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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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包装技术与设备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02Z1）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从事具备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有较

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管理能力、能创造性地从事科研、教学、设计与管理工作，能适应印刷工

业发展的高层次创新型的人才。 

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严谨的学术作风，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积极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2、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本学科科学研究方法和一门外国语；

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3、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身心健康。 

二、研究方向 

1. 智能机器人技术 

2. 数控机床与开放式控制系统 

3. 先进制造与现代加工技术 

4. 机械系统建模与优化技术 

5. 车辆控制理论与车辆动力学 

6. 车辆系统人机工程 

7. 现代物流系统工程与技术 

8. 机构学与现代传动技术 

9. 机械动力学与控制 

10. 机电系统测试与智能控制系统 

11. 状态监控与故障诊断技术 

12. 微纳制造技术 

13. 印刷包装设备与彩色印刷复制技术 

14. 现代工业装备制造与系统集成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论文

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 

2.硕士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提倡系、所成立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发挥集体指

导的作用，以利于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和对硕士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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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总

学分不少于 30 学分，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资格，准予毕业，

并授予硕士学位。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各学科的培养方案应对

科研与学位论文工作各环节做出具体规定与要求，以切实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 

和动态，尽早确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

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完成（在职生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的

特色与创新之处、预期研究成果、研究的进度安排等。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组织安排，

所在学科负责具体实施。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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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

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号。 

3.论文要求：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表明

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科学

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具体要求详见《一级学科

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制）。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评审

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答辩管理细则》

（西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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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印刷包装技术与设备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学

分） 

公共课 

（≥7学

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 

理论课 

（4学分） 

000102 数值分析 工程数学课 

（必选）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6 应用统计 40 2 秋季 理学院 

专业 

核心课 

（≥4学

分） 

040304 高等色彩学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301 高等机构学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16 现代优化设计方法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203 印刷包装材料物理学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307 印刷图像检测与控制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103 数字信号分析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104 数字图像分析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选修

课

（≥

13学

分） 

 

040354 科技论文写作（轻工、印刷） 必

选 

16 1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53 轻工技术与工程前沿与技术 16 1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17 印刷设备 CAD/CAM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13 机械振动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351 印前图像处理与制版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358 MATLAB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315 专业外语(印刷) 16 1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23 机械动力学(印刷)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102 计算机控制技术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10 现代测试技术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57 机械故障诊断理论与方法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12 印刷设备设计导论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18 印刷系统工程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09 印刷原理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14 印刷材料学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209 防伪包装技术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117 三维图形可视化技术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25 计算机集成印刷系统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110 微机接口技术（印媒学院）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05 数字印刷技术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并填写《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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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03）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从事激光雷达、激光技术与器件、光电检测与光传感、

图像信息处理等方面具有研究与创新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

风，掌握光学工程领域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技能，具备独立进行理论、实验研究的初步

能力或承担专门技术研发工作的能力，能够熟练地阅读光学工程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外文资

料，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 

二、研究方向 

1. 激光技术与器件 

2. 激光雷达探测技术 

3. 生物光学检测技术 

4. 光纤传感与光电检测 

5. 图像处理技术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

论文研究时间不少于 1 年； 

2.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 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总学分不少于 30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

分。具体课程设置如下：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

告、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本学科的培养

方案对科研与学位论文工作各环节做出具体规定与要求，以切实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

早确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学位标准要求，并经开

题小组进行审核。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完成（在

职生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背景与意

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预期

研究成果、研究进度安排等。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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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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

究生中期考核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 号。 

3.论文要求：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

表明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

学科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本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具体

要求详见《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2013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

议组编制）。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

授予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

论文评审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

答辩管理细则》（西安理工研教[2016]18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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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光学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课 

（≥4学分） 

000101 矩阵论 

工程数学课 

（不少于 2门）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2 数值分析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5 数理方程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14 随机过程 40 2 秋季 理学院 

专业核心课 

（≥4学分） 

030423 光谱分析与检测技术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427 激光雷达技术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428 光电测试技术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429 光纤技术与器件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418 高等物理光学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483 激光技术及应用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选修

课 

（≥

13

学

分） 

 

030490 科技论文写作（精仪） 16 1 春季 机仪学院 

030491 光学工程前沿与技术 16 1 秋季 机仪学院 

030487 图像检测技术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430 数字信号处理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431 微弱信号检测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432 光学设计（案例教学）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435 现代传感技术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408 计算机控制与仿真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486 嵌入式系统设计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440 自动控制理论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401 计算机测控技术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405 微机接口技术（机仪学院）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416 智能仪器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422 虚拟仪器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419 光电仪器设计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453 光学陀螺技术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 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 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 学时，并填写《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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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04）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从事精密仪器和测试技术领域的设计与分析、系统集成、

检测与控制等方面具有研究与创新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

掌握仪器科学与技术领域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技能，具备独立进行理论、实验研究的初

步能力或承担专门技术研发工作的能力，能够熟练地阅读仪器科学与技术及相关学科领域

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 

二、研究方向 

1.激光雷达技术与系统集成 

2.光电传感与激光测量 

3.光电测试技术及仪器 

4.现代测控技术与虚拟仪器 

5.精密机电系统及仪器 

6.智能仪器与信息处理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为 1 学年，论文

研究时间不少于 1 年； 

2.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 年。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并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应修总学分不少

于 30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课程体系框架如下：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

早确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选题应符合本学科的研究方向和学位标准要求，并经开

题小组进行审核。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完成（在

职生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背景与

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预

期研究成果、研究进度安排等。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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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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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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究

生中期考核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 号。 

3.论文要求：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

表明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

学科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各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具体

要求详见《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2013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

议组编制）。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

授予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

学位论文评审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

业论文答辩管理细则》（西安理工研教[2016]18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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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

课 

（≥4学

分） 

000101 矩阵论 

工程数学课 

（不少于 2门）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2 数值分析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5 数理方程 40 2 秋季 理学院 

专业核心

课 

（≥4学

分） 

030427 激光雷达技术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428 光电测试技术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430 数字信号处理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435 现代传感技术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418 高等物理光学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483 激光技术及应用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选修

课 

（≥

13

学

分） 

 

030488 
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前沿与

技术 必选 
16 1 秋季 机仪学院 

030490 科技论文写作（精仪） 16 1 春季 机仪学院 

030487 图像检测技术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432 光学设计（案例教学）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423 光谱分析与检测技术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408 计算机控制与仿真 32 2 秋季 机仪学院 

030440 自动控制理论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401 计算机测控技术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030405 微机接口技术（机仪学院） 32 2 春季 机仪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

实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

管理；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完成后 1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并填写《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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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05） 

一、培养目标 

该学科包括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材料物理与化学三个二级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且能够从事材料领域及其相关产业的科学研究及技术开发的高层次科学

技术人才。具体要求是： 

1.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高尚；遵守学术道德，身心健康，具有为祖国建设献身的精

神。 

2. 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熟悉所从事学科的科学技术发展现状和

动向。 

3. 能够独立撰写相关的中文学术论文，较熟练地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并具备一定的外文

撰写能力。 

4. 具备从事材料科学研究的能力，能依据掌握的学科知识及技能担负专业技术开发工作。 

二、学科与研究方向简介 

主要研究方向有： 

1. 材料表面科学与技术 

2. 功能薄膜与微细加工 

3. 熔渗技术与电工材料 

4. 先进陶瓷及新能源材料 

5. 材料表面处理与防护 

6. 新型功能材料 

7. 金属材料及其加工技术 

8. 先进焊接技术及新型焊接材料 

9. 先进粉末冶金及复合材料 

10. 储能科学与技术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学术型硕士研究生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一般为 1 年。 

2.硕士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提倡系、所成立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发挥集

体指导的作用，以利于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和对硕士生的管理。  

3.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 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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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满学分为：工学门类学科总学分不少于 30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非工学门类总

学分不少于 34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 

五、 科学研究及学位论文要求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工程中的必要环节。要注重于文献查阅能力，

实验能力，数据分析与推理能力，以达到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要求。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确

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要求在第三学期末完成（在职生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开题报告内

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

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预期研究成果、研究的进度安排等。硕士研究生

开题由学院统一组织安排，所在学科负责具体实施。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主要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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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学位论文要求：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

表明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门知识和必要的实践技能，具有从事

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科学研究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4.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相关文件要求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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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 
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15
学分) 

公共课 
(≥7学
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
论课 
（≥4
学分） 

000102 数值分析 
工程数学课 
（不少于 2

门）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4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5 数理方程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6 应用统计 40 2 秋季 理学院 

专业核
心课 
（≥4
学分） 

020101 材料热力学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103 扩散与固态相变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106 表面物理与表面化学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134 陶瓷材料学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117 材料化学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111 粉末冶金学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260 塑性成型原理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201 冶金过程传递现象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202 金属凝固原理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204 焊接原理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301 材料物理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112 功能材料学 32 2 春季 材料学院 
020108 材料现代分析方法 32 2 春季 材料学院 
020208 晶体生长的物理基础 32 2 春季 材料学院 

选修
课 
（≥
13学
分） 

  

020144 材料科学前沿与新技术 
必选 

32 2 春季 材料学院 
020267 科技论文写作（材料） 32 2 春季 材料学院 
020303 配位化学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304 电化学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135 纳米材料导论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136 材料防腐及测试技术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109 电子显微技术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114 表面工程理论与技术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133 等离子体物理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302 光谱分析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210 材料摩擦磨损 32 2 春季 材料学院 
020211 液态金属物理 32 2 春季 材料学院 
020212 凝固技术 32 2 秋季 材料学院 
020213 材料成型计算机模拟 32 2 春季 材料学院 
020216 先进材料焊接学 32 2 春季 材料学院 
020217 合金成分设计 32 2 春季 材料学院 
020218 特种焊接方法 32 2 春季 材料学院 
020138 无机材料制备技术 32 2 春季 材料学院 
020206 复合材料成型技术 32 2 春季 材料学院 
010107 日语(二外) 32 2 春季 人外学院 
020148 金属疲劳与断裂 32 2 春季 材料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践
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科
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权 4学
时、创新创业指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 学时，并填写《西安理
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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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机械及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0704）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研究型、学术型

