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河海大学研究生院

二一四年二月



目　　录

河海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 １
!!!!!!!!!!!!!!!!!

博士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５
!!!!!!!!!!!!!!!!

０３０３　社会学 ６
!!!!!!!!!!!!!!!!!!!!!!!!!!!

０３０５０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１２
!!!!!!!!!!!!!!!!!!!!

０３０５０５　思想政治教育 １９
!!!!!!!!!!!!!!!!!!!!!!!

０７０７０１　物理海洋学 ２６
!!!!!!!!!!!!!!!!!!!!!!!!

０８０１　力学 ３２
!!!!!!!!!!!!!!!!!!!!!!!!!!!!

０８０１Ｚ２　现代力学数学基础 ４０
!!!!!!!!!!!!!!!!!!!!!

０８０８０２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４７
!!!!!!!!!!!!!!!!!!!!

０８１０　信息与通信工程 ５３
!!!!!!!!!!!!!!!!!!!!!!!

０８１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５９
!!!!!!!!!!!!!!!!!!!!!!

０８１４０１　岩土工程 ６５
!!!!!!!!!!!!!!!!!!!!!!!!!

０８１４０２　结构工程 ７２
!!!!!!!!!!!!!!!!!!!!!!!!!

０８１４０３　市政工程 ７９
!!!!!!!!!!!!!!!!!!!!!!!!!

０８１４０５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８４
!!!!!!!!!!!!!!!!!!

０８１４０６　桥梁与隧道工程 ９１
!!!!!!!!!!!!!!!!!!!!!!

０８１４Ｚ１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９８
!!!!!!!!!!!!!!!!!!!!

０８１４Ｚ２　土木工程材料 １０４
!!!!!!!!!!!!!!!!!!!!!!

０８１５０１　水文学及水资源 １１１
!!!!!!!!!!!!!!!!!!!!!

０８１５０２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１１８
!!!!!!!!!!!!!!!!!!!

０８１５０３　水工结构工程 １２５
!!!!!!!!!!!!!!!!!!!!!!

０８１５０４　水利水电工程 １３２
!!!!!!!!!!!!!!!!!!!!!!

０８１５０５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１３９
!!!!!!!!!!!!!!!!!!!

０８１５Ｚ１　城市水务 １４５
!!!!!!!!!!!!!!!!!!!!!!!!

０８１５Ｚ２　水利水电建设与管理 １５２
!!!!!!!!!!!!!!!!!!!

１



０８１６０１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１５８
!!!!!!!!!!!!!!!!!!

０８１８０２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１６４
!!!!!!!!!!!!!!!!!!!

０８１８０３　地质工程 １７０
!!!!!!!!!!!!!!!!!!!!!!!!

０８１８Ｚ１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１７７
!!!!!!!!!!!!!!!!!!!!

０８１８Ｚ２　地学信息工程 １８４
!!!!!!!!!!!!!!!!!!!!!!

０８２８　农业工程 １９０
!!!!!!!!!!!!!!!!!!!!!!!!!

０８２８Ｚ２　水利机械 １９６
!!!!!!!!!!!!!!!!!!!!!!!!

０８３０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２０３
!!!!!!!!!!!!!!!!!!!!!!

０８３０Ｚ１　生态水利学 ２１０
!!!!!!!!!!!!!!!!!!!!!!!

０８３０Ｚ２　海岸带资源与环境 ２１７
!!!!!!!!!!!!!!!!!!!!

０８３５　软件工程 ２２３
!!!!!!!!!!!!!!!!!!!!!!!!!

１２０１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２２９
!!!!!!!!!!!!!!!!!!!!!!

１２０１Ｚ５　移民科学与管理 ２３５
!!!!!!!!!!!!!!!!!!!!!

１２０２　工商管理 ２４０
!!!!!!!!!!!!!!!!!!!!!!!!!

２



书书书

河海大学全日制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

为了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加强全日制研究生培养工作的管理，保证全日制研究生培养质

量，特制定本规定。

一、学制和学习年限

第一条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低于３年，最

长不超过６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

第二条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３年，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最短不低于２

年，最长不超过５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第三条　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可延至７年。

第四条　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标准学制为２年，实行弹性学制，最短不低于２

年，最长不超过４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１年）。

二、培养计划

第五条　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论文工作

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报本人

所在学院（系）备案，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报研究生院备案。

三、课程和学分

第六条　博士研究生课程总学分一般为１８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一般为１２学分，非学位课

程一般为６学分；另设教学环节。

第七条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课程总学分一般为３０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一般为１８学分，非

学位课程一般为９学分，教学环节３学分。

第八条　各学科可根据自身的特点对学分进行适当调整，上下浮动１－２学分，具体学分

数由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定，并列入培养方案。

第九条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由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和实践环节三

部分组成。课程总学分不少于２５学分，其中学位课和非学位课不少于２０学分，实践环节为５

学分。可根据各专业领域特点，由各学院确定安排实验类课程、实习、生产实践、工程训练、前

沿讲座等内容。

第十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

第十一条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应

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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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

请减免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第十三条　研究生课程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计算，学位课程考试成绩达７０分或单科达６０

分且加权平均达７５分为合格，非学位课程考试成绩达６０分为合格，教学环节通过为合格，合

格即可取得相应学分。

四、教学环节

第十四条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织

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

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至少做两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其中一

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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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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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做一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

第十五条　博士研究生必须参加科学研究课题，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某专题或子

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第十六条　硕士研究生必须参加实践活动。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实践形式包括助教、助管、助研、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等，各项实践活动

的累计时间要达１周以上。研究生完成实践活动后要进行小结，并请实践活动的所在单位对

研究生实践环节的时间和效果进行考核和评价，小结和考核评价结果报所在学院。

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实践活动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在学期间，必

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实践教学，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１年。我校全

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原则上应进入各类研究生培养基地开展实践教学。研究生以完成的实习

总结报告和实践所在单位评语作为考核依据，取得实践环节的学分。

其他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活动按照相应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博士研究生开题前应研读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撰

写一篇不少于５０００字的文献综述报告。文献综述报告需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研讨或公开发

表，由导师审核并评定成绩。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开题前应研读不少于３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撰写一

篇不少于３０００字的文献阅读报告。文献阅读报告需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研讨，由导师审核并

评定成绩。

第十八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在硕士阶段的教学环节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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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题报告

第十九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

硕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三学期内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半年方可

申请答辩。

博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四学期内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一年方可

申请答辩。

通过博士生资格认定的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六学期前完

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一年方可申请答辩。

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六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一年方可申请答

辩。

六、中期考核

第二十条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第四学期前期完成中期考核，博士生在第五学期前期完

成中期考核。直博生在第六学期前完成博士生中期考核。中期考核需检查其课程学习情况和

论文进展情况。

七、学术论文

第二十一条　博士研究生、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按要求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

学术论文。

申请博士学位者应以第一作者（包括导师第一作者，申请者为第二作者），且第一署名单

位为河海大学，公开发表一定数量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

１、申请理学、工学学科门类博士学位者，发表的学术论文应至少有１篇学术论文在外文学

术期刊上发表并被ＳＣＩ收录；

２、申请法学、管理学学科门类博士学位者，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１）至少有１篇学术论文在外文学术期刊上发表并被ＳＣＩ或ＳＳＣＩ或ＡＨＣＩ收录；

（２）有２篇学术论文被ＳＣＩ或ＥＩ收录（其中至少１篇为外文文章）；

（３）有３篇学术论文发表在ＣＳＳＣＩ检索源期刊上。

导师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发表的学术论文至多认定一篇。

３、其他等同条件如下：

（１）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有个人证书），可免除论文发表的要求；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

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排名前５位）、二等奖（排名前３位）、三等奖（排名前２位）、

或发明专利授权（每项专利仅限一名博士生申请学位使用，由专利排名第一人认定），等同于

发表相同数量的ＳＣＩ或Ｅ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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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成果均应以“河海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申请硕士学位者，应以第一作者（包括导师第一作者，申请者为第二作者），且第一署名单

位为河海大学，在核心期刊（学校指定的期刊目录）上发表一篇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学术论

文。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及以上（有个人证书）或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等同于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同数量的论文。

八、学位论文

第二十二条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论文预答

辩、学位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第二十三条　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成果应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对经济建设有较重要意

义。论文立论正确、分析严谨，反映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在

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必须对所研究的课题在基本理论、计算方法、测试技术、工艺制造等

某一方面有新的见解，或用已有理论及最新科技成就解决工程技术的实际问题，在学术上有一

定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必须注重理论分析，论文能体现硕士研究生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优良的学术作风。

第二十四条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

应用背景。论文应具备一定的难度和工作量，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解决实

际应用问题的能力，并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具有先进性、实用性。

九、附 　则

第二十五条　研究生培养工作实行校院二级管理，研究生院代表学校对研究生的培养工

作进行指导、管理和监控。

第二十六条　硕士研究生的成绩管理由学院负责，博士研究生的成绩管理由研究生院负

责。

第二十七条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工作由学生所属学院负责，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工作由研究生院负责。

第二十八条　留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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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主要时间安排表

序号 工作项目 内容

时间

普通博士研究生

（含硕博连读生）
直博生

１ 入学与入学教育

开学典礼、校史与河海精神教育、专业

学习教育、校规校纪教育、科学道德与

学风建设讲座、职业生涯规划讲座、心

理测评

入学１个月内完成

２ 个人培养计划

制定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

划和学位论文计划
个人培养计划在入学第２个月内提交

３ 课程学习 完成培养方案要求的全部课程 第１学年内完成 第１、２学年内完成

４ 文献阅读综述

报告

文献不少于８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
于５０％，报告不少于５０００字；学科根
据本学科培养目标给学生列出主要参

考书目和文献

第４学期结束前完成

５ 学术活动

（含博导讲座）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

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

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

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
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次，公开的学术
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
上应为外文。

６ 论文开题

博士研究生开题前一般应查新，论文

开题报告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工作阶

段，一年后方可答辩

第４学期结束前完成（硕博
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

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 ６学
期前完成）

第６学期前完成

７ 论文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需检查其课程学习情况和论

文进展情况
第５学期前完成 第７学期前完成

８ 学术论文 按照《河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９ 论文预审
论文预审必须包括导师初审、论文预

答辩和形式审查３个环节。
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完成后，至少应比预计答辩时间

提前３个月提交审查申请。

１０ 论文评阅
提交盲审用纸质版和电子版论文、进

行复制率检测

论文评阅时间不得少于３０天，涉密论文的评阅时间
一般不少于６０个工作日。

１１ 论文答辩 开展学位论文答辩
按照《河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

文件执行

１２ 证书领取
校学位委员会通过后颁发学历／学位
证书

一般为６月、１２月（其中学位证书在校学位委员会
通过后有３个月的公示期）

１３ 其他

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四六级考试，计

算机考试
每学期１次

申请高水平学术会议资助 全年

申请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

项目
每年上半年

申报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 一年级，二年级

毕业研究生图像采集工作 一般为每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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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０３０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学科门类：法学（０３）　　一级学科：社会学（０３０３）

一、学科简介

２００３年获得社会学二级学科硕士授予权，２００５年获得社会学二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予权和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１２年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目前是全国１９家具有博士学位授予的单位之一。我校社会学包括移民社会学、城

乡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社会评估、法律社会学、人口社会学、社会工作等方向，特色

鲜明。过去５年，本学科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

科基金、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国家博士后基金等省部级基金课题３０余项，主持世

行、亚行、水利部、农业部、住建部等课题百余项。本学科有较高学术声誉。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有优良品德和严谨学风，

掌握深厚的社会学理论和系统专业知识，熟练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独立地从

事探索性、创新性研究的社会学高层次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移民社会学（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城乡社会学（Ｒｕｒａｌ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环境社会学（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４．社会评估（Ｓｏｃｉ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５．法律社会学（Ｌａｗ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６．人口社会学（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７．社会工作（ＳｏｃｉａｌＷｏｒｋ）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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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省部级

相关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

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篇。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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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论文选题应以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背景，应具有较

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具有学术创新。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

广泛文献阅读、学术调研，明确研究方向，予以确定。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

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１０－１５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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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１５Ｄ０１０１ 社会理论
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Ｄ０１０２ 社会研究方法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Ｄ０１０３ 中国社会研究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５Ｄ０１０４ 社会学前沿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Ｄ０１０５ 移民研究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Ｄ０１０６ 城乡社会学
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Ｄ０１０７ 工程社会学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ｌａｓ
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５Ｄ０１０９ 环境与社会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Ｄ０１１０ 土地制度研究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ＬａｎｄＴｅｎｕｒｅ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Ｄ０１１１ 社会心理学
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Ｄ０１１２
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
Ｓｏ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
ｃｙ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注：硕士阶段非社会学专业的博士生，必须在社会学硕士培养方案中的学位课程中选修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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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１０．
［２］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迪尔凯姆．《自杀论》［Ｍ］．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
［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准则》［Ｍ］．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
［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Ｍ］．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０．
［６］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Ｍ］．渠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７］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Ｍ］．苏国勋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
［８］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Ｍ］．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韦伯．《学术与政治》［Ｍ］．钱永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０］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Ｍ］．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１］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Ｍ］．董国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
［１２］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Ｍ］．张明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３］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Ｍ］．唐少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４］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Ｍ］．孙立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５］布劳．《社会生活的交换与权力》［Ｍ］．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
［１６］布劳．《不平等与异质性》［Ｍ］．王春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７］戈夫曼．《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现》［Ｍ］．冯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８］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Ｍ］．陈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１９］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下）［Ｍ］．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０］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Ｍ］．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１］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Ｍ］．李康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
［２２］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Ｍ］．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３］埃里亚斯．《文明的历程》（Ｉ、ＩＩ）［Ｍ］．袁志英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
［２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Ｍ］．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
［２５］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Ｍ］．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
［２６］鲍曼．《流动的现代性》［Ｍ］．欧阳景根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２．
［２７］格尔兹．《文化的解释》［Ｍ］．纳日碧力格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８］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Ｍ］．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９］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１－４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３０］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１］费孝通．《江村经济》［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３２］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Ｍ］．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３］费孝通．《中国绅士》［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４］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５］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Ｍ］．庄孔韶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
［３６］许?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Ｍ］．王秡、徐隆德译．台北：南天书局，２００１．
［３７］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Ｍ］．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８］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Ｍ］．史建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９］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
［４０］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Ｍ］．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１］塞尼．《把人放在首位－投资项目社会分析》［Ｍ］．王朝纲、张小利等译．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２］塞尼．《移民与发展 －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Ｍ］．水库移民中心编译．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４４．
［４３］参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
［４４］参考期刊：社会学研究

０１



［４５］参考期刊：中国人口科学
［４６］参考期刊：社会
［４７］参考期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４８］参考期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４９］参考期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５０］参考期刊：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ｃｅ
［５１］参考期刊：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５２］参考期刊：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５３］参考期刊：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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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０３０５０１）

（Ｍａｒｘｉｓｔ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学科门类：法学（０３）　　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０３０５）

一、学科简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是其立

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表达。这些基本原理和范畴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的科学概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典著作，

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河海大学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的教学和科研，教学效果好，社

会服务成果显著。２００６年获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博士点授予权，２００７年开始

招生，现已招生８９名，其中已毕业２２名。２０１２年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

博士后流动站。在研究过程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科研成果突出，研

究方向明确，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马克思主义信

仰等方面正在形成具有河海特色的实力较强的学术团队。现拥有江苏省公民道

德发展与人的现代化研究基地１个。现有教授８人，博导 ７人，副教授６人，初步

形成一支职称、学历和年龄结构均较为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江苏省３３３工程人

才计划１名，江苏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１名。２００５年以来，学科承担国家、部、省

级哲学社会科学课题１０余项，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１０多部，在《马克思主义研

究》等发表高质量ＣＳＳＣＩ论文２００余篇，获得２０项部省级科研、教学奖，在省内外

有较高的影响。本学科研究生就业单位有科研院所、高等学校、政府机关、大型国

企等。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熟悉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理论功底和宽广的基础知识，能够运用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分析现实社会问题，具有一定创新能力和独立

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Ｂａｓ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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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研究（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

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研究（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可申请减免专业基础或专业

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学分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原则上公开做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

外文。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

本》，由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

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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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

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

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包括译文）。文献综述

报告力求文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

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的论文选题应紧密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

的指导下，在广泛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并撰写文献评述基础上，明确研究方向，予

以确定。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并撰写文献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期结束前完成，

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成，直博生开题报

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方可申请答辩。开

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的，需重新做开题报

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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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不少于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５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ｓｉ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１７Ｄ０３０９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 Ｉｎｔｅｎ
ｓｉｖ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ｏｆ
Ｍａｒｘｓｉ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Ｄ０３０１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研究
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专业
课程

１７Ｄ０３０２ 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专题研究
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Ｔｈｅｏｒｙ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Ｄ０３０３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题研
究
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Ｄ０３０４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１７Ｄ０３０５ 西方马克思主义专题研究
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Ｄ０３０６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实践研
究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Ｊｕ
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Ｄ０３０７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问题
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
ｒｙＩｓｓｕ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Ｄ０３０８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
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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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１－１０），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３］《列宁专题文集》（１－５），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４］《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５］《斯大林全集》１３卷，人民出版社。
［６］《毛泽东选集》（１－４）卷，人民出版社。
［７］《邓小平文选》（１－３）卷，人民出版社。
［８］陈先达《陈先达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９］王亚南《资本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
［１０］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１１］孙伯

!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１２］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１３］顾海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界》，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１４］靳辉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１５］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１６］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１７］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梨－西方马克思思潮经典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１８］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１９］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２０］孙伯

!