高层次专门工程人才。 

1．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事业心，能立志为祖

国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2．掌握系统的流体机械工程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创新意识和独

立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技术水平；具有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能够熟练地阅读本学科的外

文文献，并具有较强撰写外文科研论文的能力。 

3．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较强的心理素质。 

二、研究方向 

1. 流动理论与优化设计 

2. 流体机械振动与稳定性 

3. 流体机械测试诊断与控制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3 年。如确有必要可延长学习年限，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

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应修满学分为：工学门类学科

总学分应不少于 30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资格，

准予毕业，并授予硕士学位。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

尽早确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

第三学期末完成。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案、研究

进度安排、预期达到的水平、存在的问题等。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安排，所在学科

负责组织、实施。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第四学期完成，中期检查的主要

内容为：课程学习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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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学位论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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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位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上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对国

民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2） 能反映出作者综合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论文所涉及的问

题；观点明确，论证合理，逻辑性强。 

（3） 能反映出作者掌握本研究课题的研究技能和方法。 

（4） 能反映出作者对所研究的课题在理论分析、测试技术、实验装置、设计计算等

某一方面具有新的见解、改进和创新。 

（5） 学位论文必须附有中、英文论文摘要。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评审

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答辩管理细则》

（西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61 

附表：流体机械及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课 

（≥4学

分） 

000102 数值分析 
工程数学课 

（不少于 2门）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5 数理方程 40 2 秋季 理学院 

060214 多相流体动力学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专业核心课 

（≥4学

分） 

060225 计算流体力学 48 3 秋季 水电学院 

060600 流体机械流动理论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810 现代控制理论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623 流体机械设计理论与应用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624 水力机组故障诊断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523 流体机械技术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603 水力机组控制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选修

课 

（≥

13

学

分） 

 

060604 流体机械及工程前沿与技术 
必

选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31 科技论文写作（水利工程）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51 工程伦理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60626 流体机械优化设计技术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1004 非线性理论与应用 32 2 秋季 土建学院 

061009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232 高等流体力学 48 3 秋季 水电学院 

060403 有限元分析与程序设计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618 随机振动理论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629 热工及多相流测试技术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630 海洋工程设计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803 水利水电计算机监控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08 工程测试理论与技术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权 4学时、创新创业指

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并填写《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

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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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08）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从事电气工程领域科研工作的人才。要求： 

1.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服从国家分配，积极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服务。 

2.在大学本科培养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

识；熟悉所从事研究方向的新发展和新动向；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教学或担负专门技

术工作的能力；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的运用外语在本学科领域内获取信息并进行学术交

流；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和严谨的科学作风。 

3.具有健康的身体。 

二、研究方向 

1.电力电子理论、系统及其控制 

2.电机、电器及其智能控制 

3.开关电源技术 

4.电力系统分析、规划与优化运行 

5.电力系统监测、控制与保护 

6.电能质量、柔性输配电与智能电网技术 

7.新能源发电技术、储能技术及其应用 

8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 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应修满学分为不少于 30 学分，

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

尽早确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

第三学期末完成。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5000 字左右）、选题意义、研究内容、

研究方案、研究进度安排、预期达到的水平、存在的问题等。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

安排，所在学科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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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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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学位论文要求 

（1）学位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上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对国民

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2）能反映出作者综合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论文所涉及的问题；

观点明确，论证合理，逻辑性强。 

（3）能反映出作者掌握本研究课题的研究技能和方法。 

（4）能反映出作者对所研究的课题在理论分析、测试技术、实验装置、设计计算等某

一方面具有新的见解、改进和革新。 

（5）学位论文必须附有中、英文论文摘要。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论文的具体要求、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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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电气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课 

（≥4学

分） 

000101 矩阵论 

工程数学课 

（不少于 2门）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2 数值分析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3 模糊数学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6 应用统计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14 随机过程 40 2 秋季 理学院 

专业核心课 

（≥4学

分） 

050437 
新型电力电子器件及应用 

（案例教学）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413 现代电力电子技术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470 电力系统自动化新技术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60825 现代电力系统分析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50439 新能源发电与储能技术 16 1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60819 电力设备诊断技术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817 电网络理论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50423 大功率变频器及交流传动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选修

课 

（≥

13

学

分） 

 

050438 电气工程前沿与技术 
必修 

16 1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442 科技论文写作（电气） 16 1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60818 电力系统优化调度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50414 电力电子电路建模与分析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60815 电力系统保护技术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823 现代电力系统自动装置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820 电力市场理论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806 电力系统远动技术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810 现代控制理论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824 交直流柔性输电技术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814 高电压新技术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50415 电力电子系统仿真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417 电力系统电磁暂态计算技术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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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807 电力系统微机保护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60812 智能电网技术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50471 功率变换器的预测控制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60805 电力系统规划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808 电力系统仿真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813 电力系统新能源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50404 电力系统的电力电子控制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406 计算机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407 电能质量分析与控制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60804 现代励磁系统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 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 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 学时，并填写《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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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09）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从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科学及相关领域技术研究、开发、

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1．进一步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 

2．在大学本科培养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熟悉所

从事研究方向的新发展和新动向；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在

本学科领域内能熟练地阅读一种外语文献资料，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严谨的科学作

风。 

3．具有健康的身体。 

二、研究方向 

1.大规模功能集成电路 

2.新型电力半导体器件 

3.智能监测控制电路与系统 

4.半导体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5.碳化硅晶体生长工艺技术 

6.有机半导体材料及光电器件 

7.现代信号处理技术 

8.电波传播与天线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应

修满学分为不少于 30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

确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

末完成。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5000 字左右）、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案、研

究进度安排、预期达到的水平、存在的问题等。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安排，所在学科负

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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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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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学位论文要求 

（1） 学位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上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对国民经济

建设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2） 能反映出作者综合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论文所涉及的问题；观

点明确，论证合理，逻辑性强。 

（3） 能反映出作者掌握本研究课题的研究技能和方法。 

（4）能反映出作者对所研究的课题在理论分析、测试技术、实验装置、设计计算等某一方

面具有新的见解、改进和革新。 

（5） 学位论文必须附有中、英文论文摘要。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论文的具体要求、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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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 

论课 

（≥4 

学分） 

000101 矩阵论 

工程数学课 

（不少于 2门）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2 数值分析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5 数理方程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6 应用统计 40 2 秋季 理学院 

专业核 

心课 

（≥4学

分） 

050130 数字信号处理（二）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119 半导体器件物理Ⅰ 48 3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121 半导体材料物理 48 3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122 CMOS集成电路 48 3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123 数字系统设计 48 3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80153 高等电磁理论 48 3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324 现代信号分析与处理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154 微波理论与技术 48 3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286 微处理器体系结构 48 3 春季 自动化学院 

选修

课 

（≥

13

学

分） 

  

050467 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前沿与技术 必

选 

16 1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368 科技论文写作（电子） 16 1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366 半导体工艺与器件模拟技术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157 天线理论与技术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178 功率集成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464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48 3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182 半导体物理 I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458 半导体新材料 I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102 半导体光电子技术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105 电力半导体器件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106 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291 数字集成电路设计方法学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114 器件可靠性与失效分析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156 电磁场数值计算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158 DSP技术及应用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159 现代无线导航定位技术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 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 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并填写《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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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电子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0901） 

一、培养目标 

培养遵纪守法，品行优良，作风朴实，学风严谨，掌握物理电子学学科较坚实宽广的基础

理论和较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熟悉物理电子学学科有关领域的前沿动态；掌握必要的相关学

科知识；具有初步独立从事物理电子学及相关学科科学研究的能力；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

的外文资料，具有从事物理电子学科学研究的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技术水平，

具备初步的外语写作和听说能力，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了解本学科领域的前沿研究问

题，具有物理电子学理论与方法从事本学科研究工作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团队协作精

神，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研究方向 

1.超快光电技术及器件 

2.激光技术及应用 

3.光电薄膜材料 

4. 微光探测技术 

5.太赫兹科学与技术 

6.新型电力电子器件 

7.等离子体物理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论文

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 

2.硕士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提倡系、所成立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发挥集体指

导的作用，以利于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和对硕士生的管理； 

3.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本学科硕士生应修满的学分数为：总学分不少于 30学分，

学位课不少于 15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各学科的培养方案应对

科研与学位论文工作各环节做出具体规定与要求，以切实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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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

完成（在职生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背景

与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预

期研究成果、研究的进度安排等。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组织安排，物理电子学学科负责

具体实施。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 

考核的主要内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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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

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 号。 

3.论文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是为申请硕士学位而撰写的学术论文，是评判学位申请者学术水平的主要依

据。 

硕士学位论文要选择在基础学科或应用学科中有价值的课题，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

并能表明作者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较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硕士学位论文应是本人的研究成果，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不得抄袭或剽窃他人成果。

论文应反映作者较好地掌握了物理电子学学科、专业的研究方法和技能；做到论点界定明确，

数据真实可靠，推理严谨充分，结构层次分明，文字清晰通畅。 

硕士学位论文一般包括：封面、论文摘要、论文目录、正文、参考文献、发表文章目录、

致谢等。 

（1）规范性要求 

数学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形式应为研究论文为主，论文一般包括以下部分： 

1）论文题目：应当简明扼要地概括和反映出论文的核心内容，题名语意未尽，可加副标题。 

2）中英文摘要与关键词：论文摘要重点概述论文研究的目的、方法、成果和结论，语言力

求精炼、准确，要突出本论文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 

3）前言或绪论：前言应对论文的背景及工作内容作简要的说明，要求言简意赅。 

4）文献综述：是对本研究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和相关领域中已有研究成果的介绍。 

5）正文部分：是学位论文的主体和核心部分，不同学科专业和不同的选题可有不同的写作

方式：可以是对一个理论问题的完整的详细描述、逻辑论证等；也可以由基于同一研究目的、

多篇已发表系列论文组成。 

6）结论：是学位论文最终和总体的结论，是整篇论文的归宿。应精炼、准确、完整。着重

阐述作者研究的创造性成果及其在本研究领域中的意义，还可进一步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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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考文献：是作者撰写论文或论著而引用的有关期刊论文和图书资料等。凡有引用他人

成果之处，均应将表明该成果出处的论文、著作等，按作者姓名顺序或文中引用顺序列于文末。 

物理电子学学科硕士论文要表达准确、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文字通顺、格式规范、数据

准确、图表规范、结论可信。如特需用英文或其他文字撰写，则论文题目、摘要等必须有中文

译注。物理电子学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一般应不少于一年。 

（2）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而取得创新成果和具备研究能力通常是衡量学位

论文质量的两个重要指标。对于物理电子学学科硕士学位论文，不强制要求硕士生在学期间取

得量化的创新成果，但要求通过考察学位论文是否让研究生受到全面系统的研究训练，是否具

备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来考察论文质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要求：对硕士生学习与研究计划的

审查要重点考查硕士生是否尽早确定研究领域、进入研究状态；对硕士生开题报告的审查要重

点考查硕士生的文献收集、整理、综述能力和研究设计能力；论文答辩要从论文选题与综述、

研究设计、论文的逻辑性和规范性、工作量等方面考查。鼓励物理电子学学科硕士生在取得硕

士学位之前，将论文工作中取得的创新研究发现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评审

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论文答辩管理细则》（西

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72 

附表：物理电子学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课 

（4学分） 

000102 数值分析 工程数学课 

（必选）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5 数理方程 40 2 秋季 理学院 

专业核心课 

（≥4学分） 

000334 光电薄膜材料与薄膜技术 

必

选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307 气体放电与等离子体物理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301 光电子学导论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302 电磁场理论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317 半导体物理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335 非线性光学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314 红外物理 32 2 秋季 理学院 

选修

课 

（≥

13

学

分） 

  

000326 科技论文写作（物理电子学） 

必

选 

16 1 春季 理学院 

000356 物理电子学研究新进展 16 1 春季 理学院 

000332 激光物理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312 光电探测技术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333 固体光谱学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330 计算电磁学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331 光学测试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306 带电粒子光学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315 量子电子学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318 MonteCarlo方法及其应用 32 2 春季 理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

实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

管理；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完成后 1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 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 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 学时，并填写

《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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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10）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具有学术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层次

创新型专门人才。具体目标包括： 

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恪守学术道德，

团结协作，具有追求真理的敬业精神和创新精神，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2.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技能和方

法，通过参与信息与通信领域的科学研究，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具有从事该领域研

究工作或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3.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备专业写作能力和学术交流能力。 

4.身心健康，具有承担本学科各项专业工作的良好体魄和素养。 

二、研究方向 

1.无线光通信理论与技术 

以信息的高效、安全可靠传输为目标，研究无线信道的光编译码技术、光调制解调技术，

光信号的大气传播特性及光学天线跟踪瞄准技术；研究激光、紫外光、可见光等光通信中的相

关技术在工程中的应用；研究基于轨道角动量态的无线光通信新理论与新技术。  

2. 网络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以信息网络理论和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研究通信网络优化理论及网络架构的相关内容；研

究传统通信网络与新兴物联网融合的架构和技术；研究复杂网络社团结构理论及应用，病毒传

播理论及应用。 

3.图像处理、模式识别与智能信息处理 

以图像、视频及语言信号等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中的信息处理与模式识别理论、方法和技

术，包括模式的特征提取、特征选择、分类、辨别及各种高效的信息处理和分析方法。 

4.信息可视化与媒体计算 

研究信息可视化、信息交互技术、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与应用；致力于移动媒体、网

络媒体、跨媒体的计算与传输技术，数字媒体的版权与安全技术。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采用全日制培养方式，实行以科研为主导的导师或导师组负责制。采用课程学习和科学研

究两阶段培养过程，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论文研究时间不少于 1 年。导师或导师组全

面负责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包括研究生培养计划制定、学位论文选题、中期考核、论文撰写和学

位申请等方面的指导工作。研究生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如确有必要可延长学习年限，最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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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需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要求硕士生应修最低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5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在修完学位课程并完成规

定学分后，可以开展学位论文工作。研究生在导师或导师组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导师为第一

责任人，对论文质量全程把关。学位论文工作包括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

答辩等几个环节。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确

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

完成。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

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预期研究成果、研究的进度安

排、参考文献（不少于 30篇）等。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组织安排，所在学科负责具体实

施。 

2.中期考核：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主要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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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

西安理工研教［2016］17号。 

3.论文要求： 

（1）学位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上有一定的理论创新、理论意义或

对国民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2）能反映出作者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论文所涉及的科学（工程）

问题；观点明确，论证合理，逻辑性强。 

（3）能反映出作者掌握本研究课题的研究技能和方法。 

（4）能反映出作者对所研究的课题在理论分析、测试技术、实验装置、设计计算等某一方

面具有新的见解、改进和革新。 

（5）学位论文必须附有中、英文论文摘要及参考文献。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评审

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答辩管理细则》

（西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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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

理论

课 

（≥

4 学

分） 

通信 

与信

息系

统 

000261 最优化计算方法 

工程数学课 

(不少于 2门) 

32 2 春季 理学院 

050198 随机过程理论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199 矩阵理论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信号

与 

信息 

处理 

000101 矩阵论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14 随机过程 40 2 秋季 理学院 

专业

核心

课 

（≥

4 学

分） 

通信 

与信

息系

统 

050325 现代通信原理与系统（双语） 48 3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125 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128 通信网络理论基础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280 无线光通信原理与技术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324 现代信号分析与处理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349 宽带无线通信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信号 

与信

息处

理 

040103 数字信号分析（印媒）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104 数字图像分析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选修

课 

（≥

13学

分） 

通信与 

信息系统 

050281 科技论文写作（信息与通信） 
必

选 

16 1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285 
信息与通信工程前沿与技术 

（自动化） 
16 1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129 信息论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130 数字信号处理（二）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133 软件无线电技术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180 随机介质中波的传播与散射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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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95 EDA 技术与应用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136 现代交换理论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181 射频通信电路设计与实验 48 3 春季 自动化学院 

信号与 

信息处理 

040126 
科技论文写作（印包-信息与通

信） 必

选 

16 1 春季 印媒学院 

040127 
信息与通信工程前沿与技术 

((印媒) 
16 1 春季 印媒学院 

040106 智能计算(印包)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108 图像处理综合实验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111 计算机色彩信息处理技术（双语）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113 计算机视觉技术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117 三维图形可视化技术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119 模式分析与机器学习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121 敏捷开发与设计模式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123 网络开发技术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124 多媒体安全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125 视频处理与通信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56 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 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 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并填写《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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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11）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高水平综合素质的控制科学与工程领域的高级专门

人才。取得本专业工学硕士学位的毕业生，能胜任在本专业及相关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教学

工作、技术开发及工程管理等方面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1. 进一步学习、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服从国家分配，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事业服务； 

2.掌握“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很强的系统设计

和技术开发的能力，具有较强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熟悉所从事研究方向的最新科技发展动态；

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和翻译专业文献，能用外语撰写科技论文； 

3．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负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实

事求是、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及协作、奉献、勇于探索的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勇于承担责任，

勇于解决科学技术难题。 

4．具有健康的身体。 

二、研究方向 

1. 控制理论与应用 

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3.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4．工业过程自动化与系统集成 

5．系统工程 

6. 导航、制导与控制 

7. 生物信息处理 

8. 系统仿真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论文

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 

2.硕士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提倡系、所成立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发挥集体指

导的作用，以利于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和对硕士生的管理； 

3.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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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应修满的学分数不少于 30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5学

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确

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

完成（在职生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背景

与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预

期研究成果、研究的进度安排等。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组织安排，所在学科负责具体实

施。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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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

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号。 

3.论文要求：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表明

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科学

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具体要求如下： 

（1）学位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上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对国民经济

建设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2）能反映出作者综合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论文所涉及的问题；观

点明确、论证合理、逻辑性强。 

（3）能反映出作者掌握本研究课题的研究技能和方法。 

（4）能反映出作者对所研究的课题在理论分析、测试技术、实验装置、设计计算等某一方

面具有新的见解、改进和革新。 

（5）学位论文必须附有中、英文论文摘要。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评审

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答辩管理细则》

（西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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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课 

（≥4学分） 

000101 矩阵论 工程数学课 

(不少于 2

门) 

40 2 秋季 理学院 

050238 数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48 3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244 线性系统理论 64 4 春季 自动化学院 

专业核心课 

（≥4学分） 

050219 传感器与智能检测技术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225 基于网络环境的计算机控制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226 模式识别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237 数字信号分析与处理 48 3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233 系统辨识与参数估计 48 3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270 智能控制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选修

课 

（≥

13

学

分） 

  

050277 科技论文写作（控制） 
必

选 

16 1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264 
控制科学与工程新学科前沿系

列学术讲座 
16 1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279 网络传输控制理论与关键技术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201 仪表智能化技术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214 最优化方法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221 数字图像处理 32 2 秋季 自动化学院 

050275 控制科学与工程综合技术实验 
必

选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274 实用小波分析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213 机器人控制基础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229 视频技术与机器视觉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230 非线性系统基础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232 生物信息处理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050234 系统仿真 32 2 春季 自动化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