侯惠勤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上下卷）》，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２１］许涤新、陶大镛等《资本论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２２］何干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与理论逻辑》，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２３］衣俊卿《２０世纪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１０１年版。
［２４］（法）阿尔都塞、艾蒂安ｏ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２５］（法）路易ｏ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
［２６］（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２７］（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２８］（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
［２９］（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３０］（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３１］邢鸿飞《官僚与官僚制－－中国传统官制的精神及表现》，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３２］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３３］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３４］张文显《法哲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３５］俞可平等．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１－１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３６］赵康大《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３７］蔡晓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评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３８］《资本主义怎么了－－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西方制度困境》，学习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３９］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
［４０］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４１］刘作翔《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度》，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４２］参考期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４３］参考期刊：《法理学、法史学》（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４４］参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４５］参考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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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参考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４７］参考期刊：《哲学研究》，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４８］参考期刊：《政治学研究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４９］参考期刊：《法学研究》，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５０］外文参考期刊：历史唯物主义（英）、马克思主义创新杂志（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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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０３０５０５）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学科门类：法学（０３）　　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０３０５）

一、学科简介

我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最早起源于１９６２年举办政治理论师资班，１９８５年举

办本科班和招收专科生，１９９７年起招收本科生，１９９３、２００５年获得本学科硕士和

博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１２年获得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对本学科基本概念、地位、学科

体系等提出过重要见解，并通过社会学视角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形成思想政治教

育社会学特色。学科拥有江苏省“公民道德提升与人的现代化研究基地”，多年

来，学科承担国家部省级社会科学课题３０余项，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２０多部，发

表高质量论文近２００篇，获得多项部省级科研、教学奖，在省内外有较大的影响。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

论；全面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方法与教育对象的特点，把握思想品德形成、

发展的规律；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较

强分析、解决人们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的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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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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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４．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事务管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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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ｕｌｔｕｒｅ）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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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学分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原则上公开做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

外文。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

本》，由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

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

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或省部级相关项目基础或应

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

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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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包括译文）。文献综述

报告力求文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

的主要参考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论文选题应紧密围绕思想政治教育，以思想政治教育中重要的理论问题

和社会实际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

术调研，确定研究方向予以确定，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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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不少于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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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ａ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１７Ｄ０３０９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Ｄ０３０１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研究
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专业
课程

１７Ｄ０３０２ 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专题研究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Ｔｈｅｏｒ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Ｄ０６０１
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研究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Ｄ０６０２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１７Ｄ０６０３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事务
管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Ｄ０６０４
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７Ｄ０６０５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研究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马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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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和学术期刊

［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１－１０），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４），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３］《列宁专题文集》（１－５），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４］《毛泽东文集》（１－８），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９９９年版。
［５］《毛泽东选集》（１－４），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６］《邓小平文选》（１－３），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版。
［７］《江泽民文选》（１－３），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８］张蔚萍、张俊南：《思想政治工作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９］陈秉公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１０］苏崇德主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１１］邱伟光、张耀灿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１２］张耀灿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１３］郑永廷著：《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１４］刘德华主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著作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１５］孙其昂著：《社会学视野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国物价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１６］张耀灿、徐志远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１７］秦在东著：《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论》，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１８］张蔚萍主编：《思想政治工作学教程》，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１９］孙其昂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２０］王勤著：《思想政治教育学新论》，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２１］石书臣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２２］仓道来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２３］祖嘉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２４］李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２５］吴满意主编：《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２６］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２７］张耀灿等著：《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２８］万光侠等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２９］李合亮著：《思想政治教育探本：关于其源起及本质的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３０］荆惠民主编：《思想政治工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３１］李俊伟著：《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与科学化》，红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３２］万美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３３］刘烨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３４］邱柏生主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３５］平章起、梁禹祥：《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３６］徐志远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３７］李德芳、李辽宁、杨素稳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料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３８］卢岚著：《断裂处的光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论》，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３９］田鹏颖、赵美艳著：《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４０］骆郁廷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４１］李征著：《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４２］罗洪铁、周琪、王斌等著：《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演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４３］邱柏生、董雅华著：《思想政治教育学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４４］宋锡辉等著：《思想政治教育学元理论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４５］孙其昂著：《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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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金林南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４７］参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
［４８］参考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
［４９］参考期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５０］参考期刊：《思想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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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海洋学（０７０７０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学科门类：理学（０７）　　一级学科：海洋科学（０７０７）

一、学科简介

物理海洋学学科属海洋科学一级学科，服务于海洋科学、海洋技术、海洋环境

保护、海洋气象、海洋军事和海洋工程等领域。主要从事大洋环流、海洋波动、海

洋环流和物质输运过程、灾害性海洋过程理论及数值预报、环境海洋动力过程、气

候与海平面变化以及海洋调查与监测技术等方面研究。

目前本学科研究方向以近海动力过程和机制为主，以大洋环流和全球气候与

海平面变化为特色，研究课题包括环流、环境和气候变化等诸多方面，突出学科交

叉、综合与解决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近年来学科发展成果丰硕，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各１项。近５年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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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２０余项。

本学科是江苏省重点学科，２００２年获物理海洋学硕士学位授权点，２００６年获

物理海洋学博士学位授权点，２０１２年拥有物理海洋学博士后流动站。海洋灾害与

防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大型计算机集群以及专门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海洋调查

实验室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平台。现有博士生导师５人，教授７人，具有博

士学位的人员１１人，近年发表ＳＣＩ、ＥＩ及国家核心刊物论文２００余篇。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深入了解近现代物理海洋研究成果，熟练掌握基础理论、数

值摸拟和实验技术，独立开展创新性前沿科研工作，具有独立解决物理海洋问题

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浅海海洋波动（Ｗａｖｅｓ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Ｓｅ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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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３、灾害性海洋过程（ＤｉｓａｓｔｒｏｕｓＯｃｅａ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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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气候与海平面变化（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

５、海洋遥感（Ｏｃｅａ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学分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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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应以物理海洋学科发展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际

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结

合国际前沿和热点问题以及导师承担的重大科技项目予以确定。一般应在课程

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８２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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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海洋学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０３Ｄ０３０１ 地球流体动力学ＩＩ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Ｉ ６４ ４ 秋、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３Ｄ０３０２ 学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Ｄ０３０３ 现代物理海洋学（双语）
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Ｄ０３０４
海洋环境要素分析原理
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Ｄ０３０５ 环境海洋动力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ｒｉｎ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３Ｄ０３０６ 气候与海平面变化
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ｃｈａｎｇ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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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陈玉璞．流体动力学［Ｍ］．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２］陈宗镛．潮汐学［Ｍ］．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
［３］方国洪等．潮汐和潮流的分析和预报［Ｍ］．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６．
［４］方欣华，吴巍．海洋随机资料分析［Ｍ］．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５］冯士?，李凤岐，李少箐．海洋科学导论［Ｍ］．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６］冯士笮，孙文心．物理海洋数值计算［Ｍ］．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２．
［７］弗里德兰德 Ｓ．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数学理论导论［Ｍ］．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８］侍茂崇．物理海洋学［Ｍ］．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杨大升，刘余滨，刘式适．动力气象学［Ｍ］．气象出版社，１９８０．
［１０］文圣常．海浪理论与计算原理［Ｍ］．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
［１１］左军成，杜凌，陈美香，徐青．气候变化背景下海平面变化及其影响与应用［Ｍ］．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２］ＫｏｍｅｎＧ．Ｊ．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ｏｆＯｃｅａｎＷａｖｅ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１３］Ｍ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ＪＣ．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１４］Ｐｅｄｌｏｓｋｙ．大洋环流理论［Ｍ］．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５］ＰｉｃｋａｒｄＧＬ，ＥｍｅｒｙＷＪ．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Ｐｅｒｇａｍ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１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１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Ｊ］．
［１８］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Ｊ］．
［１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Ｊ］．
［２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ｈｅｌ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２１］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Ｃｈａｎｇｅ［Ｊ］．
［２２］海洋学报（中、英文版）［Ｊ］．
［２３］海大学报（中、英文版）［Ｊ］．
［２４］海洋与湖沼（中、英文版）［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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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０８０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力学（０８０１）

一、学科简介

我校力学学科由著名力学家、教育家徐芝纶院士创建，是河海大学历史最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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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批重点建设的优势学科之一。“工程力学”二级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力学”

一级学科为江苏省优势重点学科。拥有力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本学科具有解决我国重大水利水电、环境和土木工程中

力学问题的研究特色，解决了一系列重大工程中的力学问题，获国家和省部级奖

２０多项。现已建成国家工科基础课程（力学）教学基地１个，获准建设国家实验

力学教学示范中心１个、国家级力学教学团队１个、国家精品课程４门、国家双语

示范课程１门。已成为国内一流的培养工程力学高层次人才和解决工程关键技

术问题的基地。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坚实宽广的数学、物理、力学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

业知识、工程实践知识，以及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

外文资料，用外语撰写科技论文和进行学术交流；能熟练运用现代基础理论和先

进的计算方法及实验技术手段对复杂的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具有直接解决重大工

程技术问题的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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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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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多尺度动力学（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振动控制与智能结构（器件）力学（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ｄｅｖｉｃｅ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固体力学（Ｓｏｌ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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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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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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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复合材料与结构力学（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５）工程材料的力学特性与行为（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流体力学（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１）计算流体力学（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环境流体力学（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实验流体力学（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ｆｌｏｗ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４．工程力学（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１）灾变破坏力学（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Ｆａｉｌｕｒｅ）

（２）计算力学和虚拟仿真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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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ｉｎｇｏｆ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４）工程结构的可靠性与优化（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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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学分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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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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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论文选题应以力学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

技术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

研，确定研究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并撰写文献综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５３



力学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ａ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Ｄ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０Ｄ０１０１
力学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Ｄ０１０２
高等结构实验力学及测试技术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Ｄ０１０３
工程材料的本构理论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Ｄ０１０４
工程力学建模与数值分析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Ｄ０１０５ 高等动力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Ｄ０１０６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
ｉｃｓ（全英文授课）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Ｄ０１０７
高等计算流体力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Ｄ０１０８ 环境流体力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０Ｄ０１０９ 工程随机力学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Ｄ０１１０ 破坏力学
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Ｄ０１１１ 并行计算力学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Ｄ０１１２ 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全英文授课）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Ｄ０１１３ 紊流力学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Ｄ０１１４
多相流体力学理论与计算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
ｐｈａｓｅ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Ｄ０１１５ 计算材料学导论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６３



　　续上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７３



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黄筑平．连续介质力学基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ＭａｌｖｅｒｎＬ．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ｍｅｄｉｕｍ，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Ｉｎｃ．，１９６９；
［３］ＨａｌｅＪＫ．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７７．
［４］ＯｔｔＥ．Ｃｈａｏｓｉ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５］刘延柱．高等动力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ＨｕＨ．Ｙ．，ＷａｎｇＺ．Ｈ．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Ｄｅｌａｙｅｄ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２．

［７］胡海岩．应用非线性动力学．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８］ＰｙｒａｇａｓＫ．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ｃｈａｏｓｂｙ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Ｐｈｙｓｉｃｓ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１９９２，１７０（６）：４２１－
４２８．

［９］ＰｅｃｏｒａＬＭ，ＣａｒｒｏｌｌＴＬ．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ａｏ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０，６４（８）：８２１－
８２４．

［１０］顾仲权，马扣根，陈卫东．振动主动控制．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１］张亚辉，林家浩．结构动力学基础．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２］ＳｈａｂａｎａＡ．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１３］洪嘉振．计算多体系统动力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４］王仁，熊祝华，黄文彬．塑性力学基础，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５］程耿东．工程优化设计基础．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６］马礼敦．高等结构分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７］ＢｒｙｓｏｎＡ．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９．
［１８］ＪｏｈｎｓｏｎＫ．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１９］王自强，陈少华．高等断裂力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０］李爱群，丁幼亮．工程结构损伤预警理论及其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１］徐伟．非线性随机动力学的若干数值方法及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２］钟万勰．应用力学的辛数学方法．应用力学的辛数学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３］Ｚｉｅ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Ｏ．Ｃ．，ＴａｙｌｏｒＲ．Ｌ，ＺｈｕＪ．Ｚ．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ｘ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

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２００５．
［２４］ＳｉｍｏＪ．Ｃ．，ＨｕｇｈｅｓＴ．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８；
［２５］杨庆生，郑代华．高等计算力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６］张兆顺，崔桂香．流体力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７］任玉新，陈海昕．计算流体力学基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８］傅德薰，马延文．计算流体力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９］张鸣远，景思睿．李国君．高等工程流体力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０］Ｇｕｃｋ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Ｊ．，ＨｏｌｍｅｓＰ．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ｅｃｔｏｒＦｉｅｌｄｓ．

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３．
［３１］殷宗泽，钱家欢．土工原理与计算．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２］云大真，于万明．结构分析光测力学．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３３］参考期刊：力学学报，中国力学学会．
［３４］参考期刊：工程力学，中国力学学会．
［３５］参考期刊：固体力学学报，中国力学学会．
［３６］参考期刊：应用力学学报，西安交通大学．
［３７］参考期刊：振动工程学报，中国振动工程学会．
［３８］参考期刊：实验力学，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３９］参考期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４０］参考期刊：岩土力学，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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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参考期刊：ＡＩＡ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４２］参考期刊：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Ｒｅｖｉｅｗ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４３］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Ｓｏｌｉｄ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４４］参考期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４５］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４６］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ｌｉｄ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４７］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４８］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４９］参考期刊：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５０］参考期刊：ＭｕｌｔｉｂｏｄｙＳｙｓｔｅ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５１］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５２］参考期刊：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５３］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ａｎｄＳｏｎｓ．
［５４］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５５］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ｓ．
［５６］参考期刊：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５７］参考期刊：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
［５８］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ａｎｄＳｏｎｓ．
［５９］参考期刊：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６０］参考期刊：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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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力学数学基础（０８０１Ｚ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力学（０８０１）

一、学科简介

现代力学数学基础学科创建于２０１２年，侧重于将数学与河海大学强势专业

紧密结合开展学术研究，重点开展数学在力学中的应用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有力

学中的变分方法、微分方程、随机分析与计算等。本学科现有教授７人，副教授１９

人，其中博士生指导教师３人，具有博士学位者２０余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计划入选者１人，江苏省“３３３工程”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培养人选２人，江苏省“青

蓝工程”学术带头人培养人选或青年骨干教师３人。本学科具有很好的科学研究

条件，相关期刊和实验条件比较完善；近五年来国际数学与应用数学的重要期刊

上共发表ＳＣＩ学术论文８０余篇，其中部分发表在数学类国际权威ＳＣＩ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ｅｒｉｅｓＡ，Ｂｕｌｌｅ

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ｈｙｓｉｃａＤ等上。在国内外著名出版社出版

专著及教材６部；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类纵向

项目２０项。本学科培养的研究生就业单位有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大中型企业，

政府机关等。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能适应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级人才。培养具有系统、扎实的数学、力学基础理论，在泛函

分析、微分方程、动力系统等领域内具有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和

较娴熟的计算与实验能力，掌握现代力学中的数学基础领域发展的前沿和动态，

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并能在科学和技术上做出创新性成果的高级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非线性泛函分析与力学（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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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动力系统与力学（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力学中的计算方法与随机分析（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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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

免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

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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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９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本方向博士研究生的选题应该侧重于下面几个方面：一、用变分方法解决力

学中的棘手问题，尤其是有力学背景的非线性数学模型，力求用变分的工具为力

学问题的解决提供强有力的数学依据。二、有很好的力学背景的偏微分方程的研

究，考察其适定性及解的相关性质，反过来解释一些力学现象。三、力学中的动力

系统，如密顿系统等，为经典力学与现代力学提供更好的理论说明。四、力学中的

计算方法研究与用随机分析的方法研究力学，解决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与首要问

题，如正则摄动和奇异摄动理论问题。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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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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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力学数学基础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１２Ｄ０１０１
线性偏微分方程理论与应用
Ｌｉｎｅａｒ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２Ｄ０１０２
线性微分系统引论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２Ｄ０１０３
变分方法及其应用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２Ｄ０１０４
学科前沿知识讲座
ＬｅｃｔｕｒｅｏｎＮｅ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Ｍａｔｈｅ
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Ｄ０１０６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与应用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Ｄ０１０７ 奇异动力系统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Ｄ０１０８ 非线性分析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ｌａｓ
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２Ｄ０１１０
偏微分方程专题
Ｔｏｐｉｃｏ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
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Ｄ０１１１ 动力系统专题
Ｔｏｐｉｃ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１２Ｄ０１１２ 非线性分析专题
Ｔｏｐｉｃｏ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理学院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
课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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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一）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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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参考文献库

［１０］１．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２．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ＳＤ），３．Ｗｉｌｅｙ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三）主要参考检索系统

［１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ａｔｈＳｃｉＮｅｔ．
（四）主要参考期刊

［１２］Ａｃｔ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０２５２９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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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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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００２２２４７Ｘ

［２１］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ｗｉｔｈ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ｏｏｋ／９７８０１２３８６９１１１

［２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０３６２５４６Ｘ

［２３］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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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ＰｈｙｓｉｃａＤ：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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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ｕｒ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Ｐ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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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０８０８０２）

（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ｔ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电气工程（０８０８）

一、学科简介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科属电气工程一级学科，主要研究内容涉及电能的生

产、变换、输送、分配，以及电力系统的规划、运行、测量、保护和控制等众多技术领

域。我校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科成立于１９８７年，２００３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

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在电力系统分析与控制、地区电力系统自动化、电力系统故障

诊断、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电工理论与新技术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近年来，本

学科主持或参与国家９７３项目、８６３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杰出

青年基金项目、面上项目等国家级科研课题３０余项，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３００余

篇，出版专著１０余部，获部省级科技进步奖多项。本学科科研条件良好，建有“可

再生能源发电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电力系统动态模拟实验室”和“电力

系统健康诊断实验室”，拥有“电力系统自动化”、“电力电子与电气新技术”、“智

能电网”和“新能源”等多个研究所。近年来，本学科快速发展，为我国电气工程领

域的人才培养和科学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毕业生主要分布在电力公司、大型国

企、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

二、培养目标

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

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地区电力系统自动化（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电气设备故障诊断与信息处理（Ｆａｕｌ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

４、新型交直流电气传动系统（ＮｏｖｅｌＡＣ／ＤＣ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Ｄｒ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

５、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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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申请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

最长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可申请减免专业基础或专业

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在入学后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至少听取１０次博士生导

师讲座，至少做２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且其中１次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所做学术报告由导师负责对其学

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具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

责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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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４０篇。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发表、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应以电气工程领域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工程问题、高

新技术问题等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

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

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

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期结束

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成，直博

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方可申请

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的，需重做

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中期报告以校内公开学术报告会的形式开展，报告会需聘请

本研究领域具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专家人数为５人，其

中正高职称３人及以上），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意见和建

议，论文中期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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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６－８万字。

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论文

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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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４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６Ｄ０１０１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科前沿
专题讲座（双语）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Ｉｔ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Ｄ０１０２
电力系统建模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ｏｗｅｒＳｙｓ
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Ｄ０１０３ 智能控制与系统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０６Ｄ０１０４
电力系统非线性分析与控制
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能电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
课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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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王锡凡．现代电力系统分析［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夏道止．电力系统分析［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张伯明，陈寿孙，严正．高等电力网络分析［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４］倪以信，陈寿孙，张宝霖．动态电力系统的理论与分析［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５］余贻鑫，王成山．电力系统稳定性理论与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６］卢强，梅生伟，孙元章．电力系统非线性控制［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７］鞠平．电力系统建模理论与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８］梅生伟，申铁龙，刘康志．现代鲁棒控制理论与应用［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９］康重庆，夏清，徐玮．电力系统不确定性分析［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０］周双喜，等．电力系统电压稳定性及其控制［Ｍ］．北京：中国电力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１］马宏忠．电机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２］刘明波，谢敏，赵维兴．大电网最优潮流计算［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３］ＰｒａｂｈａＫｕｎｄｕｒ．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Ｉｎｃ１９９４．
［１４］Ｔ．Ｖ．Ｃｕｔｓｅｍ，Ｃ．Ｄ．Ｖｏｕｒｎａｓ．Ｖｏｌｔａｇ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Ｂｏｓｔｏｎ，ＭＡ：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８．
［１５］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ＳＳＮ：０８８５－８９５０）
［１６］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ｏｗｅ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ＳＳＮ：０８８５－８９７７）
［１７］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ｍａｒｔＧｒｉｄ（ＩＳＳＮ：１９４９－３０５３）
［１８］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ＳＳＮ：１９４９－３０２９）
［１９］参考期刊：ＩＥ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ＳＳＮ：１７５１－８６８７）
［２０］参考期刊：ＩＥＴ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Ｐｏｗ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Ｎ：１７５２－１４１６）
［２１］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ＳＳＮ：０１４２－０６１５）
［２２］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ｃｌ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ＩＳＳＮ２１９６－５６２５（ｐｒｉｎｔ）；ＩＳＳＮ２１９６－５４２０

（ｏｎｌｉｎｅ））
［２３］参考期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ＩＳＳＮ：０２５８－８０１３）
［２４］参考期刊：电工技术学报（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６７５３）
［２５］参考期刊：电机与控制学报（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４４９Ｘ）
［２６］参考期刊：太阳能学报（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００９６）
［２７］参考期刊：电力系统自动化（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０２６）
［２８］参考期刊：电力自动化设备（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６０４７）
［２９］参考期刊：电网技术（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３６７３）
［３０］参考期刊：高电压技术（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６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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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通信工程（０８１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０８１０）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源于我校基础理论及电子学工程系的无线

电设计与制造专业（１９６０－１９６２）。１９９８年获批“通信与信息系统”二级学科硕士

点，２００３年获批“信号与信息处理”二级学科硕士点，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１年分别获批

“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和一级学科博士点。２００８年通信工程专业获

批江苏省精品专业，２０１０年被评为国家特色专业。

学科围绕“信息获取与处理、通信传输、领域应用”信息链，以行业重大需求为

导向，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在信息获取与处理、遥感与遥测、水利通信网与专

用通信系统、多维信号处理、雷达探测与信号处理等几个方向形成了与国际研究

前沿／热点接轨、与工程应用技术紧密结合的鲜明特色。现有教授１５名，博导１１

名，其中江苏省“３３３”人才工程，江苏省高等学校“青蓝工程”培养对象６名。“十

一五”以来，本学科主持与承担了３１０余项国家、省部级和企事业单位委托的科研

项目，经费总额近５千万元，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３０项，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奖１

项，出版专著和教材２０余本，发表ＳＣＩ、ＥＩ检索收录论文３００余篇，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４０余项，主持和参与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１０余项。研究生就业单位有机关

事业单位、高校和科研机构、大中型ＩＴ企业等。

二、培养目标

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

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信号与信息处理（Ｓｉｇｎａｌ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通信与信息系统（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３．遥测与信息网络（Ｔｅｌｅｍｅ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４．微波技术与应用（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５．物联网技术与应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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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年（在职学习

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实践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课程或者专业课程，减免学分限在３个学分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入学后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导师的“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

立负责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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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及交

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献阅读量应不

少于８０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字简练，内容充实，

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

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提交，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应围绕“信息获取与处理、信息传输、信息应用”信息

链，系统地开展应用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以行业重大需求为导向，注重理

论与技术创新，基础理论和工程应用技术紧密结合，积极跟踪国际同类学科前沿／

热点，在信息获取与处理、遥感与遥测、水利通信网与专用通信系统、多维信号处

理等几个领域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热点问题为背景。论

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

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

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对文献资料做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的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

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一年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

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需重进行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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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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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ａｏ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４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７Ｄ０２０１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前沿专题
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２０２ 现代信号处理
Ｍｏｄｅｒｎ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２０３ 现代通信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２０４ 多源信息融合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７Ｄ０１１０
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ａｐ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２０５
微波遥感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ｏｒ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２０６
随机优化与网络信息论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ｔ
ｗｏｒｋ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课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个学分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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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方宙奇，孟敏 编，电磁场数值方法，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冈萨雷斯等著，数字图像处理（ＭＡＴＬＡＢ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３］刘蕴才，无线电遥测遥控，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４］方开泰．实用多元统计分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５］张贤达，保铮．通信信号处理，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６］Ａ．Ｖ．奥本海姆，离散时间信号处理，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７］胡广书，数字信号处理：理论算法与实现，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８］舒宁，马洪超，孙和利，模式识别的理论与方法，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ＴｈｏｍａｓＭ．Ｃｏｖｅｒ，ＪｏｙＡ．Ｔｈｏｍａｓ，信息论基础（原书第２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０］ＲｏｂｅｒｔＭ．Ｇｒａｙ，熵与信息论，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１］Ｄ．Ｐ．Ｂｅｒｔｓｅｋａｓ．凸优化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２］ＳｅｒｇｉｏｓＴｈｅｏｄｏｒｉｄｉｓ，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ｏｎｓＫｏｕｔｒｏｕｍｂａｓ，模式识别（第４版），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３］ＭｉｌａｎＳｏｎｋａ，ＶａｃｌａｖＨｌａｖａｃ，ＲｏｇｅｒＢｏｙｌｅ，图像处理、分析与机器视觉（第３版），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４］ＦｉｔｔｓＪ．Ｍ．Ａｉｄｉｎｇ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ｈｉｇｈ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ｐｏｉｎ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７３，９（３）：３５０－３６８．
［１５］ＫｉｒｕｂａｒａｊａｎＴ．，Ｂａｒ－ＳｈａｌｏｍＹ．，ＰａｔｔｉｐａｔｉＫ．Ｒ．Ｇｒｏｕｎｄｔａｒｇｅｔ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ａｓｅ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ＭＭ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０，３６（１）：２６－４６．
［１６］Ｍ．Ｐ·ｔｚｏｌｄ．ＭｏｂｉｌｅＦａｄ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Ｌｔｄ．２００２
［１７］Ｔ．Ｋ．Ｍｏｏｎ．Ｅｒｒｏ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ｄｉｎｇ－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Ｌｔｄ，２００５．
［１８］Ｂ．ＶｕｃｅｔｉｃａｎｄＪｉｎ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Ｃｏｄｉｎｇ．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Ｌｔｄ，２００３．
［１９］Ａ．Ｍ．Ｋｏｎｄｏｚ，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ｐｅｅｃｈ－ｃｏｄｉｎｇｆｏｒｌｏｗｂｉｔｒａｔ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ｌｅｙ，２００４．
［２０］Ｒａｂｉｎｅｒ，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Ｒ．，Ｊｕａｎｇ，Ｂｉｉｎｇ－Ｈｗａｎｇ，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３．
［２１］Ｂｉｓｈｏｐ，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Ｍ．，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Ｉｎｃ．，２００６．
［２２］Ｋｅｎｎｅｔｈ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ｎ，Ｐｅａｒｓ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ＵＳ），１９９５．
［２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ｔｉｅｓＤａｖｉｅ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Ｖ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２４］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５］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２６］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２７］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８］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２９］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０］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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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０８１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０８１２）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始于１９７８年开始招生的电子计算机及应用

本科专业，１９９６年获得计算机应用技术硕士学位授予权，同年被评为水利部重点

学科，２０００年获得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２００２年被评为江苏省普通

高校“青蓝工程”优秀学科梯队，２００５年获得计算机应用技术二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予权，２００９年获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２０１０年获得“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近年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紧密结合江苏

软件强省建设和水利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需求，依托河海大学优势学科平台建设，

承接了国家“９７３”、“８６３”、自然科学基金等基础研究类项目，及三峡工程管理系

统、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数字黄河工程、水资源监控管理系统等一批重大工程

的信息化建设项目，积极推进水利信息化工作，形成学科的优势与特色。

二、培养目标

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

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软件新技术（Ｎｏｖｅｌ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２、数据与知识工程（Ｄａｔａ＆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信息安全与可信计算（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ｒｕｓｔ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４、智能信息处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５、语义网与万维网科学（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Ｗｅｂ＆ＷｅｂＳｃｉｅｎｃｅ）

６、可视计算与虚拟现实（Ｖｉｓｕ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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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实践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

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课程或者专业课程，减免学分限在３个学分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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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应围绕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及计算

机体系结构三个二级学科方面的重大问题，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

求密切联系，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

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

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

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

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做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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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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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４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０７Ｄ０１０３ 高级逻辑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Ｌｏｇｉｃ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１０６
可计算性与计算复杂性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１０９ 形式语义学
Ｆｏｒｍａｌ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７Ｄ０１０４
计算机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６ １ 秋、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１０８ 新型软件体系结构
Ｎｏｖｅｌ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１０２ 分布计算与分布式系统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１０１
Ｗｅｂ知识表示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Ｗｅｂ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１０５
科学计算可视化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ｍｐｕ
ｔ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７Ｄ０１１０
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ａｐ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１１１ 数字媒体技术
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１１２
数据管理与分析技术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个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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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美）ＴｈｏｍａｓＨ．Ｃｏｒｍｅ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Ｌｅｉｓｅｒｓｏｎ，ＲｏｎａｌｄＬ．Ｒｉｖｅｓｔ，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Ｓｔｅｉｎ著；殷建平，徐云，王刚 等译，
《算法导论 （原书第３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１４０７０１０

［２］（美）布莱恩特，（美）奥哈拉伦 著，《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英文版·第２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２６３１１

［３］（美）霍普克罗夫特（Ｈｏｐｃｒｏｆｔ，Ｊ．Ｅ）等著；孙家 等译，《自动机理论、语言和计算导论（原书第３版）》，机
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１２４０３５８

［４］（美）普雷斯曼 著，郑人杰 等译，《软件工程：实践者研究方法》（原书第７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３５８１８

［５］伽玛 等著，李英军 等译，《设计模式 可复用面向对象软件的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０７５７５２

［６］（荷）塔嫩鲍姆 著，陈向群，马洪兵 等译，《现代操作系统 （原书第 ３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２５５４４４

［７］（美）斯托林斯 著，彭蔓蔓 等译，《计算机组成与体系结构：性能设计（原书第８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
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２８７８０

［８］（美）西尔伯沙茨 等著，杨冬青 等译，《数据库系统概念（原书第 ６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７５２９６

［９］（美）米歇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Ｔ．Ｍ．）著；曾华军 等译，《机器学习》，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１１０９９３８
［１０］（美）拉塞尔，（美）诺维格 著，《人工智能：一种现代的方法（第 ３版）》，清华大学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３０２２５２９５５
［１１］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ＣＭ，ｈｔｔｐ：／／ｔｏｃｓ．ａｃｍ．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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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０８１４０１）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土木工程（０８１４）

一、学科简介

１９５２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文熙教授在我校创建我国高校第一个土力学实验

室，我校岩土工程学科１９８１年成为国家首批博士授权点之一，１９８８年成为国家首

批重点学科，之后两次通过国家重点学科复审，１９９５年岩土力学实验室被评为水

利部重点实验室，１９９６年列为国家“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学科。设有博士后流动

站，拥有岩土力学与堤坝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科师资力量雄厚，科研环境

优越。拥有双聘院士、国家特聘教授、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和特聘教授，拥有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拥有江苏省“３３３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和“青蓝工程”等杰出人才。

岩土工程本学科的特色是通过研究岩土体的物理化学性质和力学特性、在荷载作

用下岩土体内部的应力变形和强度规律，解决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交通工程

建设工程领域中岩土体变形和稳定问题。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满足下列要求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

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严谨求实和勇于探

索的科学态度以及良好的国际视野和学术交流能力，能够熟练应用现代基础理

论、先进计算方法、实验技术手段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能够解决土木及水利水电

工程中与岩土工程相关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土的静动力学特性与本构理论（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Ｔｈｅ

ｏｒｙｏｆＳｏｉｌ）

２、现代高土石坝设计理论与方法（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Ｈｉｇｈ

ＥａｒｔｈＤａｍ）

３、软土地基处理与基础工程（ＳｏｆｔＳｕｂｓｏｉ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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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岩石力学与岩体工程（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ＲｏｃｋＭａｓ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岩土渗流理论与测试（Ｓｅｅｐａｇ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Ｇｅ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博

士生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在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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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论文选题应以岩土工程学科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和重大