实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

管理；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完成后 1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权

4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 

至少 6次，并填写《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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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12）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求实、创新、奋斗与协作精神，能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

的计算机高级技术人才。使他们掌握系统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基础理论、计算机系统及应用方

面的专门知识；了解相关学科的发展现状和动向；熟悉现代计算机软、硬件环境和工具，具有

独立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分析与设计，以及计算机应用系统开发的能力；具备良好的阅读、

理解和撰写外语资料，以及进行国际化交流的初步能力。 

二、研究方向 

（1）物联网与云计算 

包括：物联网中间件、网络感知信息的导航、定位与聚类、网络化感知信号抗干扰定位、

无线网络的可靠传输技术；云计算平台体系结构、虚拟化与容器、云平台资源调度、多租户技

术、大规模消息通信、大规模分布式存储、许可证管理与计费、云计算应用等。 

（2）软件工程方法与环境  

包括基于微服务与容器的云计算软件系统结构、基于云模式和数据驱动的新型软件、新型

程序设计模型、质量度量、评价和管理、基于大数据的软件开发方法和环境、软件再生理论与

方法等。 

（3）可视媒体计算 

包括可视化模式识别的理论基础、图像理解、3D复杂对象建模、空间物体识别、梯度域计

算模型、图像融合、虚拟现实、人机交互等。 

（4）人工智能与智能信息处理 

包括大数据知识工程、深度学习、进化计算、协同控制模型、多目标优化模型、面向交通

控制领域的动态管理与调度系统、智能医疗辅助电子设备等。 

（5）网络与信息安全 

包括网络攻击与防御、反病毒、网络舆情与内容过滤、数字签名与加密、数字水印与隐私

保护、物联网与云计算系统安全、开放性网络资源加密与安全关键技术等。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论文

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 

2.硕士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提倡系、所成立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发挥集体指

导的作用，以利于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和对硕士生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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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硕士生学习年限为 3 年。如确有必要可延长学习年限，需要获得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意，

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硕士生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硕士生应修满的总学分不少于 30 学分，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全部为必修课)。满足一定条件的研究生可以免修基础英语。本学科的硕士研究生课程

设置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

早确定课题方向，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完成论文选题（在职生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开题报告

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5000 字左右）、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案、研究进度安排、预期

达到的水平、存在的问题等。开题由学院统一安排，所在学科负责组织、实施。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进行，考核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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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期考核具体要求详见西安理工研教［2016］

17 号文件：《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 

3.学位论文要求：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

表明作者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学科

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

上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对国民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能反映出作者综合运用基本

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论文所涉及的问题；观点明确，论证合理，逻辑性强；能反

映出作者掌握本研究课题的研究技能和方法；能反映出作者对所研究的课题在理论分析、测试

技术、实验装置、设计计算等某一方面的新见解、改进和革新。学位论文必须附有中、英文论

文摘要。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

评审办法（西理研［2014］11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答辩管

理细则》（西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如果学校相关的这些文件发生变

化，则以新的文件规定为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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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 

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课 

（4学分） 

080158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理论 工程数

学课 

(必选) 

32 2 秋季 计算机学院 

080179 
可计算性与计算复杂性

理论 
32 2 秋季 计算机学院 

专业核心课 

（≥4学

分） 

080123 高级计算机体系结构 32 2 秋季 计算机学院 

050308 高级操作系统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选修

课 

（≥

13 学

分） 

  

080186 科技论文写作（计算机） 

必

选 

16 1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85 计算机学科前沿与技术 16 1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69 计算机网络理论 32 2 秋季 计算机学院 

080189 模式识别（双语课） 32 2 秋季 计算机学院 

080197 人工智能高级课程 32 2 秋季 计算机学院 

080194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 32 2 秋季 计算机学院 

080103 软件体系结构 必选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26 并行计算技术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33 数字图像处理（计算机学院）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92 数理逻辑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88 密码学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90 无线传感器网络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91 计算机图形学高级课程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74 软件方法学（案例教学）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80 机器学习（计）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

实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

管理；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完成后 1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 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 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 学时，并填写

《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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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14） 

一、培养目标 

土木工程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处于重要地位，是城镇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是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重点领域，是国家高科技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本学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 

1、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树立科

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科学道德、品行优良、身心健康； 

2、有严谨的科研作风，良好的合作精神和较强的交流能力，具备本学科领域坚实的基础理

论、系统的专门知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熟悉本学科及其相关领域的科学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

具备独立完成科学研究任务和解决工程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 

3、熟悉现代实验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能熟练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开展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工

作；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领域内的外文资料，具备基本的学术交流和外文论

文写作能力。 

二、研究方向 

1、黄土力学与工程 

2、岩体力学与工程 

3、新型结构体系与新型建筑材料 

4、结构抗震与振动控制 

5、隧道与地下空间工程 

6、市政工程理论与技术 

7、岩土工程防灾理论与技术 

8、建设工程管理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为 1 学年，论文研究

时间不少于 1年； 

2.硕士生培养在指导教师负责制的基础上，各系、所成立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集体指

导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和对硕士生的管理； 

3.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30学分，学位课不少于 15学分。具体课程

设置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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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确定课

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开题应在第三学期末完成（在职生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开题报告内容

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

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预期研究成果、研究的进度安排等。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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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

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号）。 

3.论文要求：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表明

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科学

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具体要求详见《一级学科博士、

硕士学位基本要求》（2013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制）。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

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评审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

毕业毕业论文答辩管理细则》（西安理工研教[2016]18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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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土木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 
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
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
论课 
（≥4
学分） 

000102 数值分析 

工程数学课 
（不少于 2门）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5 数理方程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1 矩阵论 40 2 秋季 理学院 

 

060402 高等建筑结构 32 2 秋季 土建学院 

060715 城市管网优化技术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719 水处理原理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130212 系统工程（土建） 32 2 秋季 土建学院 

060317 高等土力学 48 3 秋季 土建学院 

060318 岩土工程学 48 3 秋季 土建学院 

060432 结构动力学 48 3 秋季 土建学院 

060401 弹塑性理论 48 3 秋季 土建学院 

060303 岩石力学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428 防灾工程学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1013 渗流力学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727 供水工程水锤防护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07 工程投资管理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376 隧道与地下结构设计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130402 隧道力学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130211 工程经济学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440 土木工程学科前沿与技术 
必
选 

16 1 春季 土建学院 

060441 科技论文写作（土木工程） 16 1 春季 土建学院 

060310 非饱和土力学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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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 
课 
（≥
13
学
分） 

060320 工程地质分析原理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304 岩土工程测试理论与技术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308 黄土力学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413 板壳理论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404 钢筋混凝土结构理论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408 结构随机振动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419 钢结构稳定理论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418 钢筋混凝土非线性分析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436 Soil behavior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1004 非线性理论与应用 32 2 秋季 土建学院 

060307 土动力学 32 2 秋季 土建学院 

060416 地震工程学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130408 基础工程学 32 2 秋季 土建学院 

130401 高等桥梁结构 32 2 秋季 土建学院 

061003 计算力学 32 2 秋季 土建学院 

130102 工程结构可靠度理论 32 2 秋季 土建学院 

130207 建设项目风险管理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130204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530 工程项目管理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527 工程施工管理与实践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777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技术 16 1 秋季 水电学院 

060778 污泥处理与资源化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60716 环境规划与管理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782 污水再生利用技术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60721 现代检测技术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09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 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 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 学时，并填写《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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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15）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研究型、学术型

高层次专门水利工程人才。 

1．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事业心，能立志为祖

国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2．掌握系统的水利工程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创新意识和独立从

事实际工作的专门技术水平；具有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能够熟练地阅读本学科的外文文

献，并具有较强撰写外文科研论文的能力。 

3．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较强的心理素质。 

二、研究方向 

1.水文学及水资源 

(1)旱区水循环机理及水文模型 

(2)旱区水土资源高效利用与调控 

(3)旱区水文过程及生态响应 

(4)水灾害机理与调控 

(5)水利信息化及水资源管理 

2.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1) 工程水力学 

(2) 河流泥沙工程及河流管理 

(3) 水生态及环境水力学 

(4) 城市水利及水灾害模拟与控制 

(5) 多相流动模拟及测试技术 

3.水工结构工程 

(1)高坝工程特性与控制 

(2)水工渗流与防渗 

(3)水工结构抗震与安全 

(4)水利水电工程安全与管理 

(5)水工隧洞与地下结构 

4.水利水电工程 

(1)水力机械流动理论与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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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力机械振动与稳定性 

(3)水力机械测试、诊断与控制 

(4)水利水电信息及调动自动化 

(5)水电机组自动控制 

5.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1)港口航道工程泥沙 

(2)海岸港口环境 

(3)港口航道水动力学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

论文研究时间不少于 1 年； 

2.硕士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提倡系、所成立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发挥集

体指导的作用，以利于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和对硕士生的管理； 

3.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 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应修满总学分不少于 30 学分，

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资格，准予毕业，并授予硕士学

位。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

尽早确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按照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

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案、研究进度安

排、预期达到的水平、存在的问题等。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安排，所在学科负责组

织、实施。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第四学期完成，中期检查的主要

内容为：课程学习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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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学位论文要求 

（1） 学位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上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对国

民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2） 能反映出作者综合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论文所涉及的问

题；观点明确，论证合理，逻辑性强。 

（3） 能反映出作者掌握本研究课题的研究技能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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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反映出作者对所研究的课题在理论分析、测试技术、实验装置、设计计算等

某一方面具有新的见解、改进和创新。 

（5） 学位论文必须附有中、英文论文摘要。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

授予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

论文评审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

答辩管理细则》（西安理工研教[2016]18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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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水利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 
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课 
（≥4学分） 