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论文选题

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确定研究方向。论文选题一

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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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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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７２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ａ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４ 多元统计分析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４Ｄ０１０１
岩土工程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Ｄ０１０２ 现代岩土力学
Ｍｏｄｅｒｎ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Ｄ０１０３ 非饱和土力学（双语）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Ｄ０１０４
现代岩土工程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
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
课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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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殷宗泽等．土工原理［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郑颖人等．岩土塑性力学原理［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钱家欢．土工原理与计算［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９５．
［４］胡聿贤．地震工程学［Ｍ］．地震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李杰，李国强．地震工程学导论［Ｍ］．地震出版社，１９９２．
［６］王保田．土工测试技术［Ｍ］．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王思敬主编．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世纪成就［Ｍ］．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８］周维垣．高等岩石力学［Ｍ］．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０．
［９］地基处理手册编写委员会．地基处理手册［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０］土工试验方法标准（ＧＢ／Ｔ５０１２３－１９９９）．中国计划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１］Ｒ．Ｆ．Ｃｒａｉｇ．Ｃｒａｉｇ’ｓ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Ｍ］．ＳｐｏｎＰｒｅｓｓ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Ｇｒｏｕｐ，７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４
［１２］ＤａｖｉｄＭｕｉｒＷｏｏｄ．Ｓｏｉ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１３］ＪａｍｅｓＫ．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Ｓｏｉ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Ｍ］．Ｗｉｌｅｙ，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３
［１４］ＢｒａｊａＭ．Ｄａ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Ｍ］．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８
［１５］ＢｒａｊａＭ．Ｄａ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Ｂｒｏｏｋｓ／Ｃｏｌｅ，２０００
［１６］Ｊ．Ｃ．Ｓａｎｔａｍａｒｉｎａ，？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Ａ．Ｋｌｅｉｎ，？ＭｏｈｅｂＡ．Ｆａｍ．ＳｏｉｌｓａｎｄＷａｖｅ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Ｍ］．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Ｌｔｄ，２００１
［１７］Ｄ．Ｇ．Ｆｒｅｄｌｕｎｄ，？Ｈ．Ｒａｈａｒｄｊｏ．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ｆｏｒ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ｓ［Ｍ］．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１９９３．
［１８］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Ｗ．Ｎｇ，ＢｒｕｃｅＭｅｎｚｉｅ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
［１９］ＤａｖｉｄＭ．Ｐｏｔｔｓ，？ＬｉｄｉｊａＺｄｒａｖｋｏｖｉ？．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２００７．
［２０］ＤｏｎａｌｄＰ．Ｃｏｄｕｔｏ．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Ｍ］．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０．
［２１］李相然等．城市地下工程实用技术（参考书）［Ｍ］．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２］蔡美峰．岩石力学与工程［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３］关宝树．隧道工程施工要点集［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４］张有天．岩石水力学与工程［Ｍ］．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５］王梦恕．中国隧道及地下工程修建技术［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６］卢廷浩，刘军等．岩土工程数值方法与应用［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７］岩土工程学报［Ｊ］．
［２８］岩土力学［Ｊ］．
［２９］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Ｊ］．
［３０］水利学报［Ｊ］．
［３１］土木工程学报［Ｊ］．
［３２］建筑结构学报［Ｊ］．
［３３］水利与建筑工程学报［Ｊ］．
［３４］世界地震工程［Ｊ］．
［３５］防灾减灾工程学报［Ｊ］．
［３６］河海大学学报［Ｊ］．
［３７］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ＳＳＮ００１６－８５０５）［Ｊ］．
［３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１０９０－０２４１）［Ｊ］．
［３９］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ＳＮ０００８－３６７４）［Ｊ］．
［４０］Ｓｏｉｌｓａｎ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ＳＮ００３８－０８０６）［Ｊ］．
［４１］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ＳＮ０１４９－６１１５）［Ｊ］．
［４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１９６４－８１８９）［Ｊ］．
［４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ＩＳＳＮ０２６６－３５２Ｘ）［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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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０７３３－９４１０）［Ｊ］．
［４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ＳＳＮ１３６５－１６０９）［Ｊ］．
［４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ＳＳＮ１０９６－９８５３）［Ｊ］．
［４７］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００２９－８０１８）［Ｊ］．
［４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１３６３－２４６９）［Ｊ］．
［４９］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ＳＳＮ１０６４－１１９Ｘ）［Ｊ］．
［５０］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ＳＮ１３６５－２４６Ｘ）［Ｊ］．
［５１］ＡｐｐｌｉｅｄＯｃｅ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ＳＮ０１４１－１１８７）［Ｊ］．
［５２］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ｐｅｃｔｒａ（ＩＳＳＮ８７５５－２９３０）［Ｊ］．
［５３］Ｓｏｉ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０２６７－７２６１）［Ｊ］．
［５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３６６４）［Ｊ］．
［５５］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ＳＳＮ００３７－１１０６）［Ｊ］．
［５６］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ＳＳＮ０２６６－８９２０）［Ｊ］．
［５７］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０８９０－５４８７）［Ｊ］．
［５８］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ＳＳＮ００２１－８９２８）［Ｊ］．
［５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５６５Ｘ）［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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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工程（０８１４０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土木工程（０８１４）

一、学科简介

我校结构工程学科于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分别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年先后两次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２００３年被批准设立土木工程一级学科

博士点，拥有博士后流动站。２０１１年入选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土木

工程安全与减灾学科群”建设。本学科在钢筋混凝土非线性有限元分析、现代混

凝土裂缝控制理论与技术、钢结构及大型水工金属结构基本理论及结构分析等领

域具有特色。多项研究成果获国家级、部省级科技进步奖，在行业内有显著影响。

拥有江苏省建筑物裂缝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沪宁）钢结构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两个省级科研平台。结构工程实验室拥有ＭＴＳ动静万能试验机、大型多功

能人工气候环境模拟实验室、分离式霍普金森压杆、落锤式冲击试验机等研究设

备。承担多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水利部公益

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和大量横向科研项目。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掌握学科

研究前沿动态，熟练应用基础理论、先进计算方法和实验技术手段开展卓有成效

的研究工作，解决土木水利工程中重大工程技术问题，具有创新能力结构工程方

面的高层次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混凝土结构基本理论及近代计算方法（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ｔｉｍｅ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Ｒ．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钢结构基本理论及结构分析方法（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新型结构与钢 －混凝土组合结构性能与设计（Ｔｈ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

Ｎｅｗ－ｔｙｐ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Ｓｔｅｅｌａｎ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４．工程结构耐久性、鉴定加固与改造（Ｔｈ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Ｒｅｔｒｏｆ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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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５．工程结构抗震与振动控制（ＴｈｅＡ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博

士生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在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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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论文选题应以结构工程学科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和重大

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论文选题

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确定研究方向。论文选题一

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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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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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工程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ａ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４Ｄ０２０１
结构工程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Ｄ０２０２
高等钢筋混凝土结构学（双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Ｄ０２０３ 高等钢结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１０Ｄ０１０２
高等结构实验力学及测试技术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Ｄ０１０３
工程材料的本构理论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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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赵国藩．高等钢筋混凝土结构学［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周氐．现代钢筋混凝土基本理论［Ｍ］．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３］江见鲸，李杰，金伟良．高等混凝土结构理论［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４］过镇海．混凝土的强度和变形［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５］过镇海．钢筋混凝土原理［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６］聂建国．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原理与实例［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７］易伟建．混凝土结构试验与理论研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８］韩林海．钢管混凝土结构：理论与实践（第２版出版）［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９］钟善桐．钢管混凝土统一理论：研究与应用［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０］苏明周，申跃奎．钢结构稳定原理［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１］谢礼立，马玉宏，翟长海．基于性态的抗震设防与设计地震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２］王连广．预应力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３］刘坚．钢结构高等分析的二阶非弹性理论与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４］郑廷银．钢结构高等分析理论与实用计算［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５］徐至钧等．混凝土结构裂缝预防与修复［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６］徐有邻，顾祥林．混凝土结构工程裂缝的判断与处理［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７］徐世?．混凝土断裂力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８］王秀丽．大跨度空间钢结构分析与概念设计［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９］ＢｕｎｇａｌｅＳ．Ｔａｒａｎａｔｈ．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ａｌ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Ｍ］．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２０］ＢｕｎｇａｌｅＳ．Ｔａｒａｎａｔｈ．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ａｌ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Ｓｔｅｅ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

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２１］ＨａｓｓａｎＡｌＮａｇｅｉｍ，Ｔ．Ｊ．ＭａｃＧｉｎｌｅｙ．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２２］ＭｏｈａｍｅｄＡｂｄａｌｌａｈＥｌ－Ｒｅｅｄｙ．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２３］Ｗ．Ｆ．Ｃｈｅｎ，Ｅ．Ｍ．Ｌｕｉ．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ｆ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Ｍ］．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２４］土木工程学报［Ｊ］．
［２５］建筑结构学报［Ｊ］．
［２６］水利学报［Ｊ］．
［２７］工程力学［Ｊ］．
［２８］清华大学学报［Ｊ］．
［２９］大连理工大学学报［Ｊ］．
［３０］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Ｊ］．
［３１］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Ｊ］．
［３２］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Ｊ］．
［３３］爆炸与冲击［Ｊ］．
［３４］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Ｊ］．
［３５］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Ｊ］．
［３６］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Ｊ］．
［３７］天津大学学报［Ｊ］．
［３８］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Ｊ］．
［３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ｅｒｓ（ＩＳＳＮ１３５９－５９９７）［Ｊ］．
［４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ｅｅ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ＳＳＮ１２２９－９３６７）［Ｊ］．
［４１］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ＳＳＮ１２２５－４５６８）［Ｊ］．
［４２］ＡＣＩ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ＳＮ０８８９－３２５Ｘ）［Ｊ］．
［４３］ＡＣ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ＳＮ０８８９－３２４１）［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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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１３６３－２４６９）［Ｊ］．
［４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ＳＳＮ０７３３－９３９９）［Ｊ］．
［４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０７３３－９４４５）［Ｊ］．
［４７］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１３６９－４３３２）［Ｊ］．
［４８］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ＳＳＮ０９５０－０６１８）［Ｊ］．
［４９］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ＳＳＮ００９８－８８４７）［Ｊ］．
［５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ｅｅ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ＳＮ０１４３－９７４Ｘ）［Ｊ］．
［５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１３６３－２４６９）［Ｊ］．
［５２］Ｔｈｅ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ＳＮ００２４－９８３１）［Ｊ］．
［５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ＳＳＮ０１４１－０２９６）［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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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０８１４０３）

（Ｕｒｂ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土木工程（０８１４）

一、学科简介

本学科博士点设置于２００３年，以水源地保护、饮用水安全、城乡水系统优化、

污水处理与资源合理利用、城市与工业节水技术为研究特色。学科实验中心拥有

先进试验设施和装备，承担了国家８６３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

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高层次科研项目。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坚实宽广的数学、化学、生物学、水力学理论知识，掌握

市政工程学科的前沿动态，熟练应用基础理论和试验技术解决市政工程领域中的

重大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创新性科学研究的市政工程学科的高层次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饮用水安全保障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Ｗａｔｅｒ

Ｓａｆｅｔｙ）

２、城镇水系统优化理论与技术（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３、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理论与技术（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城市与工业节水技术（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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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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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论文选题以市政工程学科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国家基础研究和重

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论文选题

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研究动态，和前期

调研，确定研究方向予以确定。论文选题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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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ａ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０５Ｄ０２０２ 生物化学工程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Ｄ０２０３ 高等有机分析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Ｄ０２０４
化学动力学与反应器理论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Ｄ０２０５
生态建设与管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Ｄ０２０８
地下水与介质污染控制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Ｄ０２０９
环境与生态水力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ｙ
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选修
２－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５Ｄ０２０１
市政工程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Ｕｒｂａ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Ｄ０１０７ 现代检测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Ｄ０２０６
现代水处理理论（部分双语）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Ｄ０２０７
水污染防治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必修

选修
２－４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ｌａｓ
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３２ ２ 春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
课程

３２ ２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２８



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２］《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３］《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４］《Ｄｅｓａ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Ｊ］
［５］《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Ｊ］
［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ＱＵＡ》［Ｊ］
［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Ｊ］
［９］《中国给水排水》［Ｊ］
［１０］《给水排水》［Ｊ］
［１１］《环境科学》［Ｊ］
［１２］《中国环境科学》［Ｊ］
［１３］《环境科学学报》［Ｊ］
［１４］《净水技术》［Ｊ］
［１５］《水处理技术》［Ｊ］
［１６］许保玖、龙腾锐．《当代给水与废水处理原理》（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７］许保玖．《给水处理理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８］张自杰．《废水处理理论与设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９］任南琪、陈卫．《城市水系统污染物转化规律及资源化理论与技术》，中国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０］张金松．《安全饮用水保障技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１］ＭｏｇｅｎｓＨｅｎｚｅ等编；施汉昌 等 译．《污水生物处理：原理、设计与模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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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０８１４０５）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土木工程（０８１４）

一、学科简介

我校是国内较早开展工程抗震减灾研究的单位之一，我校防灾学科的特色是

工程抗震安全评价、工程抗爆与防护、基础隔振与振动控制及城市防灾减灾。研

究方向涉及土木、水利及交通工程的抗震、抗爆，已建大型工程的健康诊断和病险

结构物检测与监控，岩土边坡的动力稳定性与加固等。本学科拥有国际上先进的

全自动多功能振动扭剪三轴仪、共振柱三轴仪、双向随机模拟地震振动台和大型

液压伺服动态加载系统等试验设备。在岩土体和结构动力分析理论与计算、大型

水工结构的地震危险性与抗爆性能分析、爆炸灾害控制与预防、基础隔震及场地

地震动模拟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国家与省部级奖励多项。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满足下列要求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

知识与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严谨求实和勇于探

索的科学态度以及良好的国际视野和学术交流能力，能够熟练应用现代基础理

论、先进计算方法、实验技术手段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能够解决土木及水利水电

工程中与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相关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地震灾变与工程抗震（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爆炸力学与工程抗爆（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Ｄｉｓ

ａｓｔｅｒｓ）

３．基础隔震与振动控制（ＳｅｉｓｍｉｃＢａｓｅ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４．城市安全与防灾减灾（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ｔｙ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４８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博

士生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在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５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论文选题应以防灾减灾工程学科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和

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论文

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确定研究方向。论文选

题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

４学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

完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

年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

化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６８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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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ａ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４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ｈａｏｓ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４Ｄ０３０１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前沿
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Ｄ０３０２
生命线工程抗震防灾
Ａｎｔｉ－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Ｌｉｆｅｌｉｎ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Ｄ０３０４ 灾害学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Ｄ０３０３ 爆炸动力学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０４Ｄ０３０５
土体液化机理与控制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ＳｏｉｌＬｉｑ
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Ｄ０３０６
结构倒塌机制与预防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
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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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李爱群．工程结构减振控制［Ｍ］．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欧进萍．结构振动控制［Ｍ］．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刘文光译．隔震结构设计［Ｍ］．日本建筑学会著．地震出版社，２００６．
［４］ＳｋｉｎｎｅｒＲＩ，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ＷＨ等．工程隔震概论［Ｍ］．地震出版社，１９９６．
［５］胡聿贤．地震工程学［Ｍ］．地震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丰定国．工程结构抗震［Ｍ］．地震出版社，２００２．
［７］沈聚敏等．抗震工程学［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８］ＨｕｄｓｏｎＪＡ，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ｏｃｋ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Ｐｅｒｇａｍ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９］傅金华著．日本抗震结构及隔震结构的设计方法［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０］ＰｅｒｓｓｏｎＰ，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Ｒ，ＬｅｅＪ．Ｒｏｃｋ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１１］李国豪．工程结构抗爆动力学［Ｍ］．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２］殷宗泽等．土工原理［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３］郑颖人等．岩土塑性力学原理［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４］钱家欢．土工原理与计算［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５］ＫｒａｕｔｈａｍｍｅｒＴ．Ｍｏｄｅｒ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Ｍ］．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８．
［１６］ＭａｙｓＧＣ，ＳｍｉｔｈＰＤ．Ｂｌａ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Ｍ］．Ｔｅｌｆｏｒ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９５．
［１７］ＳｍｉｔｈＰＤ，Ｈｅｔ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ｎＪＤ．ＢｌａｓｔａｎｄＢａｌｌｉｓｔｉｃＬｏａｄｉｎｇ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Ｍ］．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Ｌｔｄ，

１９９４．
［１８］ＢｉｇｇｓＪＭ．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６４．
［１９］岩土工程学报［Ｊ］．
［２０］土木工程学报［Ｊ］．
［２１］建筑结构学报［Ｊ］．
［２２］振动与冲击［Ｊ］．
［２３］世界地震工程［Ｊ］．
［２４］建筑结构［Ｊ］．
［２５］岩土力学［Ｊ］．
［２６］东南大学学报［Ｊ］．
［２７］大连交通大学学报［Ｊ］．
［２８］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Ｊ］．
［２９］防灾减灾工程学报［Ｊ］．
［３０］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Ｊ］．
［３１］防护工程［Ｊ］．
［３２］爆炸与冲击［Ｊ］．
［３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Ｊ］．
［３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ｍｐａｃ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
［３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Ｊ］．
［３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
［３７］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Ｊ］．
［３８］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Ｊ］．
［３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ｌｉｄ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
［４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Ｊ］．
［４１］Ｓｏｉ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
［４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
［４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ＣＥ［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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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ＡＣ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Ｊ］．
［４５］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４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ｆｏ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
［４７］ＳｈｏｃｋＷａｖｅｓ［Ｊ］．

０９



桥梁与隧道工程（０８１４０６）

（Ｂ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土木工程（０８１４）

一、学科简介

我校桥梁与隧道工程学科于２００３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４年获博士学位

授予权。本学科在桥梁耐久性与健康监测、桥梁施工控制、桥梁工程新材料及新

型结构、隧道工程突水突泥形成机理、隧道涌水量的预测方法、盾构隧道设计与施

工等桥隧建设和发展重大需求密切联系的研究领域具有特色。学科拥有美国

ＭＴＳ公司的双向随机模拟地震振动台、大型液压伺服动态加载系统、振动型疲劳

试验机和试验设备等。近年来，承担了包括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９７３”、国家高

新技术研究计划“８６３”、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

苏省自然科学基金、交通运输行业联合科技攻关项目、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和浙江

省交通运输厅交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江阴大桥、润扬大桥、苏通大桥、泰州大桥、

南京长江隧道、南京市纬三路过江通道等国家重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获国家级

科技进步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授权发明专利多项。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满足下列要求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