000102 数值分析 

工程数学课 
(不少于 2门）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5 数理方程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1 矩阵论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6 应用统计 40 2 秋季 理学院 

专业核心课 
（≥4学分） 

061001 系统工程（水利） 48 3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69 节水技术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32 随机水文学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05 流域产汇流及水文模型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119 灌溉排水原理与技术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401 弹塑性理论 48 3 秋季 土建学院 

060522 高等水工结构 48 3 秋季 水电学院 

060432 结构动力学 48 3 秋季 土建学院 

061002 水工水力学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1003 计算力学 32 2 秋季 土建学院 

061004 非线性理论与应用 32 2 秋季 土建学院 

060803 水利水电计算机监控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810 现代控制理论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801 电力系统分析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603 水力机组控制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232 高等流体力学 48 3 秋季 水电学院 

060225 计算流体力学 48 3 秋季 水电学院 

060523 流体机械技术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600 流体机械流动理论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217 泥沙运动力学 48 3 秋季 水电学院 

061005 环境生态水文学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1006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工程 48 3 春季 水电学院 

060264 波浪理论及海岸动力学 48 3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07 工程投资管理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120 工程经济学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414 水工结构抗震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192 水安全应急管理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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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194 水资源规划与流域管理 48 3 秋季 水电学院 

061010 水电站水库群优化调度 48 3 春季 水电学院 

选修
课 
（≥
13
学
分） 

  

061031 科技论文写作（水利工程） 
必
选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25 水利工程新进展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51 工程伦理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60533 混凝土学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534 水工结构数值分析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813 电力系统新能源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93 水利信息化理论与技术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1008 工程测试理论与技术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09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504 水工结构可靠度分析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762 环境流体力学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515 水工防渗结构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269 紊流理论与紊流模型 48 3 春季 水电学院 

060237 现代流动测试技术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214 多相流体动力学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00231 气体动力学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268 流固耦合理论与应用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265 河道演变原理与生态治理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272 城市水力学问题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60267 生态水力学基础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623 流体机械设计理论与应用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624 水力机组故障诊断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130215 工程虚拟施工技术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507 水工结构优化设计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529 水利工程安全与管理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403 有限元分析与程序设计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416 地震工程学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273 日语二外 48 3 春季 水电学院 

060631 科研常用软件入门与提高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81 应用水文学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96 水资源调配决策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629 热工及多相流测试技术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权 4学时、创新创业指
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并填写《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
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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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17）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从事化学化工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 

本学科的硕士学位获得者要求做到：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健康的思想和体魄，具有良好的合作精神和创新意识。 

2.系统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本学科的现代实验合成技术、产品表征的现

代研究方法和技术；熟悉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良好的实验

技能和总结分析科学问题的能力；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辨别和应用别人的先进思想和经验，

能独立从事化工生产工艺研究及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研究的能力；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

练地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具有良好的写作能力、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和其他实际应用能力；具

有初步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够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熟练地进行文献检索和交流；具有较好

的技术管理工作能力。 

3.能对自己的研究计划、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进行科学的陈述和答辩，对他人的工作进行

正确的评价和借鉴；具有专利申请、科研项目申请的能力。 

4.能够胜任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和其他单位教学、科研和技术管理工作。 

二、研究方向 

1.膜分离与天然产物提取 

2.纳米光催化材料及应用 

3.电化学技术与能量转化 

4.功能分子设计与合成 

5.色谱技术与药物分析 

6.高分子化学合成 

7.精细有机合成与功能助剂 

8.环境污染控制新技术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

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学位论文研究时间不少于 1 年。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最长学习

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总学分不少于 30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

确定研究方向，完成学位论文选题。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管理相关规定，论文开题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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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末完成。开题报告应包括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案或

技术路线、研究特色与创新、预期研究成果、研究进度安排等。 

2.中期考核：本学科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

主要内容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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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

期考核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号。 

3.论文要求 

规范性要求： 

（1）硕士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 

（2）学位论文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创新性。 

（3）学位论文内容的要求：综述课题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学科前沿发展动态、需要解

决的问题和途径以及本人做出的贡献；说明采用的实验方法、实验装置和计算方法，并对整理

和处理的数据进行理论分析与讨论；对所得结果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看法和

建议；给出所有的公式、计算程序说明、列出必要的原始数据以及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引用别

人的科研成果应明确标注，与别人合作的部分应说明合作者的具体工作；即使在引用他人的著

述时给予注明或标注，但也不能较大幅度引用他人文献中的文字表述和图表。 

质量要求： 

（1）学位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上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对国民经济

建设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选题新颖，概念清晰，论据充分。 

（2）对选用的研究方法要有科学依据，理论推导正确，实验数据可靠，计算结果无误，分

析严谨，能反映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论文应有创新性成果或新见解，要求表达简练、通顺，条理清楚，层次分明，逻辑性

强，图表规范，能反映学生掌握本研究课题的研究技能和方法。 

（4）能体现学生具有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优良的学风，具有从事

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5）学位论文必须附有中、英文论文摘要。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硕士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西

理字［2002］8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评审办法（西理研

［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论文答辩管理细则》（西安理工研教

[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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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 

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课 

（≥4学分） 

000102 数值分析 
工程数学课 

（不少于 2门）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5 数理方程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6 应用统计 40 2 秋季 理学院 

专业核心课 

（≥4学分） 

000438 高等有机合成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455 高等反应工程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456 高等化工热力学 32 2 秋季 理学院 

000469 化工分离技术 32 2 秋季 理学院 

选修

课 

（≥

13

学

分） 

  

000457 化学工程前沿与技术 
必选 

16 1 春季 理学院 

000458 科技论文写作（化学） 16 1 春季 理学院 

000460 分子模拟与优化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461 高分子材料工程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462 生态化学工程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463 化工传递过程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464 环境化学工程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465 现代生物化工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466 环境污染控制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467 仪器分析综合实验 40 2 春季 理学院 

000468 有机合成综合实验 40 2 春季 理学院 

000407 精细有机合成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459 现代膜分离技术（案例教学）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410 现代环境生物技术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413 纳米材料化学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417 天然产物分离提取技术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423 电化学反应工程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424 工业催化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427 现代色谱分析技术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435 超分子化学工程 32 2 春季 理学院 

000437 新能源材料工程 32 2 春季 理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

实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

管理；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完成后 1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并填写《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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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22）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从事具备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有较

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管理能力、能创造性地从事科研、教学、设计与管理工作，能适应印刷工

业发展的高层次创新型的人才。 

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严谨的学术作风，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积极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2.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本学科科学研究方法和一门外国语；

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3.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身心健康。 

二、研究方向 

1.颜色科学与印刷复制技术 

2.印刷包装材料及工艺 

3.轻工装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 

4.轻工装备结构设计与动力学分析 

5.运输包装动力学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论文

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 

2.硕士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提倡系、所成立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发挥集体指

导的作用，以利于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和对硕士生的管理； 

3.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总

学分不少于 30 学分，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资格，准予毕业，

并授予硕士学位。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各学科的培养方案应对

科研与学位论文工作各环节做出具体规定与要求，以切实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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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确

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

完成（在职生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背景

与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预

期研究成果、研究的进度安排等。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组织安排，所在学科负责具体实

施。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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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

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号。 

3.论文要求：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表明

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科学

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具体要求详见《一级学科

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制）。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评审

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答辩管理细则》

（西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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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

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 

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

课 

（4学分） 

000102 数值分析 工程数学课 

（必选）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6 应用统计 40 2 秋季 理学院 

专业核心

课 

（≥4学

分） 

040304 高等色彩学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301 高等机构学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05 数字印刷技术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23 机械动力学(印刷)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选修

课 

（≥

13

学

分） 

  

040353 
轻工技术与工程前沿与技

术 必选 
16 1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54 科技论文写作（轻工、印刷） 16 1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58 MATLAB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317 印刷设备 CAD/CAM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19 印刷适性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325 计算机集成印刷系统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328 数字印刷材料技术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351 印前图像处理与制版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316 现代优化设计方法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225 印刷包装工程新进展 16 1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07 印刷图像检测与控制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57 机械故障诊断理论与方法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18 印刷系统工程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20 印刷机控制技术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26 色彩管理原理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09 印刷原理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10 现代测试技术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12 印刷设备设计导论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313 机械振动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314 印刷材料学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 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 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 学时，并填写《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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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28）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研究型、学术型高层

次专门农业工程人才。 

1．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事业心，能立志为祖国的

建设和发展服务。 

2．掌握系统的农业工程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实

际工作的专门技术水平；具有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能够熟练地阅读本学科的外文文献，并具

有较强撰写外文科研论文的能力。 

3．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较强的心理素质。 

二、研究方向 

1. 农业水土资源与生态环境； 

2. 灌排原理与技术； 

3. 灌区信息化与自动控制技术； 

4．农业水污染模拟与旱区湿地水文； 

5. 现代农业监测技术； 

6. 农业生物环境； 

7．区域经济与水资源管理； 

8. 农村小水电与电气化。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论文

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 

2.硕士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提倡系、所成立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发挥集体指

导的作用，以利于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和对硕士生的管理； 

3.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本学科硕士生应修满的学分数为：总学分不少于 30学分，

学位课不少于 15学分。课程体系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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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确

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

完成（在职生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背

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预期研究成果、研究的进度安排等。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组织安排，所在学科负责具体

实施。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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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

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号。 

3.论文要求：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表明

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科学

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各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具体要求详见《一

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制）。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

评审办法（西理研［2014］11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答辩管

理细则》（西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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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农业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课 

（4学分） 

000102 数值分析 工程数学课 

（必选）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5 数理方程 40 2 秋季 理学院 

专业核心课 

（≥4学分） 

060119 灌溉排水原理与技术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164 多孔介质溶质迁移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152 灌排机械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53 灌区自动化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39 土壤水动力学 48 3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78 农田排水模拟技术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151 农业信息化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选修