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严谨求实和勇于探

索的科学态度以及良好的国际视野和学术交流能力，能够熟练应用现代基础理

论、先进计算方法、实验技术手段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能够解决土木及水利水电

工程中与桥梁与隧道工程及防护工程相关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桥梁疲劳、损伤及维护与加固 （Ｆａｔｉｇｕｅ，Ｄａｍａｇ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ｔｒｏｆｉｔ

ｏｆＢｒｉｄｇｅ）

２．桥梁抗震与损伤控制 （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Ｄａｍ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Ｂｒｉｄｇｅ）

３．新型组合结构桥梁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梁设计理论（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Ｎｏｖｅ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Ｂｒｉｄｇｅ）

４．桥梁施工监控与健康监测（Ｓａｆｅ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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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ｉｄｇｅ）

５．隧道工程水灾害防治理论与技术（Ｗａｔｅ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

Ｔｕｎｎｅ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６．盾构隧道设计及施工（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ｉｅｌｄＴｕｎｎｅｌ）。

７．隧道支护结构系统优化研究（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ｕｎｎｅ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ｙｓ

ｔｅｍ）。

８．地下工程数值仿真与地铁风险评价（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ｂｗａ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博

士生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在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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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论文选题应以桥梁与隧道工程学科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

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论

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确定研究方向。论文

选题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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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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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与隧道工程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４Ｄ０４０３
桥梁与隧道工程专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Ｂ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Ｔｕｎ
ｎｅ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Ｄ０４０４ 缆索支承桥梁
Ｃａｂｌ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ｒｉｄｇ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Ｄ０４０５
桥梁结构振动与稳定分析
Ｂｒｉｄｇ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Ｄ０１０４
现代岩土工程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
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０Ｄ０１０２
高等结构实验力学及测试技术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力材院

０４Ｄ０４０６
桥梁抗震及损伤控制
Ｂｒｉｄｇ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Ｄａｍａｇ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Ｄ０４０７
组合结构及新型预应力混凝土
桥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ｎｄＮｏｖｅｌ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Ｂｒｉｄｇ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Ｄ０４０８
地下工程反分析
Ｂａｃ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专业课程 ３２ ２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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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范立础．桥梁抗震［Ｍ］．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普瑞斯特雷．桥梁抗震设计与加固［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７．
［３］陈政清．桥梁风工程［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周远棣．钢桥［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邵容光．混凝土弯梁桥［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华孝良，徐光辉．桥梁结构非线性分析［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７．
［７］叶见曙．结构设计原理［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李国平．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卢树圣．现代预应力混凝土理论与应用［Ｍ］．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０］项海帆．高等桥梁结构理论［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１］李传习．大跨度桥梁结构计算理论［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２］黄侨．桥梁钢—混凝土组合结构设计原理［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３］贺拴海．桥梁结构理论与计算方法［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４］吴冲．现代钢桥［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５］苏彦江．钢桥构造与设计［Ｍ］．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６］项海帆，高等桥梁结构理论［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７］陈宝春．钢管混凝土拱桥［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８］钟善桐．钢管混凝土统一理论—研究与应用［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９］刘玉擎．组合结构桥梁［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０］聂建国．钢－混凝土组合结构［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１］朱合华，张子新．地下建筑结构［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２］孙钧．地下结构（上下册）［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３］霍润科．隧道与地下工程［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２０１１．
［２４］高玮．基于仿生计算智能的地下工程反分析：理论与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５］王毅才．隧道工程［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６］关宝树．隧道工程施工要点集［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７］邝健政．岩土注浆理论与工程实例［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８］朱伟．隧道标准规范（盾构篇）及解说［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９］牛清山，陈凤英，徐华．盾构法的调查·设计·施工［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０］郑颖人，朱合华，方正昌，等．地下工程围岩稳定分析与设计理论［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１］土木工程学报［Ｊ］．
［３２］隧道建设［Ｊ］．
［３３］中国公路学报［Ｊ］．
［３４］岩土工程学报［Ｊ］．
［３５］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Ｊ］．
［３６］岩土力学［Ｊ］．
［３７］现代隧道技术［Ｊ］．
［３８］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Ｊ］．
［３９］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Ｒｏｃｋ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
［４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ｒｉｄ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
［４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ｅｅ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４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
［４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
［４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ｃｉｖｉｌａｎｄ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
［４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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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ｌｉｎｇ［Ｊ］．
［４７］ＴｕｎｎｅｌｓａｎｄＴｕｎｎｅｌ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
［４８］Ｔｕｎｎ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Ｓｐａ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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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０８１４Ｚ１）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土木工程（０８１４）

一、学科简介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是土木工程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点，是土木工程和

管理科学与工程的新兴交叉学科。河海大学于２００３年被批准设立土木工程一级

学科博士点，拥有博士后流动站，自主设置“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二级学科。主

要研究领域包括工程结构施工技术、工程建设安全与环境、土木工程项目管理以

及土木工程技术与管理的交叉领域。拥有岩土力学与堤坝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教育部国家外专局“堤坝工程安全与减灾学科创新引智基地”、江苏省岩土工

程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江苏省建筑物裂缝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钢结构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交通基础工程研究中心等平台，“土木工程安全与减灾

学科群”２０１１年入选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承担多项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南水

北调工程科技项目和大量横向科研项目。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掌握学科

研究前沿动态，熟练应用现代工程建造技术、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开展卓有成

效的研究工作，解决土木水利工程中重大工程建造与管理问题，具有创新能力工

程建造与管理方面的高层次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土木工程建造技术（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土木工程建设安全与风险管理（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３．工程项目全寿命质量控制（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４．工程项目可持续建设（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ｏｊｅｃｔ）

５．建设项目投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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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博

士生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在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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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论文工作应以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学科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科学

问题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

求。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确定研究方

向。论文选题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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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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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ａ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３Ｄ０１０２ 管理系统工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４Ｄ０５０１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学科前沿
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６ １ 讲课／
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０４Ｄ０５０２
土木工程施工新技术
Ｎｅ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
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土木院

１３Ｄ０１０７
工程项目管理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商学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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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刘锦章．承包商与融资建造（第１版）［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李忠富，杨晓冬．工程经济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宋伟．工程管理案例［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４］陆彦．工程管理信息系统［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５］谭章禄，李涵，徐向真．工程管理总论［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６］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Ｅ．Ｇｏｕｌｄ，ＮａｎｃｙＪｏｙｃ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２００３．
［７］陈起俊．工程项目风险分析与管理［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８］贾广社．项目总控：建设工程的新型管理模式［Ｍ］．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９］梁基照．工程管理学［Ｍ］．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０］施骞，胡文发．工程质量管理［Ｍ］．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１］张兴野．中国建筑业人力资源整体开发的研究［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２］朱训生，等．工程管理的模糊分析［Ｍ］．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３］陈

"

．工程风险管理［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４］戴树和等．工程风险分析技术［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５］方东平等．工程建设安全管理［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６］ＤｅｓｈｅｎｇＤａｓｈＷｕ．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ａｎｄ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ＧｍｂＨ＆Ｃｏ．Ｋ，２０１１．
［１７］惠云玲．工业建筑结构全寿命管理、可靠性鉴定及实例［Ｍ］．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１版），２０１１．
［１８］刘文卿，谢邦昌．质量控制与实验设计：方法与应用［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９］洪开荣．可持续均衡评价理论［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０］张新平．循环经济价值理论探索［Ｍ］．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１］张洋，吕斌，张纯等．可持续城市防灾减灾与城市规划：概念与国际经验［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２］Ｓａｎｄｙ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２．
［２３］ＰａｏｌａＳａｓｓｉ．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Ｍ］．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２００６．
［２４］刘学谦，杨多贵，周志田等．可持续发展前沿问题研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５］杜运兴，尚守平，李丛笑等．土木建筑工程绿色施工技术［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ＳＳＮ０７３３－９３６４
［２７］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ＳＮ０９２６－５８０５）［Ｊ］．
［２８］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ｆｅｔｙ（ＩＳＳＮ０９５１－８３２０）［Ｊ］．
［２９］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ＳＮ０１４９－６１１５）［Ｊ］．
［３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１５７３－２４７９）［Ｊ］．
［３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ｒｉｄ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１０８４－０７０２）［Ｊ］．
［３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ＳＳＮ０７３３－９４４５）［Ｊ］．
［３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ｅｅ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ＳＮ０１４３－９７４Ｘ）［Ｊ］．
［３４］Ｔｕｎｎ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Ｓｐａ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ＳＳＮ０８８６－７７９８）［Ｊ］．
［３５］管理科学学报［Ｊ］．
［３６］中国管理科学［Ｊ］．
［３７］技术经济［Ｊ］．
［３８］研究与发展管理［Ｊ］．
［３９］管理工程学报［Ｊ］．
［４０］经济与管理研究［Ｊ］．
［４１］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Ｊ］．
［４２］施工技术［Ｊ］．
［４３］现代隧道技术［Ｊ］．
［４４］水利水电技术［Ｊ］．
［４５］桥梁建设［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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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材料（０８１４Ｚ２）

（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土木工程（０８１４）

一、学科简介

土木工程材料学科设置于２００３年，是材料科学与土木工程技术交叉发展起

来的一门分支学科，服务于土木、交通、水利、铁路、电力等工程。本学科现有双聘

院士１人，教授８人，博士生导师８人，学科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

数的８８．９％。本学科研究以高性能混凝土材料、材料耐久性和结构修复防护新材

料新技术为特色，研究方向涉及混凝土材料、复合材料、新型建筑材料、金属结构

材料和土工合成材料等内容。在大坝、桥梁、轨道交通、矿井等工程的高性能混凝

土研究与应用，重大混凝土材料的力学特性与本构关系，结构修复防护新材料新

技术，新型墙体材料的研制开发，利用固体废料制造工程新材料及工程材料和工

程结构的检测评估与修复加固等方面，本学科取得了显著成果，其中有９项成果

获国家及部省级奖励。研究生就业单位有科研院所、高等学校、政府机关、水利以

及交通管理机构、城建设计部门等。

二、培养目标

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理论联系实际，善于钻研

与创新，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掌握土木工程材料学科领域内坚实宽广的基

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方法，能熟练应用一门外语进行科学研究与

交流，具有较高计算机应用能力，对土木工程材料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深入

全面的了解，具有独立与创造性从事本学科科学研究和有效解决工程实际技术问

题的能力，面向我国土木工程材料开发和利用需求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层次

学术型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混凝土材料（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复合材料（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新型建筑材料（Ｎｅｗ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４．金属结构材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Ｍｅｔ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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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土工合成材料（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学分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但不计入本学科必须的总学分。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导师或其所在团队负责的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

师指导下独立负责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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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应以土木工程（材料）科学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

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

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

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

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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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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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材料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０Ｄ０２０１
土木工程材料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Ｄ０２０２ 材料形变与断裂 （英文授课）
Ｐｌａｓｔ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Ｄ０２０３ 现代混凝土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１０１０Ｄ０５ 新型复合材料
Ｎｅｗ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ｌａｓ
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０Ｄ０２０４ 材料表面与界面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力材院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
课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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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姜传海，杨传铮．材料射线衍射和散射分析［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郝士明，蒋敏，李洪晓．材料热力学［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王崇琳．相图理论及其应用［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汪尔康．现代无机材料组成与结构表征［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陈惠发编译．混凝土和土的本构方程［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ＪｕｌｉａｎＥａｓｔｏｅ．表面活性化学［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石德珂．材料物理［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８］江见鲸．高等混凝土结构理论［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９］ＳｕｒｅｓｈＳ．Ｆａｔｉｇｕ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ｎｄ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９８．
［１０］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Ｃａｌｌｉｓｔｅ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Ｉｎｃ，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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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ＣｏｌｉｎＤ．Ｂｒｏｗｎ．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Ｍ］．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Ｌｔｄ，１９９７．
［１５］ＡｒｍｅｎＧ．Ｋｈａｃｈａｔｒｙａ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ｏｌｉｄｓ［Ｍ］．Ｄｏｖ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２００８．
［１６］ＪｏｓｅＡｎｔｏｎｉｏＡｒｅｓ．Ｍｅｔａｌ：Ｆｏｒｍｉｎｇ，Ｆｏｒｇ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ｌｄ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Ｍ］．Ｂａｒｒｏｎ＇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ｒｉｅｓ，

２００６．
［１７］ＰｉｅｒｒｅＲ．Ｒｏｂｅｒｇｅ．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８．
［１８］Ｓｕｋ－ＪｏｏｎｇＬ．Ｋａｎｇ．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ｉｎ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Ａ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Ｈｅｉｎｅ

ｍａｎｎＴｉｔｌｅ，２００５．
［１９］Ｎａｔｕｒ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
［２０］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２１］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２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
［２３］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２４］ＭＲ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Ｊ］
［２５］Ａｃ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ａ［Ｊ］
［２６］Ｓｃｒｉｐｔ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ａ［Ｊ］
［２７］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ａｎｄ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
［２８］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２９］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３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Ｊ］
［３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Ｊ］
［３２］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３３］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３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ｌｌｏｙ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Ｊ］
［３５］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
［３６］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Ｊ］
［３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３８］无机材料学报［Ｊ］
［３９］功能材料［Ｊ］
［４０］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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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高等学校化学学报［Ｊ］
［４２］高分子学报［Ｊ］
［４３］金属学报［Ｊ］
［４４］中国表面工程［Ｊ］
［４５］建筑结构学报［Ｊ］
［４６］建筑材料学报［Ｊ］
［４７］混凝土［Ｊ］
［４８］中国稀土学报［Ｊ］
［４９］中国有色金属学报［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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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学及水资源（０８１５０１）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学科简介

我校水文学及水资源学科创建于１９５２年，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水文学科。

１９８１年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７年连续三次被评为国

家重点学科。本学科是国家“２１１工程”、“全球水循环与国家水安全”９８５优势学

科创新平台和全国“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重点建设学科。本学科拥有水

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工程安全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两个国家级科研基地。近５年来，本学科主持、承担了７６６项科研项

目，经费总额３．３８亿元，发表论文２２００余篇，出版著作和教材５０余部，获部省级

以上科技奖４４项，其中国家科技奖２项。本学科紧密跟踪与引领学科发展，积极

服务于国家建设事业，基础雄厚，特色显著，总体实力位居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

平。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及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全面深入

了解水文学及水资源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具备宽广的国际视野、严谨的科学

思维、求实的科学精神、积极的团队合作精神，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熟练

应用一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能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并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

层次创新型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水文物理规律模拟及水文预报（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ｒｅ

ｃａｓｔｉｎｇ）

２．水文不确定性理论与应用（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３．水资源系统规划及可持续利用（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Ｕｔｉ

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地下水系统理论与调控（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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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水信息理论与技术（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６．生态水文与环境水文（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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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应与水循环过程孕灾机理与防洪减灾、新一代洪水预

报模型、大气－陆面－水文耦合过程模型、水文不确定性分析与洪涝灾害风险评

估、水循环信息时空监测与数字流域技术、水资源演变规律与可持续利用、水资源

优化配置与跨流域调水、水资源演化与生态系统健康调控、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综

合节水、水资源综合管理与水利发展战略等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

密切联系，以水文科学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

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

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

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

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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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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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学及水资源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４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１Ｄ０１０１
水文学及水资源学科前沿专题
讲座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６ １ 秋、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Ｄ０１０２
水资源大系统多目标理论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Ｄ０１０３ 分布式水文模型（双语）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Ｄ０１０４ 高等地下水动力学（双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１Ｄ０１０５ 数字流域理论（双语）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Ｄ０１０６
水文水资源不确定性分析（双
语）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Ｄ０１０７
全球气候变化与水循环
Ｇｌｏｂ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Ｄ０１０８
科技英文论文写作
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查 水文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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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雷志栋．土壤水动力学［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张建云，王国庆．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研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张建云，李纪生（译著）．水文学手册［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薛禹群，谢春红．地下水数值模拟［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５］王浩．中国水资源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１０．
［６］赵人俊．流域水文模拟－新安江模型与陕北模型［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８３．
［７］《刘光文水文分析计算文集》编辑委员会．刘光文水文分析计算文集［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８］叶秉如．水资源系统优化规划和调度［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１．
［９］詹道江，徐向阳，陈元芳．工程水文学 （第４版）［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０］丛树铮．水科学技术中的概率统计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１］芮孝芳．水文学原理［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２］芮孝芳．水文学研究进展［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３］黄振平．水文水资源系统风险分析［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４］李致家等．水文模型的应用与研究［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５］薛联青，郝振纯．流域水环境生态系统模拟评价与治理［Ｍ］．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６］王国安．可能最大暴雨和洪水计算原理与方法［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７］ＭＡＩＤＭＥＮＴＤ．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Ｍ］．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９３．
［１８］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ＭＧ，ＢＵＲＴＴＰ．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Ｍ］．Ｗｉｌｅｙ，１９８５．
［１９］ＫＩＲＫＢＹＭＪ．Ｈｉｌｌｓｌｏｐｅ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Ｍ］．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１９７８．
［２０］ＢＥＶＥＮＫ．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ｒｕｎｏｆｆ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ｉｍ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Ｗｉｌｅｙ，２０１２．
［２１］ＳＩＮＧＨＶＰ．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Ｍ］．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ｎａｎｄ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６．
［２２］ＭＡＹＳＬＷ．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７．
［２３］ＧＡＮＯＵＬＩＳ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１．
［２４］ＢＲＯＯＫＳＫＮ，ＦＦＯＬＬＩＯＴＴＰＦ，ＭＡＧＮＥＲＪＡ．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