课 

（≥

13

学

分） 

  

060154 
科技论文写作（农业工程）（双

语） 必

选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54 农业工程前沿与技术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51 工程伦理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09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16 灌排优化理论与技术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23 农业工程经济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48 农业生态学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57 农业机械系统优化设计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79 农业水肥高效利用理论（双语）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08 工程测试理论与技术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141 
土壤-植被-大气系统水分传输与模

拟技术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146 农业工程的 3S技术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156 水土资源规划与评价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158 农业生物环境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197 农业微生物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98 应用微生物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1046 环境微生物学（双语）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99 高级植物营养学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权 4学时、创新创业指

导 2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并填写《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

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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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30）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从事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的高级科技人才。 

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品行端

正，诚实守信，勇于创新，具有追求真理和献身科学事业的敬业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2.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在专业领域内能比较熟练地阅

读文献资料，并具有外文写作的初步能力。 

3.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基本实验技能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熟悉所从事科研领

域的发展动态，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二、研究方向 

1. 水工程生态环境效应与调节 

2. 非点源污染控制与水资源保护 

3. 水处理理论与技术 

4. 大气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 

5. 环境规划与管理 

6.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理论与技术 

7. 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8. 雨（污）水资源化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

论文研究时间不少于 1 年； 

2.硕士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提倡系、所成立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发挥集

体指导的作用，以利于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和对硕士生的管理； 

3.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 年。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应修满学分为：工学门类学科

总学分应不少于 30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资格，

准予毕业，并授予硕士学位。课程体系框架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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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各学科的培养

方案应对科研与学位论文工作各环节做出具体规定与要求，以切实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

早确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

三学期末完成（在职生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的特

色与创新之处、预期研究成果、研究的进度安排等。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组织安排，

所在学科负责具体实施。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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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

究生中期考核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 号。 

3.论文要求：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

表明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

学科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各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具体

要求详见《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2013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

议组编制）。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

授予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

论文评审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

答辩管理细则》（西安理工研教[2016]18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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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 

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课 

（4学分） 

000101 矩阵论 工程数学课 

（必选）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2 数值分析 40 2 秋季 理学院 

专业核心课 

（≥4学

分） 

060719 水处理原理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708 水环境模拟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762 环境流体力学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选修

课 

（≥

13

学

分） 

  

061032 环境科学前沿与技术 
必

选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33 科技论文写作（环境）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51 工程伦理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60783 生物化学 16 1 秋季 水电学院 

061005 环境生态水文学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1009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782 污水再生利用技术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60131 资源环境经济学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716 环境规划与管理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720 水处理技术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771 现代环境检测技术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723 大气污染控制原理与技术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724 分子生物学理论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0764 环境生态学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

实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

管理；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完成后 1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权 4学时、创新创业

指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并填写《西安理工大学研

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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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3201） 

一、培养目标 

本领域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从事包装防护技术与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

攻关、新材料新工艺的推广及应用、工程规划与管理等方面的高级技术人才。 

1.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严谨的学术作风，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积极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2.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对本学科领域的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应

有全面了解，能熟练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实验方法。能够独立从事运输包装系统、包装

印刷与防伪、包装材料与工艺、包装计算机辅助技术、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绿色包装技术

与智能包装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 

3.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身心健康。 

二、研究方向 

1. 包装印刷质量控制及防伪 

2. 运输包装系统与现代物流 

3. 包装工艺及其 CAD 

4. 功能性包装材料 

5. 包装材料及其废弃物回收再利用 

6. 绿色包装技术与智能包装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论文

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 

2.硕士生培养采取指导教师负责制，系、所成立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发挥集体指导的

作用，拓宽硕士生的知识面和对硕士生的管理； 

3.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各学科硕士生应修满的学分数为：工学门类学科总学

分不少于 30 学分，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资格，准予毕业，并

授予硕士学位。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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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各学科的培养方案应对

科研与学位论文工作各环节做出具体规定与要求，以切实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确

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

完成（在职生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背景

与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预

期研究成果、研究的进度安排等。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组织安排，所在学科负责具体实

施。开题评审小组须由 5名研究生指导教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组成。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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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

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号。 

3.论文要求： 

（1）学位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上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对国民经济

建设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2）能反映出作者综合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论文所涉及的问题；观

点明确，论证合理，逻辑性强。 

（3）能反映出作者掌握本研究课题的研究技能和方法。 

（4）能反映出作者对所研究的课题在理论分析、测试技术、实验装置、设计计算等某一方

面具有新的见解、改进和革新。 

（5）学位论文必须附有中、英文论文摘要。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具体要求详见《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2013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制）。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评审

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答辩管理细则》

（西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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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食品科学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 

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 

理论课 

（4 学分） 

000101 矩阵论 工程数学课 

（必选） 

40 2 秋季 理学院 

000102 数值分析 40 2 秋季 理学院 

专业 

核心课 

（≥4学

分） 

040203 印刷包装材料物理学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226 运输包装动力学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223 包装废弃物处理技术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217 包装印品检测与控制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选修

课 

（≥

13

学

分） 

  

040229 科技论文写作（食品科学） 
必选 

16 1 春季 印媒学院 

040452 食品科学前沿与技术 16 1 春季 印媒学院 

040208 C++语言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220 包装色彩学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102 计算机控制技术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106 智能计算(印包)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202 包装 CAD/CAM原理及应用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204 包装印刷适性 32 2 秋季 印媒学院 

040205 食品包装技术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209 防伪包装技术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219 最优化方法(印包学院）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040224 包装物流技术 32 2 春季 印媒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 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 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 学时，并填写《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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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835）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够承担相关领域软件工程研究、软件开发的高级人才。具体要求： 

1. 政治素质。热爱党和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等。 

2. 业务技能。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具有较宽的知识面和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

具备运用先进的方法、技术和工具从事软件设计、开发、维护的工作能力；具有工程项目的组

织与管理能力，以及团队协作和技术创新能力。 

3. 外语水平。具备良好阅读、理解、撰写外文资料和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 

4. 身心健康。具有承担本学科各项专业工作的良好体魄，具有面对各种挑战和勇于承担各

种困难的勇气和心理素养。 

二、研究方向 

1. 软件方法学 

包括：软件工程方法与理论、软件质量保障方法与技术、软件分析与证明、软件再生理论

与方法等。 

2. 面向服务的软件工程 

包括：虚拟化理论与技术、云计算、基于服务的软件体系结构、面向服务的开发方法等。 

3. 可视媒体计算 

包括：几何计算理论与方法、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虚拟现实、人机交互等。 

4. 信息安全 

包括：密码学、网络安全理论与技术、信息加密与隐藏等。 

5. 数据与知识工程。 

包括：大数据分析与预测、数据挖掘、数据库理论及应用、模式识别、智能计算等。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论文研

究时间不少于 1 年。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3 年，如确有必要可延长学习年限，需要获得硕

士研究生导师的同意，但最长学习年限不得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应修满学分为：本学科总学分应不

少于 30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5学分）。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必修环节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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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开题、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等，也是必须完成的环节。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

确定课题研究方向，完成论文选题。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

学期末完成。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含不少于 5000 字的文

献综述)、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预期研究成果、研究

的进度安排等。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组织安排，所在学科负责具体实施。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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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体要求按《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

期考核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3. 学位论文要求：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

要能表明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达到具有从事本学科

或相关学科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

评审办法（西理研［2014］11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答辩管

理细则》（西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如果学校相关的这些文件发生变

化，则以新的文件规定为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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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软件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

课 

（≥4学

分） 

080179 
可计算性与计算复杂性

理论 
工程数

学课 

（必选） 

32 2 秋季 计算机学院 

080158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理论 32 2 秋季 计算机学院 

专业核心

课 

（≥4学

分） 

050308 高级操作系统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23 高级计算机体系结构 32 2 秋季 计算机学院 

选修

课 

（≥

13

学

分） 

  

080172 软件工程前沿与技术 必

选 

16 1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86 科技论文写作（计算机） 16 1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43 软件工程过程与管理 32 2 秋季 计算机学院 

080184 组合数学 32 2 秋季 计算机学院 

080175 虚拟现实技术 32 2 秋季 计算机学院 

080183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计算机）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74 软件方法学（案例教学） 必

选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03 软件体系结构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92 数理逻辑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44 软件需求工程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98 软件度量学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55 软件质量保证与测试技术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76 三维数据场可视化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81 数据挖掘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080182 可信软件技术 32 2 春季 计算机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

实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

管理；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完成后 1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 学时，并填写

《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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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90707） 

一、培养目标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要求研

究生做到： 

1．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的世界观，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为科教兴国无私奉献的精神。 

2．掌握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有关学科领域系统的基础知识；具有

从事教学、科研和独立承担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技术工作的能力；熟练地运用第一外国语阅

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有较好的写作和听说能力。 

3．有健康的体魄。 

二、研究方向 

1. 流域侵蚀动力学 

2. 水土保持工程 

3. 流域管理 

4. 城市水土保持 

5. 水土资源过程与调控机理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3 年，如确有必要可延长学习年限，延长期的培养经费由硕士研

究生导师自行解决，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应修满学分为：总学分应不少于 30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15学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资格，准予毕业，并授予硕

士学位。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 

1.开题报告：硕士生入学后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尽早确

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

完成（在职生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 5000 字）、研究背

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预期研究成果、研究的进度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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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的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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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

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号。 

研究生向中期考核专业小组汇报入学以来的思想情况，业务学习、开题、论文进展情况以

及存在的问题。将有三门学位课考试成绩在 75 分及其以下者或曾有一门学位课补考或第一次论

文开题未通过者列为跟踪培养对象，从中期分流开始，对其课程学习、开题论证、论文送审、

答辩等环节进行重点检查，必要时推迟 3-12个月申请论文答辩。对考核不合格的研究生报学校

中期考核分流领导小组处理。 

3.学位论文要求：学位论文工作是硕士生受到研究能力全面基本训练的重要环节，要注重

于文献查阅能力、实验能力、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推理能力、计算机编程及应用能力和解决

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培养，以达到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要求。硕士

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表明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

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

术工作的能力。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具体要求详见《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

求》（2013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制）。 

硕士论文要注意应用性项目，应对国民经济有一定实际价值或学术上有一定的意义。其基

本要求是对于所研究的课题至少在理论分析、设计方案、测试技术、数据处理、仪器设备、工

艺方法等任一方面有一定的新见解，或利用已有的理论或方法解决了本专业领域内有意义的问

题。 

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及我校《学位授予细则》

中的要求组织答辩，答辩通过者由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硕士学位。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授予

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论文

评审办法（西理研［2014］11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答辩管

理细则》（西安理工研教[2016]1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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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 

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 

论课 

（4学分） 

060188 多元统计分析与 R语言 工程数学

课 

（必选） 

40 2 秋季 水电学院 

000102 数值分析 40 2 秋季 理学院 

专业核 

心课 

（≥4 

学分） 

060142 土壤侵蚀动力学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1005 环境生态水文学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1023 景观生态学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05 流域产汇流及水文模型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06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工程 48 3 春季 水电学院 

选修

课 

（≥

13

学

分） 

  

061028 水土保持新进展 

必选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31 科技论文写作（水利工程）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51 工程伦理 16 1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09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89 土壤生态学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90 土壤侵蚀预报模型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91 遥感地学分析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060217 泥沙运动力学 48 3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94 水资源规划与流域管理 48 3 秋季 水电学院 

060139 土壤水动力学 48 3 秋季 水电学院 

130218 3S原理与应用 32 2 春季 土建学院 

060764 环境生态学 32 2 春季 水电学院 

061002 水工水力学 32 2 秋季 水电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权 4学时、创新创业指

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并填写《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

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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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1201）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基础知识扎实、知识结构良好、创新能力突出，熟练掌握一

门外语，能够有效应用管理学等相关知识与方法解决现实问题，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

力，胜任企事业单位管理与有关业务工作的高层次管理人才。 

二、研究方向 

1.工业工程与管理 

2.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3.可持续供应链运作管理 

4.项目管理与质量工程 

5.企业信息化与 ERP 管理 

6.服务管理与运营管理 

7.智能商务与知识管理 

8.信息管理、电子商务与决策支持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硕士生培养采取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学年，论文研

究时间不少于 1年；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硕士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本学科硕士生应修满的学分数为：总学分不少于 34学分，

学位课不少于 15学分。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位论文工作阶段的开题报告、

中期检查、学位论文评审与论文答辩是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 

1. 开题报告：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态，

尽早确定课题方向，完成论文选题。 

（1）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取得规定学分并达到其他相关要求，经考核后，方能进入

硕士学位论文开题阶段。未修满学分和未达到其他相关要求的研究生不得申请开题。 

（2）学位论文选题必须符合本学科的培养目标要求，选题应具有高起点、新视角以及前沿

性，要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3）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提交，第四学期初完成。开题报告内容应包括文

献综述（5000 字左右）、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案、研究进度安排、预期达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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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等。 

（4）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安排，所在学科负责组织、实施。 

2．中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一般在第五学期初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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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

究生中期考核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17 号。 

3．学位论文要求 

（1）学位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上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对国民

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2）能反映出作者综合运用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论文所涉及的问题；

观点明确，论证合理，逻辑性强。 

（3）能反映出作者掌握本研究课题的研究技能和方法。 

（4）能反映出作者对所研究的课题在理论分析、研究方法、设计计算及研究结论等某

一方面具有新的见解、改进和创新。 

（5）学位论文必须附有中、英文论文摘要。 

（6）具体要求详见《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2013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制）。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西安理工大学学位

授予工作细则》（西理字［2002］8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学位

论文评审办法（西理研［2014］11 号）》、《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毕业毕业论文

答辩管理细则》（西安理工研教[2016]18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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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 

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及 

专业核心课

（≥8学分） 

070155 实证研究方法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101 高级管理学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03 运筹学(二)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00106 应用统计 40 2 秋季 理学院 

选修

课 

（≥

17

学

分） 

 

070216 
管理科学与工程前沿与技

术 

必选 

16 1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82 科技论文写作（经管） 16 1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14 供应链管理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67 决策理论与方法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217 大数据分析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08 现代经济学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801 系统分析与设计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803 JAVA程序设计及其在管理中的应用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71 电子商务模式与技术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72 物联网技术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73 知识管理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02 企业资源计划（ERP)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05 企业战略管理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701 现代质量管理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702 先进制造模式及管理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权 4学时、创新创业指

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并填写《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

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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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1202）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能够运用本专业及相关学科理论知识，从事工商企业的经营管理

及研究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具体要求： 

1.具有扎实的经济、管理理论基础，系统地掌握本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 

2.具备信息获取与知识更新能力，熟悉国内外常用的科技论文数据库、科技网站，能够跟

踪本专业发展前沿与学术动态； 

3.了解国内外工商企业经营活动规律和管理要领，能够运用本专业理论知识，分析、解决

本专业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4.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较强的外语综合运用能力。 

二、研究方向 

本一级学科目前共设置 13 个研究方向，暂分布于会计、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三个二

级学科。 

会计学学科 

1.会计理论与实务； 

2.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3.会计信息系统； 

企业管理学科 

4.企业战略与组织管理； 

5.投资管理与企业资本运作； 

6.公司治理与激励机制 

7.商业模式与运营管理 

8.营销管理； 

9.人力资源管理； 

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 

10.投融资决策与风险管理； 

11.投资项目管理与系统工程； 

12. 技术创新组织与创业管理； 

13.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14.技术创新与知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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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服务创新与服务管理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3年，如确有必要可延长学习年限，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总学分应不少于 34 学分（其中

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课程体系框架如下： 

1．学位课（不少于 15 学分），其中： 

（1）公共课：7 学分，其中：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必修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人文社科类） 1 18 必修 

基础英语 2 60  

应用英语 2 40  

（2）数学基础课或基础理论课：不少于 2 门课程，4 学分。 

（3）核心学位课：不少于 4 学分。 

学位课程均为考试课程。除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中的社会实践学分外，学位课必须采用

课堂授课的方式进行。 

2．选修课：不少于 17 学分。 

选修课程可以考试或考察。可在本学科所列选修课中选修，也可在全校研究生课程中

任选。 

3．必修环节（2 学分），其中： 

（1）实践环节：1 学分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践为课程辅导、

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

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2）学术讲座：1 学分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 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 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

指导 2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 学时，并填写《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

记 1 学分。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1.开题报告：完成研究生课程，取得规定学分并达到其他相关要求，方能进入硕士学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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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开题阶段。学位论文选题必须符合本学科的培养目标要求，选题应具有高起点、新视角以及

前沿性，要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按照我校硕士研究生学制，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

应在第三学期末完成。硕士研究生开题由学院统一安排，所在学科负责组织、实施。 

2.中期考核：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末完成。考核合格者，继续攻读硕士；对

于中期检查不合格的硕士生，提出整改意见，并在三个月后再次进行中期检查。如再次不合格，

建议中断该研究生的培养。详见《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西安理工研教［2016］

17 号。 

3.学位论文要求：学位论文主题明确、论证合理、逻辑性强，能反映出作者了解与论文相

关的前沿研究动态，且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创新性，

在学术上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对国民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各学科学术型硕士研

究生学位论文的具体要求详见《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2013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制）。 

六、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论文的具体要求、评审、答辩以及硕士学位授予等按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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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工商管理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5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及 

专业核心课

（≥8学分） 

070101 高级管理学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00106 应用统计 40 2 秋季 理学院 

070155 实证研究方法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03 运筹学(二)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选修

课 

（≥

17

学

分） 

  

070182 科技论文写作（经管） 必

选 

16 1 春季 经管学院 

070707 工商管理学科前沿 16 1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01 工程经济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06 投资项目评估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94 技术创新学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02 系统工程（经济）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806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515 企业税收筹划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516 财务报表分析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04 跨国公司经营管理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807 职业生涯管理研究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604 计量经济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07 国际金融（双语）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08 现代经济学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207 高级营销企划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208 产业经济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222 审计理论前沿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58 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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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159 资本市场机构与工具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65 企业并购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66 博弈论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522 高级财务会计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501 高级管理会计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503 高级财务管理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514 计算机会计理论与实务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09 投资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205 营销管理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69 高级运营管理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83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13 组织理论与组织行为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105 企业战略管理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395 风险投资与创业管理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607 区域经济学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57 经济文献（英）选读  16 1 秋季  经管学院 

070610 发展经济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611 资源经济学 32 2 春季 经管学院 

070605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070505 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 32 2 秋季 经管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

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践

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科

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 学时、知识产权 4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 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 学时，并填写《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

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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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1305） 

一、培养目标 

本学科以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设计人

才为目标，培养环节有课程学习、论文选题、中期检查、院级论文评审、预答辩和正式答辩（含

学位论文、毕业创作）5个环节。 

1.进一步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热

爱祖国，遵纪守法，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 

2.进一步掌握和提升本学科的系统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熟悉所从事研究方向的新发展和

新动向；具有从事科学研究、设计实践、教学或独立担负专门任务的能力，能理论结合实践，

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创造性的设计工作，具有严谨的工作作风；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运