ｔｉｏｎ）［Ｍ］．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２．
［２５］ＬＥＩＢＵＮＤＧＵＴＧ，ＭＡＬＯＳＺＥＷＳＫＩＰ，Ｋ？ＬＬＳＧ．Ｔｒａｃｅｒ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Ｍ］．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９．
［２６］ＳＨＵＴＴＬＥＷＯＲＴＨＷＪ．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Ｍ］．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２．
［２７］ＰＩＮＤＥＲＧＦ，ＣＥＬＩＡＭＡ．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Ｍ］．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６．
［２８］ＡＫＡＮＡＯ，ＨＯＵＧＨＴＡＬＥＮＲＪ．Ｕｒｂａ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Ｍ］．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３．
［２９］ＫＡＬＭＡＪＤ，ＳＩＶＡＰＡＬＡＮＭ．Ｓｃａｌｅ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Ｍ］．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９５．
［３０］ＦＩＮＤＩＫＡＫＩＳＡＮ，ＳａｔｏＫ．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Ｍ］．Ｌｅｉｄｅｎ，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ＢｏｃａＲａｔｏｎ，

Ｆｌａ：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Ｂａｌｋｅｍａ，２０１１．
［３１］ＧＯＲＤＯＮＮＤ，ＭｃＭａｈｏｎＴＡ，ＦＩＮＬＡＹＳＯＮＢＬ，ｅｔａｌ．Ｓｔｒｅａｍ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Ｓｅｃ

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４．
［３２］ＫＲＥＳＩＣＮ．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

Ｈｉｌｌ，２００９．
［３３］ＷＡＬＴＯＮＷＣ．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Ｍ］．ＢｏｃａＲａｔｏｎ：Ｌｅｗｉ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２．
［３４］ＢＯＩＴＥＮＷ．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ｒｙ［Ｍ］．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ＶＴ：Ｂａｌｋｅｍａ，２０００．
［３５］ＨＥＲＳＣＨＹＲＷ．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Ｍ］．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ＦＮＳｐｏｎａｎＩｍｐｒｉｎｔｏｆＣｈａｐｍａｎ＆

Ｈａｌｌ，１９９５．
［３６］ＡＢＢＯＴＴＭ Ｂ．Ｈｙｄ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

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ＵＳＡ：Ａｖｅｂｕｒ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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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ＰＡＵＬＪＷ，ＤＡＶＩＤＭＨ，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ＰＳ．Ｈｙｄ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Ｍ］．
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Ｅｎｇｌａｎｄ；Ｈｏｂｏｋｅｎ，ＮＪ：Ｗｉｌｅｙ，２００７．

［３８］ＳＥＮＥＫ．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０．
［３９］ＲＡＫＨＥＣＨＡＰＲ，ＳｉｎｇｈＶＰ．Ａｐｐｌｉｅｄ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
［４０］ＭＡＳＫＥＹＳ．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ｉｎｆｌｏｏ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２００４．
［４１］ＳＨＡＲＡＤＫＪ，ＳＩＮＧＨＶＰ．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０３．
［４２］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Ｏｘｆｏｒ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２０１２．
［４３］ＴＡＮＩＧＵＣＨＩＭ，ＨｏｌｍａｎＩＰ．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Ｌｏｎｄｏｎ：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４４］ＰＲＩＣＥＲＫ，ＶｏｊｉｎｏｖｉｃＺ．Ｕｒｂａｎｈｙｄ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ｕｒｂａｎｗａ

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ＩＷ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１．
［４５］ＢＡＢＯＶＩＣＶ．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ｈｙｄ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Ｍ］，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１９９６．
［４６］ＳＩＮＧＨＶＰ．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Ｍ］．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５．
［４７］水科学进展
［４８］水利学报
［４９］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５０］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５１］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
［５２］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５３］水文
［５４］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５５］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５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５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５８］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
［５９］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６０］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６１］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
［６２］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６３］中国水论坛（每年举办一次）
［６４］中国水利学会学术年会
［６５］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学术年会
［６６］欧洲地球物理联合会（ＥＧＵ）学术大会（每年举办一次）
［６７］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ＡＧＵ）学术大会（每年举办两次，春季和秋季）
［６８］国际水文科学协会（ＩＡＨＳ）学术大会（每两年举办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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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０８１５０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ａｎｄＲｉｖ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学科简介

我校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学科１９８１年首批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０

年建立博士后流动站，１９９４年成为首批江苏省重点学科，２００７年成为国家二级重

点学科，也是国家“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学科，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工程安全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和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该学科研究支撑平

台。

多年来，结合我国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河流开发利用的实践，本学科在水工

水力学、生态环境水力学和平原河网水动力学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和学科特

色。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工程水力学、泥沙工程与河流管理、水利信息技术、工程渗

流及地下水环境、现代流体测试技术等方面，研究成果在我国河流治理、水力发

电、水运、给排水、环境生态水利、水土保持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近年来，本学科主持与承担了２２３项科研项目，获部省级以上科技奖数十项，

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６项。本学科基础雄厚，特色显著。研究生就业单位有科研

院所、高等学校、政府机关、流域管理机构、勘测规划设计部门等。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本学科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

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

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具有较好的外文写作

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河流管理与生态环境（Ｒｉｖ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２、工程水力学理论与应用（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３、水沙运动理论与工程应用（Ｆｌｏｗ，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ｉｖ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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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工程渗流及地下水环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ｅｅｐａｇｅ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５、计算水力学及水信息技术（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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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论文应的选题应以社会发展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

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

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

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选题应为学科前沿，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尤

其鼓励与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选题。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

学期结束前完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通过博士生资格认

定的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成。

开题报告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工作阶段，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方

可申请答辩。博士研究生开题前一般应进行查新。

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的，需重做开

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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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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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４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５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２Ｄ０１０１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学科前沿
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ａｎｄ
Ｆｌｕｖｉ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１６ １ 秋、春 讲课／研讨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Ｄ０１０２
工程水动力学研究进展（双语）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Ｄ０１０３
高等泥沙运动力学及应用（双
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Ｄ０１０４

裂隙孔隙介质渗流力学及多场
耦合理论（双语）
ＦｌｕｉｄｆｌｏｗａｎｄＣｏｕｐｌｅｄＴｈｅｒｍｏ－
ｈｙｄ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ＨＭ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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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窦国仁．紊流力学［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２．
［２］张瑞瑾，谢鉴衡，陈文彪．河流动力学［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王惠民．流体力学基础［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左东启．模型试验的理论和方法相似理论［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８４．
［５］唐洪武，唐立模等．现代流动测试技术及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６］周文德．明渠水力学［Ｍ］．美国：麦克格劳－希尔图书公司，１９５９．
［７］汪德．计算水力学理论与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８］陆浩，高冬光．桥梁水力学［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１．
［９］安德森，姚朝晖，周强．计算流体力学入门：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１０］金忠青．Ｎ－Ｓ方程的数值解和紊流模型［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１］李炜．环境水力学进展［Ｍ］．武汉：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２］戴会超等．水利水电工程水流精细模拟理论与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３］李人宪．有限体积法基础［Ｍ］．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４］贝尔，李竞生，陈崇希．多孔介质流体动力学［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５］毛昶熙．渗流计算分析与控制（第二版）［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６］卢廷浩，刘祖德，陈国兴．高等土力学［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７］李国鼎．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８］陆士强．土工合成材料应用原理［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９］薛禹群．地下水动力学［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０］仵彦卿．岩土水力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１］邓英尔．高等渗流理论与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２］钱宁，万兆惠．泥沙运动力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３］邵学军，王兴奎．河流动力学概论［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４］钱宁，张仁，周志德．河床演变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２５］ＢｒａｄｌｅｙＪ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ｏｆＢｒｉｄｇｅ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ｓ［Ｍ］．Ｕ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Ｈｉｇｈｗａ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８．
［２６］ＦｅｒｚｉｇｅｒＪＨ，Ｐｅｒｉ？Ｍ．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６．
［２７］ＫｏｖáｃｓＧ．Ｓｅｅｐａｇｅ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Ｍ］．ＡｃｃｅｓｓＯｎｌｉｎｅｖｉａ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１１．
［２８］ＺｉｅｎｋｉｅｗｉｃｚＯＣ，ＴａｙｌｏｒＲＬ．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Ｍ］．Ｌｏｎｄｏｎ：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７７．
［２９］ＴｏｄｄＤＫ，ＭａｙｓＬＷ．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Ｅｄｉｔｉｏｎ［Ｊ］．１９８０．
［３０］Ｙａｌｉｎ，Ｍ．Ｓ．Ｒｉｖｅ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Ｍ］．Ｏｘｆｏｒｄ：Ｐｅｒｇａｍ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３１］期刊：水利学报
［３２］期刊：水科学进展
［３３］期刊：水力发电学报
［３４］期刊：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Ａ辑）
［３５］期刊：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３６］期刊：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３７］期刊：武汉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３８］期刊：天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３９］期刊：地球物理学报
［４０］期刊：工程流体力学
［４１］期刊：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４２］期刊：中国科学．Ｅ辑
［４３］期刊：泥沙研究
［４４］期刊：水利水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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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期刊：长江科学院院报
［４６］期刊：水利水运工程学报
［４７］期刊：岩土工程学报
［４８］期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４９］期刊：岩土力学
［５０］期刊：地球科学进展
［５１］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２］期刊：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５３］期刊：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ｓ
［５４］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５５］期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５６］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５７］期刊：Ｃｈｉｎ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８］期刊：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
［５９］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６０］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６１］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６２］期刊：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６３］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６４］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６５］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６６］期刊：Ｃａｎａｄ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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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结构工程（０８１５０３）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学科简介

我校水工结构工程学科创建于１９５２年，１９８１年获硕、博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０

年建立博士后流动站，１９９６年被确定为水利部重点学科，１９９７年成为国家“２１１工

程”重点建设学科，１９９９年设立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岗位，２００１年

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同年成立教育部水利水电工程安全工程研究中心，２００３年

成立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工程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９７３计划、国家科技攻关、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等高水平研究任务以及长江

三峡、二滩、小湾、小浪底、锦屏、糯扎渡、南水北调等众多重大水利水电工程的科

研课题，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及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本学科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

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

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具有较好的外文写作

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高坝及坝基安全监控理论、方法和技术（Ｓａｆｅ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Ｍｅｔｈ

ｏｄ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Ｄａ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２、坝工设计计算理论与试验技术（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ＤａｍＤｅｓｉｇｎｓ）

３、高边坡及地下工程（ＨｉｇｈＳｌｏｐｅｓ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大型水闸、船闸及输水结构（Ｓｌｕｉｃｅｓ，ＳｈｉｐＬｏｃｋｓ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５、水工混凝土新材料新工艺（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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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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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论文应的选题应以社会发展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

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

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

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选题应为学科前沿，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尤

其鼓励与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选题。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

学期结束前完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通过博士生资格认

定的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成。

开题报告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工作阶段，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方

可申请答辩。博士研究生开题前一般应进行查新。

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的，需重做开

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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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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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结构工程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ｈａｏｓ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５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２Ｄ０２０１
水工结构工程学科前沿专题讲
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１６ １ 秋、春 讲课／研讨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Ｄ０２０２

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控理论及其
应用
Ｓａｆｅ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Ｄ０２０３
水工结构动力分析与模型试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Ｄ０２０４
结构优化设计理论及应用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Ｄ０２０５
离散单元法与粒状体力学
Ｔｈｅ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Ｄ０４０３
水利工程安全管理
Ｓａｆｅ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
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Ｐｒｏｊｅｃ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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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吴中如．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控理论及其应用［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顾冲时，吴中如．大坝与坝基安全监控理论和方法及其应用［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吴中如等．大坝的安全监控理论和试验技术［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吴中如，顾冲时．混凝土坝和坝基的强度理论及其应用［Ｍ］．南京：河海大学研究生部，１９９７．
［５］土工合成材料工程应用手册（第二版）［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６］顾淦臣，束一鸣，沈长松．土石坝工程经验与创新［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０４．
［７］石根华，裴觉民．数值流形方法与非连续变形分析［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８］毛昶熙．渗流计算分析与控制［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３．
［９］潘家铮，何景．中国大坝５０年［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０］赵纯厚，朱振宏，周端庄．世界江河与大坝［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１］陈国兴．岩土地震工程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２］左东启等．模型试验理论和方法［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８４．
［１３］李忠献．工程结构试验理论与技术［Ｍ］．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４］朱伯芳．有限单元法原理与应用（第３版）［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５］陈国荣．有限单元法原理及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６］曹克明，汪易森，徐建军，刘斯宏：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坝工丛书）［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１７］贺少辉．地下工程（修订本）［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８］田正宏，强晟．水工混凝土高质量施工新技术［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９］李金玉，曹建国．水工混凝土耐久性的研究和应用［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０］刘立新．沥青混合料粘弹性力学与材料学原理［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１］徐至钧．纤维混凝土技术及应用［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２］钟登华，练继亮，吴康新，任炳昱．高混凝土坝施工仿真与实时控制［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２３］刘汉龙，束一鸣，奥斯特温．Ｄｉｋ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Ｍ］，２００４．
［２４］ＰｉｌａｒｃｚｙｋＫＷ．Ｇｅ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

２０００．
［２５］ＭａｒｉｎｏＭＡ，ＬｕｔｈｉｎＪＮ．Ｓｅｅｐａｇｅ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ｃｃｅｓｓＯｎｌｉｎｅｖｉａ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１９８２．
［２６］ＲｅｄｄｉＬＮ．ＳｅｅｐａｇｅｉｎＳｏｉｌ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Ｉｎｃ．，２００３．
［２７］ＢｅａｒＪ．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Ｄｏｖ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２０１２．
［２８］期刊：水利学报
［２９］期刊：岩土工程学报
［３０］期刊：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３１］期刊：河海大学学报
［３２］期刊：水力发电学报
［３３］期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３４］期刊：岩土力学
［３５］期刊：世界地震工程
［３６］期刊：中国科学
［３７］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Ｄａ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３８］期刊：Ｇｅ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３９］期刊：Ｇｅｏｔｅｘｔｉｌｅｓ＆Ｇｅｏ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
［４０］期刊：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Ｄａ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４１］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２］期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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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４４］期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ｓ
［４５］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６］期刊：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７］期刊：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４８］期刊：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４９］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５０］期刊：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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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０８１５０４）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工程学科创建于１９５２年，１９８４年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

１９９３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６年被评为水利部重点学科，２００７年成为国家二

级重点学科，也是国家“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学科，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和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工程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是该学科研究主

要的支撑平台。学科现有１０余名博士生导师，近２０名硕士生导师，另有近１０名

校外兼职博导。

本学科以我国大型水电站、泵站、抽水蓄能电站和潮汐电站，以及风力发电等

新能源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研究和解决水利水电工程以及新能源的规划、设计

理论及关键技术，注重源头创新和均衡发展，为我国的水利水电和新能源建设做

出了重要贡献。近五年来，本学科积极推进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全面介入了

三峡、溪洛渡、锦屏、白鹤滩等世界巨型水电站和我国几乎所有大型抽水蓄能电站

的科研工作，参与了国家“９７３”、“８６３”、“９４８”项目的科学研究，以及“南水北调”

和“西电东送”工程的建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０余项，在理论研究和工程应

用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创新性研究成果，发表了近２００篇 ＳＣＩ或 ＥＩ检索的学术论

文，出版了２０余部专著或教材，荣获３项国家教学科研成果奖，１５项部省级科技

进步奖，２０余项发明专利。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本学科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

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

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具有较好的外文写作

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水利水电系统规划与发展战略（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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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水电站和泵站水力学／结构（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ｕｍｐＳｔａｔｉｏｎ）

３、水力机组安全控制及过渡过程（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Ｕｎｉｔ）

４、抽水蓄能及新能源技术（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Ｐｕｍｐｅ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ｎｄＲｅｎｅｗ

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

５、农业水利及节水灌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Ｉｒ

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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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论文应的选题应以社会发展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

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

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

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选题应为学科前沿，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尤

其鼓励与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选题。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

学期结束前完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通过博士生资格认

定的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成。

开题报告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工作阶段，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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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请答辩。博士研究生开题前一般应进行查新。

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的，需重做开

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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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ｈａｏｓ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２Ｄ０３０１
水利水电工程学科前沿专题讲
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
ｃ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６ １ 秋、春 讲课／研讨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Ｄ０３０２ 瞬变流（二）（双语）
Ｆｌｕｉｄ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ｓ（ＩＩ）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Ｄ０３０３
水利水电系统规划及调度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Ｄ０３０４
水力机组测试与诊断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ｕｌ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Ｕｎｉｔ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Ｄ０５０２
现代灌排理论
Ｍｏｄｅｒ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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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Ｍ．Ｈ．乔德里，陈家远等．实用水力过渡过程［Ｍ］．成都：四川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１９８５．
［２］王树人，刘天雄，彭天玫．水力不稳定流［Ｍ］．大连：大连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
［３］沈祖诒，田树棠，支培法．水力机械优化设计和计算机辅助分析［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４］杨开林．电站和泵站中的水力瞬变及调节［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梅祖彦．抽水蓄能发电技术［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６］金锥，姜乃昌，汪兴华．停泵水锤及其防护［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３．
［７］刘竹溪，刘光临．泵站水锤及其防护［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８８．
［８］陈乃祥．水利水电工程的水力瞬变仿真与控制［Ｍ］．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马震岳，董毓新．水电站机组及厂房振动的研究与治理［Ｍ］．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０］方国华，黄显峰．多目标决策理论、方法及其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１］郭潇，方国华．跨流域调水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研究［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２］顾圣平，田富强，徐得潜主编．水资源规划及利用［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３］张基尧．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理论与实践［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４］陈家远．中国水利水电工程［Ｍ］．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５］Ｃ．Ｊａｅｇｅｒ．水力不稳定流［Ｍ］．大连：大连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６］王光谦，欧阳琪，张远东等．世界调水工程［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７］杨信立，刘国纬．国外调水工程［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８］刘启钊，胡明．水电站（第四版）［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９］方国华，周红梅，高玉琴．水能利用［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０］ＯｇａｔａＫ，卢伯英，佟明安．现代控制工程［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１］ＷｙｌｉｅＥＢ，ＳｔｒｅｅｔｅｒＶＬ，ＳｕｏＬ．Ｆｌｕｉｄ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ｓ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Ｃｌｉｆｆｓ，１９９３．
［２２］ＫｕｎｄｕｒＰ．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ａ）Ｃｏ．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２３］ＬａｒｏｃｋＢＥ，ＪｅｐｐｓｏｎＲＷ，ＷａｔｔｅｒｓＧＺ．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ｏｆ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２４］ＤｕａｎＣＧ，Ｋａｒｅｌｉｎ．Ｖ．Ｙ．Ａｂｒａｓｉｖｅ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Ｍ］．Ｌｏｎｄｏｎ：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ｌ

ｌｅｇ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２５］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６］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７］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ｌｕｉｄ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８］期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９］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０］期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１］期刊：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３３］期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ＭＥＦｌｕｉｄ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ｕｍｍｅｒ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３４］期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ＩＡＨＲ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３５］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６］期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７］期刊：水利学报
［３８］期刊：水科学进展
［３９］期刊：水力发电学报
［４０］期刊：四川大学学报
［４１］期刊：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４２］期刊：武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４３］期刊：中国科学．Ｅ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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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期刊：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４５］期刊：水资源保护
［４６］期刊：地球科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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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０８１５０５）

（Ｈａｒｂｏｒ，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学科简介

我校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学科始建于１９５２年，１９８１年学科成为全国首批博

士学位授权点，１９８８年近海工程专业成为硕士学位授权点，１９９０年港口航道工程

学科成为全国首个博士学位授权点，２００７年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学科被评为国

家重点学科，是国家“２１１工程”、“全球水循环与国家水安全”９８５优势学科创新平

台重点建设学科。所在的一级学科水利工程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２年全国学科评比中

获得第一名。

本学科目前拥有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水资源高效

利用与工程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围绕“港航特色，国际一流”建设目标，“十一

五”以来，本学科主持与承担了６２４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８００余篇，出版著作和

教材３０余部，获部省级以上科技奖５６项，其中国家科技奖１项。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理论联系

实际，善于钻研与创新，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

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

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河口海岸及近海工程水动力环境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Ｅｓｔｕａｒｙ，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海岸风暴灾害与防灾减灾 （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ｔｏｒｍ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ａｎｄＩｔｓ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３）港口航道工程泥沙与疏浚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ａｒｂｏｒ，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ａｎｄＤｒｅｄｇｉｎｇ）

（４）工程结构物及其与周围介质的相互作用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Ｍｅｄｉｕｍ）

（５）水运工程经济、规划与管理 （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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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ｙ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

本》，由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

责对其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

核。

３．实践活动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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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

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

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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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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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ｈａｏｓ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３Ｄ０１０１ 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春／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Ｄ０１０２ 《高等海岸动力学》（双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Ｄ０１０３
工程结构分析的高等理论与方
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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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严恺．海岸工程［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刘家驹．海岸泥沙运动研究及应用［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邱大洪．波浪理论及其在工程上的应用［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
［４］钱宁，万兆惠．泥沙运动力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５］韩其为，何明民．泥沙起动规律及起动流速［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６］薛鸿超．海岸及近海工程［Ｍ］．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７］邹志利．波浪理论及其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８］罗肇森．河口治理与大风骤淤［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９．
［９］封学军．港口群系统及其优化研究［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０］ＲｏｂｅｒｔＧ．Ｄｅａｎ，ＲｏｂｅｒｔＡ．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１１］ＲｏｂｅｒｔＴ．Ｈｕｄｓｐｅｔｈ．ＷａｖｅｓａｎｄＷａｖｅＦｏｒｃｅｓｏ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Ｍ］．Ｗｏｒ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１２］ＪｏｈｎＮ．Ｎｅｗｍａｎ，Ｍａｒ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Ｔｈ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１３］王炳煌．高桩码头工程［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４］刘永绣．板桩和地下墙码头的设计理论和方法［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５］吴澎．深水航道设计［Ｍ］．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６］陈达，沈才华．高桩码头结构分段设计理论和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７］参考期刊：《水利学报》
［１８］参考期刊：《水运工程》
［１９］参考期刊：《中国水运》
［２０］参考期刊：《上海港口》
［２１］参考期刊：《长江航运研究》
［２２］参考期刊：《水道港口》
［２３］参考期刊：《交通工程建设》
［２４］参考期刊：《海洋工程》
［２５］参考期刊：《海洋工程技术与装备》
［２６］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２７］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８］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９］参考期刊：《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０］参考期刊：《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１］参考期刊：《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参考期刊：《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３］参考期刊：《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Ｓｈｅｌ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４］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Ｐｏｒｔ，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５］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６］参考期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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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务（０８１５Ｚ１）

（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Ａｆｆａｉｒｓ）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学科简介

城市水务是２００２年经教育部批准自主建立的新学科，河海大学是全国第一

个设置城市水务学科硕士和博士点的高校。本学科主要涉及城市水循环机理、城

市水务规划与管理、城市水资源开发与利用、城市水生态环境保护、城市水灾害防

治等基本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水

资源高效利用与工程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以及上海市、张家港市水务教学科

研实验基地，为培养城市水务硕士研究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河海大学开展城市

水问题研究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负责承担了数百项有关城市水务方面的国家攻

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部、省级重点科研项目，取得了多项有价值的科研成

果。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

城市水务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具备宽广的国际视野、严谨慎密的科学思维、诚

信求实的科学精神、积极主动的团队合作理念、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并做出创造性

成果，熟练应用一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的高层次学术型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城市水循环机理（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Ｃｙｃｌ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２．城市水务规划与管理（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城市水环境与生态（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ｙ）

４．城市水务工程（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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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可减免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

可申请减免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学分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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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应以水务学科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

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的重大需要。论文选题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

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在此基础上确定研

究方向和主要研究内容。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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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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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务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４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１Ｄ０３０１ 城市水务前沿专题讲座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６ １ 秋、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Ｄ０３０２ 城市发展与水务规划
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Ｄ０３０３ 城市雨洪利用与管理
Ｕｒｂａｎ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Ｄ０２０５ 恢复生态学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１Ｄ０１０７
全球气候变化与水循环
Ｇｌｏｂ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Ｄ０１０８
科技英文论文写作
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查 水文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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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朱元生，金光炎．城市水文学［Ｍ］．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高成，徐向阳，刘俊．滨江城市排涝模型［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３．
［３］崔广柏，徐向阳，刘俊等．滨江地区水资源保护理论与实践［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王浩．中国水资源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１０．
［５］刘延恺．城市防洪与排水［Ｍ］．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６］陈鸿汉，刘俊，高茂生．城市人工水体水文效应与防灾减灾［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７］谭维炎．计算浅水动力学－有限体积法的应用［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８］程晓陶．中国沿海地区城市洪水预测与风险分析（英文版）［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９］付湘，王丽萍，边玮．洪水风险管理与保险［Ｍ］．北京：科学出版社
［１０］王船海，李光炽．实用河网水流计算［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１］程文辉．太湖流域河网水量模型研究［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２］杨士弘．城市生态环境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３］ＰＲＩＣＥＲＫ，ＶｏｊｉｎｏｖｉｃＺ．ＵｒｂａｎＨｙｄｒ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ＵｒｂａｎＷａ

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Ｗ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１．
［１４］ＡＫＡＮＡＯ，ＨＯＵＧＨＴＡＬＥＮＲＪ．Ｕｒｂａ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３．
［１５］ＤＡＧＮＡＣＨＥＷＡ．Ｕｒｂａｎ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ＭｅｋｅｌｌｅＣｉｔｙ．ＬＡＰＬａｍｂｅｒ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１．
［１６］ＨＡＬＬＭ．Ｊ．Ｕｒｂａ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４．
［１７］ＧＵＮＴＨＥＲＧ．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１９８７
［１８］ＳＴＥＰＨＡＮＪＮ．Ｕｒｂａｎ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ｏｃａＲａｔｏｎ．１９９４．
［１９］ＹＡＮＧＸＪ．Ｕｒｂａｎ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ｉｌｅｙ－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１．
［２０］ＢＥＲＮＡＲＤＢ．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ＵＮＥＳＣＯ．２０１１．
［２１］ＭＡＲＴＩＮＭＫ．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２２］ＨＯＲＭＯＺＰ．Ｕｒｂａｎ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２３］ＣＨＲＩＳＺ．Ｕｒｂａｎｆｌｏｏ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Ｂａｌｋｅｍａ．２０１１．
［２４］ＬＡＲＲＹＷＭ．Ｕｒｂａｎ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ｏｏｌ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４．
［２５］ＹＥＮＢＣ．Ｕｒｂａｎ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ＵｒｂａｎＳｔｏｒｍ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２．
［２６］ＳＴＵＡＲＴＧＷ．Ｕｒｂａ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１９８９．
［２７］ＰＥＴＴＳＧ．ＵｒｂａｎＲｉｖｅｒｓ．ＩＷ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０．
［２８］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９］环境科学研究
［３０］水利学报
［３１］水科学进展
［３２］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３３］城市道桥与防洪
［３４］给水排水
［３５］中国给水排水
［３６］灾害学
［３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３８］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Ｗ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３９］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４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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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４２］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４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ＲＣＰｒｅｓｓ
［４４］中国水论坛（每年举办一次）
［４５］中国水利学会学术年会
［４６］城市防洪国际论坛
［４７］世界水论坛
［４８］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高层论坛
［４９］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
［５０］城市水业战略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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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建设与管理（０８１５Ｚ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水利工程（０８１５）

一、学科简介

我校水利水电建设与管理学科于２００４年开始设立，经过近１０年的持续稳定

发展，在本学科领域已形成一支具有较高教学、实验和科研水平的师资队伍。学

科现有９名博士生导师，近１０名硕士生导师，另有２名校外兼职博导。本学科以

我国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研究领域有水利水电系统规划，

建设项目跟踪管理，新材料、新技术的开发应用，施工组织与管理，水利水电工程

的日常维护、运行管理和优化调度，水利水电工程的生命诊断及综合整治等。本

学科积极推进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承担了多项“９７３”项目、“８６３”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大支撑课题等部省级重大科技项目，以及各类科研项目，

在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创新性研究成果，发表了几十篇ＳＣＩ或

ＥＩ检索学术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或教材，多次荣获国家及部省级奖项。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本学科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

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

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具有较好的外文写作

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水利水电建设项目管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Ｈｙ

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水利水电系统规划与运营管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管理（Ｓａｆｅ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

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水利水电工程综合评价（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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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水工建筑物综合整治技术（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Ｈｙｄｒａｕ

ｌ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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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论文应的选题应以社会发展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

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

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

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选题应为学科前沿，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尤

其鼓励与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选题。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

学期结束前完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通过博士生资格认

定的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成。

开题报告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工作阶段，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方

可申请答辩。博士研究生开题前一般应进行查新。

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的，需重做开

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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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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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建设与管理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３Ｄ０１０７
项目管理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１０２ 管理系统工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２Ｄ０４０１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管理学科前
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
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６ １ 秋、春 讲课／研讨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Ｄ０４０２
水利水电工程运营管理
Ｒｕｎｎ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Ｄ０４０３
水利工程安全管理
Ｓａｆｅ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
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Ｐｒｏｊｅｃ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Ｄ０４０４
水利信息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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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方国华，黄显峰．多目标决策理论方法及其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王卓甫．工程项目管理理论方法与应用［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沈长松，王世夏，林益才，刘晓青．水工建筑物［Ｍ］．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顾淦臣，束一鸣，沈长松．土石坝工程经验与创新［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杜慰纯．信息获取与利用［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６］王兵．知识产权基础教程［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７］罗宾斯．组织行为学［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８］程莉莉．项目管理仿真与软件应用［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９］郭潇，方国华著．跨流域调水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研究［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０］张基尧．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理论与实践［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１］期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１２］期刊：管理工程学报
［１３］期刊：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１４］期刊：水利水电技术
［１５］期刊：水电能源科学
［１６］期刊：岩土工程学报
［１７］期刊：岩土力学
［１８］期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１９］期刊：水利学报
［２０］期刊：泥沙研究
［２１］期刊：水力发电学报
［２２］期刊：水科学进展
［２３］期刊：河海大学学报
［２４］期刊：水利水运工程学报
［２５］期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６］期刊：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７］期刊：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８］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９］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０］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１］期刊：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期刊：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３３］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４］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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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０８１６０１）

（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测绘科学与技术（０８１６）

一、学科简介

我校“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学科的博士点于２００３年设置，２００７年设立

“测绘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本学科以现代大地测量理论与方法、精密工程

测量理论与技术、形变监测与安全监控理论与技术、卫星大地测量及应用、多源遥

感信息融合及应用、虚拟现实技术与三维ＧＩＳ、卫星精密定位为主要特色和研究方

向。学科研究各种特殊精度要求的测量技术和方法，研究各种安全监控模型和监

测系统的网络化理论与方法，建立安全监控信息管理系统及专家评判系统；研究

卫星导航和精密定位技术，建立多系统定位信息融合模型与方法；研究多元遥感

自动化测量及信息化管理等。近年来本学科承担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科技支撑、重大工程在内的众多科研项目，在大型建筑物变形监测安全监控、监测

数据的分析处理、卫星导航与定位、３Ｓ集成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获

得了２０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奖励，研究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理论联系

实际，善于钻研与创新，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系统深入地掌握测绘学科领域

内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技能方法，熟练应用一门外语进行科学学术交流，具有较

高计算机应用能力，对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深入全面

的了解，具有独立与创造性从事本学科科学研究和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

次学术型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现代大地测量理论与方法（Ｍｏｄｅｒ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精密工程测量理论与技术（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Ｐｒｅｃｉｓ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ｕｒ

ｖｅｙｉｎｇ）

３．形变监测与安全监控理论与技术（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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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卫星大地测量及应用（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５．多源遥感信息融合及应用（Ｆ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ｅｉｎｇ）

６．虚拟现实技术与三维ＧＩＳ（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ｌＧＩＳ）

７．卫星精密定位（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

免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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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主要围绕现代大地测量理论与方法、精密工程测量

理论与技术、形变监测与安全监控理论与技术、卫星大地测量及应用、多源遥感信

息融合及应用、虚拟现实技术与三维ＧＩＳ、卫星精密定位等方向，密切联系国民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论文选题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

和学术调研，明确研究方向予以确定，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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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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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ａ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４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１Ｄ０２０１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学科前
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２０２
最优估计理论在空间大地测量
中应用（双语）
ＭｏｄｅｒｎＧｅｏｄｅｓ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２０３
现代测量数据处理理论
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ｍａｔ
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ｓｉｍ