用本学科的外文文献资料； 

3.熟悉并掌握本学科某一方向的研究方法、设计原理与技巧，或进行有关理论和方法创新

性探索，完成相关的设计实践。 

二、研究方向 

1. 城市规划与环境艺术设计；  

2. 视觉传达与多媒体设计； 

3. 影像艺术与信息设计； 

4. 产品造型理论与实践； 

5. 人机交互设计。 

三、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培养方式：采用“课程学习+实践环节+学位论文工作”的培养方式，课程学习实行学分

制并在校内完成，原则上要求在0.75～1学年内修完全部课程学分；实践环节可为教学实践，也

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学位论文工作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且论文工作的有效时间不

得少于一年。 

2.学习年限：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制为3年，如确有必要可延长学习年限，延长期的培养经

费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自行解决，最长学习年限不超过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完成课程学习，并修满学分。本学科总学分应不少于36学分（其中学

位课不少于17学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毕业资格，准予毕业，并授予硕士学位。 

培养过程应依据“设计学学科硕士培养方案”内容和导师制定的培养大纲进行，被选入大

纲之内的学位课程和必修课程必须参加课程考试或课程考核，选修课程可考试或考核。只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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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或考核成绩合格者方能取得学分。修满规定学分者方可参加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补修本科

课程者不计入学分。 

实践环节考核分共5门/次。其一，教学实践考核方式，要求研究生参加教学(助教)至少1

门课(含辅助教学、或课程实验、或指导毕业设计1人次以上)，或者参加校团委每年假期组织的

社会实践1项/次；其二，艺术考察课程不少于2500字的论文为1门/次；其三，或者企业实习1

个月以上；其四，毕业创作环节为1门/次；其五，学术讲座要求研究生每次参加讲座应有不少

于300字的小结，总次数不得少于5次为1项/次。以上5项在申请答辩前交至学院秘书处考核并记

载成绩。 

五、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 

学位论文要求是对于所研究的课题至少在理论分析、设计方案、测试技术、数据处理、仪

器设备、工艺方法等任一方面有一定的新见解，或利用已有的理论或方法解决了本专业领域内

有意义的问题。 

1.开题报告：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末（在职生可延长至第四学期）完成开题环节，开题报告

内容应包括文献综述(不少于5000字，且参阅文献不少于45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15篇)、选

题来源、选题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主要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实验方案、课题的主

要难点及拟采取的解决方案、预期研究成果、主要参考文献、论文的进度安排等。 

学院组成开题小组，对需要开题的研究生实行“集中开题”的办法，以便宏观把握学生所

选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论文题目定位的可行性，同时，考察研究生对本题前期考察及准备

工作的深入程度等因素对学生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进行评估和衡量，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明确要求。 

2.中期考核：要求在第四学期期末之前分学科完成中期考核，考核的主要内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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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成果(包括论文发表情

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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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时对每位研究生的毕

业设计的进度和质量进行把握和指导。特别是对于进度慢、存在问题多的学生明确提出警告和

后期改进要求。 

六、学位论文及设计实践要求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及毕业设计作品在分值比上各占50％。 

1.学位论文： 

标题：毕业设计（论文）的标题直接表达或揭示论文主题思想或中心论点，因而论文题目

一般不得超过25个汉字（符），外文题名一般不宜超过10个实词。较大的题目也可设副标题。

题目要鲜明、准确、精练。 

摘要：摘要是论文的高度概括，是全文的缩影，是长篇论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容包

括研究（设计）目的、意义、方法、成果和结论，不含图表，不加注释，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

要求用中、英文分别书写，中文摘要一般为800个汉字（符）左右，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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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关键词：关键词是供检索使用的，反映毕业设计（论文）主题内容的名词。主题词条应为

通用技术词汇，不得自造关键词，尽量从《汉语主题词表》中选用。关键词一般不超过5个，按

词条外延层次（学科目录分类），由高至低顺序排列。 

前言：前言相当于论文的开头，是三段式论文的第一段(后二段是本论和结论)。前言与摘

要写法不完全相同，摘要要写得高度概括、简略，前言可以稍加具体一些，一般为1500个字符

左右。 

正文：正文是作者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详细表述。一般为3.5～5万个字（符），应包括：

①理论分析部分；②课题研究的方法与手段，分别说明；③结果与论证是全文的核心，需进行

充分论述；④在理论方面的研究和论证成果应用于毕业设计的实践之中，最终得出完整的结论。 

结论：结论包括对整个研究工作进行归纳和综合而得出的总结；所得结果与已有结果的比

较；联系实际结果，指出其学术意义或应用价值和在实际中推广应用的可能性等；在本课题研

究中尚存在的问题，对进一步开展研究的见解与建议。 

致谢：对于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教师，对毕业设计(论文)提过有益的建议或给予过帮助

的同学、同事与集体，都应在论文的结尾部分书面致谢，其言辞应恳切、实事求是。 

参考文献：对那些重要的学术性强的，如数据、概念等研究成果，在论文中所引用过的文

献都应列出并准确地加以引注，在正文中引用文献处应做右上标注点。 

参考文献引用：一般不少于45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10篇。 

附录：在论文之后附上不便放进正文的重要数据、表格、公式、图纸、程序等资料，供读

者阅读论文时参考。 

2.毕业创作： 

毕业设计内容要求与学位论文内容一致或相近相关。在毕业设计汇报展中除了展板外，还

需利用实物制作、模型制作等办法来更好地充实和展示毕业设计内容。 

七、学位论文评审、答辩与学位授予要求 

1.毕业资格审查 

包括个人培养计划和成绩（须有研究生院培养科盖章）、开题报告审查，审查通过后签署

同意预答辩意见。同时，在学位论文评审之前，每生必须在SCD及以上级别的期刊上公开发表至

少1篇与学位论文相关的论文，或参加省级以上政府组织的大赛（或全国性行业组织的竞赛）获

有等级奖的，或取得实用新型专利以上三种成果之一且本人排名第1（或指导老师排名第1，本

人第2）者方可进入答辩环节。 

2.导师审核 

导师完成论文审查并写出详细的学术评语和态度。 

3.预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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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采取的是“集中预答辩”方式，依据学生人数进行分组，每一组由至少5名具有副教授

以上及相当职称人员组成预答辩小组，对考察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是否合格，并对存在的问题提

出指导性建议。预答辩小组应写出详细的评语，填入《西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申请评定

书》内。研究生必须按专家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并写出修改说明备正式答辩时

审查。 

4.论文评审 

非盲审论文由学科提出论文评阅人名单，经主管院长或学科负责人签字批准后，方可送审。

盲审论文提交研究生院学位办，由学位办负责送审。同时，对毕业生展览中的毕业设计作品进

行评审和打分。 

5.学位论文答辩 

学院各学科、专业中如有研究生推迟答辩的，需在答辩日前2个月提出书面申请，经导师和

主管院长同意，可推迟答辩。 

6.论文修改、学位申请材料上报 

上交学位申请材料(1套)，包括开题报告、各种考核表、《西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申

请评定书》、授予学位信息表、身份证复印件等。同时，登陆研究生部网页提交学位授予信息。 

7.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审核每一位毕业生的学位申请材料后做出是否授予硕士学位建议。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

通过后，将申请人的学位材料报请校学位办审核。最后，待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是否授予学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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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设计学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列表 

课程

性质 
课程属性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学位

课 

(≥

17

学

分) 

公共课 

(≥7学分) 

010141 基础英语 40 2 秋季 人外学院 

01024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8 1 秋季 马克思学院 

01024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春季 马克思学院 

010146 应用英语 

英语视听说 

40 2 春季 人外学院 科技英语翻译与写作 

雅思培训 

基础理论及 

专业核心课

（≥10学

分） 

040426 设计方法学 

必选 

32 2 秋季 艺术学院 

040424 设计史论 32 2 秋季 艺术学院 

040453 美学 32 2 秋季 艺术学院 

040447 信息可视化设计 32 2 秋季 艺术学院 

031075 产品造型设计理论 32 2 秋季 艺术学院 

040411 摄影摄像与图形处理 32 2 秋季 艺术学院 

040414 城市景观设计理论 32 2 秋季 艺术学院 

040428 vb语言应用 32 2 秋季 艺术学院 

040431 艺术造型与方法 32 2 秋季 艺术学院 

040425 图形创意与装饰方法 32 2 春季 艺术学院 

040454 人机工程设计 32 2 春季 艺术学院 

选修

课 

（≥

17

学

分） 

  

040439 科技论文写作（艺术） 
必选 

16 1 春季 艺术学院 

040450 设计学前沿与技术 16 1 春季 艺术学院 

040441 室内外设计方法 32 2 秋季 艺术学院 

040406 网页设计与网络技术 32 2 秋季 艺术学院 

040432 机械工程基础 32 2 春季 艺术学院 

040435 机械构造与设计 32 2 春季 艺术学院 

040440 产品设计建模软件应用 32 2 春季 艺术学院 

040442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 32 2 春季 艺术学院 

040443 综合绘画语言研究 32 2 春季 艺术学院 

040444 实验水墨与艺术设计 32 2 春季 艺术学院 

040455 动画软件应用 32 2 春季 艺术学院 

040456 广告策划与整合传播 32 2 春季 艺术学院 

040457 新产品开发与设计（双语） 32 2 春季 艺术学院 

040422 设计符号学 32 2 春季 艺术学院 

040430 装饰材料与设计方法 32 2 春季 艺术学院 

必修

环节 

(≥4

学

分) 

  

艺术 

考察 
（必选）记 1学分  

毕业 

创作 
（必选）记 1学分  

实践 

环节 

实践环节可以是教学实践，也可以为社会实践、科研实践等。教学实

践为课程辅导、协助指导毕业设计等；社会实践主要为参与行政管理；

科研实践主要为参与指导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完成后 1

学分。 

学术 

讲座 

内容包括工程伦理 2学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2学时、知识产权 4

学时、创新创业指导 2学时、心理健康教育专题 2学时，并填写《西

安理工大学研究生学术讲座考核表》，记 1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