１６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１Ｄ０２０４
安全监控理论与应用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２０５
虚拟现实技术及应用
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２０６
多源遥感数据分析及应用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
－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Ｄａｔａ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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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金坤林．如何撰写和发表ＳＣＩ期刊论文．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吴中如．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控理论及其应用．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３］吴中如，顾冲时．大坝安全综合评价专家系统．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孔祥元，郭际明．大地测量学基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５］宁津生．现代大地测量理论与技术．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６］陈永奇，吴子安，吴中如．变形监测分析与预报．北京：测绘出版社，１９９８．
［７］崔希璋，於宗俦，等．广义测量平差．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８］何秀凤．变形监测新方法及其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９］黄声享，尹晖等．变形监测数据处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０］赵英时，遥感应用分析原理与方法（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１］华锡生，田林亚．安全监测原理与方法．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２］华锡生，黄腾．精密工程测量技术及应用．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３］孙显．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理解．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４］韩敏．混沌时间序列预测理论与方法．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５］陈永奇，吴子安，吴中如．变形监测分析与预报．北京：测绘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６］何秀风，何敏．ＩｎＳＡＲ对地观测数据处理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７］黄维彬．近代平差理论及其应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８］边肇祺等．模式识别．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９］戴昌达．遥感图像应用处理与分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０］浦瑞良．高光谱遥感及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１］参考期刊：测绘学报．
［２２］参考期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３］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
［２４］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５］参考期刊：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６］参考期刊：ＧＰＳＷｏｒｌｄ．
［２７］参考期刊：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ｖｉｅｗ．
［２８］参考期刊：ＩＳＰＲＳ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９］参考期刊：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０］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１］参考期刊：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ａ．
［３２］参考期刊：ＢｏｌｅｔｉｍＤｅＣｉｅｎｃｉａｓＧｅｏｄｅｓｉｃａｓ．
［３３］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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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０８１８０２）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０８１８）

一、学科简介

地球探测以地下不同物质之间存在的物理属性差异为前提，通过对天然和人

工地球物理场的观测、处理和解释，进行各种地质勘查，对不同时空尺度下的地下

目标和过程进行探测、监测及评价。地球信息技术是指通过各种空间探测技术方

法获取地表至地球内部的组成、结构与构造、状态等相关信息，并利用计算机和数

学模型对信息进行挖掘、分析、融合。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主要应用于矿产勘查、

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及环境地质调查、基础地质调查等领域。

我校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学科为江苏省优势学科。本学科现有教授１３名，

副教授８名，其中博导１２名，讲师５名，具有博士学位教师２１人。学科拥有电法、

磁法、地震等各类物探设备和Ｘ射线衍射仪、ＩＣＰ等化探设备。近５年来，承担多

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攻关项目、重大工程项目在内的各类科研项目。

先后有１５项成果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在各类中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４００余

篇。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科学精神和较强的创新能力，具有坚实而宽广的理论基

础，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掌握本学科的国内外现状、前沿领域和发展趋势。具有

独立和创造性地从事本专业科学研究的能力，熟练地阅读外文文献并进行学术交

流的高层次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应用地球物理（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应用地球化学（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３．地质体监控与信息技术（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Ｇ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Ｂｏｄｙ）

４．地质信息三维建模与可视化（３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５．地球物理探测仪器（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ｆｏｒ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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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非全日制学生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

－６年，最长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研究生课程由学位课程和非学位课程组成。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

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

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

免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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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推荐阅读的重要

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见附录。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以应用地球物理、应用地球化学、地质体监控与信

息技术、地质信息三维建模与可视化、地球物理探测仪器等领域发展中面临的重

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

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论文选题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

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明确研究方向后予以确定，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

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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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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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探测与信息及技术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英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ｓｉ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１Ｄ０３０１ 应用地球物理
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１Ｄ０３０２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学科前沿
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３０３ 应用地球化学
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３０４
物探及测井新方法及新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ｌｏｇｇ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３０５ 区域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ｓｉ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１Ｄ０１０３
地下水探测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ｒａｃ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４０５
地质环境多尺度监控理论与方
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Ｇｅｏ－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４０４
地质灾害防治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Ｇｅｏ－ｈａｚ
ａｒｄ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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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参考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周绪文编．反射波地震勘探方法．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９．
［２］陆基孟主编．地震勘探原理．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３］杜世通主编．地震波动力学．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４］孙成禹主编著．地震波理论与方法．东营：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５］杨文采著．地球物理反演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地址出版社，１９９７．
［６］姚姚主编．地球物理反演－基本理论与应用方法．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７］史鱒编著．地球物理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８］戈革主编．地震波动力学基础．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０．
［９］傅淑芳、朱仁益主编．地球物理反演问题．北京：地震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０］何

#

登、熊维纲编著．应用地球物理教程－地震勘探．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１］马在田等编著．计算地球物理学概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２］牟永光主编．储层地球物理学．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６．
［１３］董敏煜主编．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４］李振春、张军华主编．地震数据处理方法．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５］王兴泰主编．工程与环境物探新方法新技术．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６］陈仲候、王兴泰等编．工程与环境物探教程．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７］周天福主编．工程物探．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８］丁绪荣主编．普通物探教程－－地震附声波探测．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８４．
［１９］胡广书编著．数字信号处理－－理论、算法与实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０］张海澜、王秀明、张碧星著．井孔的声场和波．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１］杜功焕、朱哲民、龚秀芬著．声学基础．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２］ＭｅｊｕＭ．Ａ．．地球物理数据分析－－反演问题理论和实践．涿州：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１９９６．
［２３］徐伯勋、白旭滨、于常青编著．地震勘探信息技术－－提取、分析和预测．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４］勒中鑫编著．数字图像信息处理．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５］曾昭发、刘四新、王者江、薛建编著．探地雷达方法原理及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６］赵大鹏主编．定量地学方法及应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７］参考期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８］参考期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Ｌｔｄ．
［２９］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３０］参考期刊：地球物理学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３１］参考期刊：地球物理学进展．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３２］参考期刊：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３］参考期刊：石油地球物理勘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公司．
［３４］参考期刊：石油物探．石油物探研究所．
［３５］参考期刊：工程地球物理学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长江大学．
［３６］参考期刊：中国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国石油大学．
［３７］参考期刊：地学前缘英文版．（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大学．
［３８］参考期刊：Ｔｈ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Ｅｄｇ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ｓ．
［３９］参考期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４０］参考期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４１］参考期刊：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
［４２］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４３］参考期刊：Ｐｕｒ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
［４４］参考期刊：Ｒｅｖｉｅｗｓ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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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工程（０８１８０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０８１８）

一、学科简介

地质工程是地质学与工程学交叉的学科，研究与地质体相关的工程勘察、设

计、施工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以人类工程活动与地质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运

用地质调查、钻掘、原位测试、样品测试分析、物理与数值模拟等方法和技术，开展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评价，研究工程区域稳定性和环境效应，进行地质灾害

预测与防治，研发岩土钻掘器具、工艺、钻井液和钻掘安全等技术，开展各类工程

选址，以及建筑物地基基础的勘察、评价、设计、施工、管理等。

我校地质工程学科创建于１９５２年，１９７８年秋季开始正式招收本科生，１９８６

年获硕士学位授权点，２００３年获博士学位授权点，２００６年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

和特色专业建设点，２０１２年在全国学科综合排名中位列第８名，处于前列。本学

科是国家“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内容，拥有地质工程安全监测系统、地质参数快速

测试系统等先进设备以及地质环境及地质灾害防治江苏省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

生示范基地。现有教学科研人员３１人，其中教授１１名（其中博导１０名），副教

授、高级实验师１２名，具有博士学位教师１９人。学科立足于解决水利水电、土

木、交通、能源、城建等行业中的重大地质工程问题，在地质体稳定性、地质工程安

全监控、水文地质、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等方面形成了特色研究方向，在国内外具

有重要的学术影响。近五年来，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９７３）项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国家级科技攻关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

基金、上海市重大科研项目以及江苏省重大交通工程建设项目等多项。发表论文

６００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２０余种，获部省级以上科技奖２０余项。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理论联系

实际，善于钻研与创新，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

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技能方法，熟练应用一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对地质工程学科

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深入全面的了解，具有独立与创造性从事本学科科学研究和

０７１



有效解决地质工程实际问题的高层次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地质体稳定性（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ｏｄｙ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地质工程安全监控（Ｓａｆｅｔ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ｆｏ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ｏｄｙ）

３．水文地质（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４．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Ｈａｚａｒｄ）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学习年限实行弹性学制，最

长不超过６年（在职学习的非全日制学生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

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研究生课程由学位课程和非学位课程组成。课程总学分为１５学分，其

中学位课程为１１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课课程见

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

免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活动等。申请学位论

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次，公

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博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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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

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

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的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推荐阅读的重要

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见附录。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论文中期

检查、发表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以地质工程科学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

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

学术调研等，明确研究方向后予以确定，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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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３７１



地质工程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ｓｉ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１Ｄ０１０１
地质建模与数值分析
Ｇｅｏ－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地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１Ｄ０４０１
地质工程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Ｇｅ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４０２
地质体稳定性理论与方法（双
语）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Ｇｅｏ－ｂｏｄ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４０３ 现代水文地质（双语）
Ｍｏｄｅｒ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４０４
地质灾害防治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Ｇｅｏ－ｈａｚ
ａｒｄ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ｓｉｍ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１Ｄ０４０５
地质环境多尺度监控理论与方
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Ｇｅｏ－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１０３
地下水探测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ｒａｃ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３０４
物探及测井新方法及新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ｌｏｇｇ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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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钱家欢，殷宗泽．土工原理与计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ＬａｍｂｅａｎｄＷｈｉｔｒｎａｎ．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Ｓ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９７９．
［３］Ｆ．Ｇ．Ｈ．Ｂｌｙｔｎ＆Ｍ．Ｈ．ｄｅＦｒｅｉｔａ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Ｓｅｖｅｎ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ＥｄｗａｒｄＬｔｄ，１９８４
［４］ＦｒｅｅｚｅＲ．Ａ．，ＣｈｅｒｒｙＪ．Ａ．，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Ｐｒｅａ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Ｉｎｃ，１９７６．
［５］ＤｏｍｅｎｉｃｏＰ．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ＢｏｏｋＣｏ，１９７２．
［６］谷德振．岩体工程地质力学基础．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７］ＭｉｌｔｏｎＥＨａｒｒ．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ｅｅｐａｇ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ｏｖ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１９９１．
［８］ＧｏｏｄｍａｎＲ．Ｅ．，ＴａｙｌｏｒＲ．Ｌ．，ＢｒｅｋｋｅＴ．Ｌ．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ＪｏｉｎｔｅｄＲｏｃｋｓ．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ＡＳＣＥ，１９９０，９４（３）．

［９］ＷａｌｔｏｎＷ．Ｃ．，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７０．
［１０］ＣａｒｌａＷ．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Ｑｕｅｂｅｃｏｒ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ＢｏｏｋＧｒｏｕｐ，１９９７．
［１１］薛禹群．地下水动力学．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２］Ｇｏｏｄｍａｎ．Ｒ．Ｅ．，Ｂｌｏｃｋ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１９９５，４５（３）．
［１３］Ｂａｒｔｏｎ，Ｎ．Ｒ．ａｎｄＣｈｏｕｂｅｙ．Ｖ．，Ｔｈｅ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ＲｏｃｋＪｏｉｎｔｉ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１９７７．
［１４］Ｂａｒｔｏｎ，Ｎ．Ｒ．，Ｔｈｅ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ＲｏｃｋａｎｄＲｏｃｋＪｏｉｎｔｓ．Ｉｎｔ．Ｊｏｕｒ．ｏｆ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ｄＭ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６，

１３（９）．
［１５］Ｄｕｃａｎ，Ｊ．Ｍ．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Ｌｉｍｉｔ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ａｎｄ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ｌｏｐ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ＣＥ，１９９６，１２２（７）．
［１６］朱百里，沈珠江．计算土力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７］Ｄａｒｃｙ，Ｈ．，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ｆｌｏｗ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ａｎｄ，Ｌｅｓ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ｓ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ｓＤｅＬａＶｉｌｌｅＤｅＤｉ

ｊｏｎ，ＶｉｃｔｏｒＤａｌｍｏｎｔ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６．
［１８］Ａ．Ｃ．Ｗａｌｔｈａｍ．Ｇｒｏｕｎｄ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Ｂｌａｃｋｉｅ＆ＳｏｎＬｉｍｉｔ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８９．
［１９］ＰｅｔｅｒＡ．ＦｏｋｋｅｒａｎｄＢｏｇｄａｎＯｒｌｉｃ，Ｓｅｍｉ－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ｏｆ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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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科学与工程（０８１８Ｚ１）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０８１８）

一、学科简介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以地球科学基本理论为基础，以地下水为主要研究对象，

研究地下水资源的勘查、评价、开发、管理，地下水环境和地质环境的调查、监测、

评价和治理。我校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业侧重于地下水资源和地下水工程，并向

地表水、岩土工程和地质灾害等方向扩展。

我校地下水科学与工程学科源于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学科，２０１２年获博士学位

授予权。本学科现有教授８人，副教授７人。近五年来，承担多项基金项目和纵

向攻关项目，曾参与长江三峡工程，二滩工程，溪洛渡工程，小浪底工程，隔河岩工

程，观音岩工程，白鹤滩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南京市地铁，上海市重大市政工程，

杭州市地下水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南通市地下水资源评价、润扬长江公路大桥

等项目。有２０多项成果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其中国家级奖３项。在国内外发

表学术论文３００多篇，出版专著１０部。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理论联系

实际，善于钻研与创新，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

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技能方法，熟练应用一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对地下水科学与

工程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深入全面的了解，具有独立与创造性从事本学科科

学研究和有效解决重大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多孔介质流体力学（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

２．工程地下水（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地下水资源与环境（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学习年限实行弹性学制，最

长不超过６年（在职学习的非全日制学生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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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研究生课程由学位课程和非学位课程组成。课程总学分为１５学分，其

中学位课程为１１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课课程见

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

免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活动等。申请学位论

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次，公

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博士研

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主办活

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学术报

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的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上，在导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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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推荐阅读的重要

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见附录。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论文中期

检查、发表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以地质工程科学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

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

学术调研，明确研究方向后予以确定，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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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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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英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ｓｉ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１１Ｄ０１０１
地质建模与数值分析
Ｇｅｏ－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地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１Ｄ０１０２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学科前沿专
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１０３
地下水探测理论与技术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ｒａｃ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１０４
岩体地下水动力学（双语）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ｉｎＲｏｃｋ
Ｍａｓ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１０５ 高等水文地球化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ｓｉ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１Ｄ０４０５
地质环境多尺度监控理论与方
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Ｇｅｏ－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４０４
地质灾害防治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Ｇｅｏ－ｈａｚ
ａｒｄ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３０４
物探及测井新方法及新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ｌｏｇｇ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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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ＦｒｅｅｚｅＲ．Ａ．，ＣｈｅｒｒｙＪ．Ａ．，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Ｐｒｅａ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Ｉｎｃ，１９７６．
［２］ＤｏｍｅｎｉｃｏＰ．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ＢｏｏｋＣｏ，１９７２．
［３］ＭｉｌｔｏｎＥＨａｒｒ．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ｅｅｐａｇ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ｏｖ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１９９１．
［４］ＷａｌｔｏｎＷ．Ｃ．，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７０．
［５］ＣａｒｌａＷ．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Ｑｕｅｂｅｃｏｒ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ＢｏｏｋＧｒｏｕｐ，１９９７．
［６］吴吉春，薛禹群．地下水动力学．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７］ＴａｉｋａｎＯｋｉ，ＳｈｉｎｊｉｒｏＫａｎａｅ．Ｇｌｏｂ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ｅｓ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３１３．
［８］ＳｈｌｏｍｏＰ．Ｎｅｕｍａｎ，ＰａｕｌＡ．Ｗｉｔｈｅｒｓｐｏｏｎ．Ｆｉｅｌ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Ｌｅａｋｙ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ｑｕｉｆ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７２（５）．

［９］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ａｇｅｅｖ．Ｓｌｕｇｔｅｓ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６（８）．
［１０］ＢｉｏｔＭ．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ｈｙｓｉｓ，１９４１（１２）．
［１１］Ｙｕ－ｑｕｎＸｕｅ，Ｃｈｕｎ－ｈｏｎｇＸｉｅ，Ｑｉｎ－ｆｅｎＬｉ．Ａｑｕｉｆｅｒ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０，２６（１０）．
［１２］周志芳，王锦国，黄勇．裂隙介质水动力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３］Ｔ．Ｒ．Ｃ．Ａｓｔｏｎ，Ｒ．Ｎ．Ｓｉｎｇｈ．Ａ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ｏｃｋｕｓｉｎｇｓｌｕｇｔｅｓ

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Ｍｉｎ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１９８２，１（３）．
［１４］Ｌｏｍｉｚｅ．Ｇ．Ｍ．Ｆｌｏｗｉｎ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ｒｏｃｋ．Ｍｏｓｃｏｗ：Ｇｅｓｅｎｅｒｇｏｉｚｄａｔ，１９５１．
［１５］Ｓａｎｄｅｒ．Ｇ．Ｃ，Ｂｒａｄｄｏｃｋ．Ｒ．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ｃｏｎｔａｍｉ

ｎａｎ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７，３４（１－２）．
［１６］ＲｏｍｍＥ．Ｓ．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ｒｏｃｋｓ．Ｍｏｓｃｏｗ：Ｎｅｄｒａ，１９６６．
［１７］邓英尔，刘慈群，黄润秋，王允诚．高等渗流理论与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８］ＫｒｅｓｔｉｃＮ．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２００９．
［１９］ＦｅｔｔｅｒＣ．Ｗ．Ａｐｐｌｉｅ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ｇｏｇｙ（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Ｉｎｃ
［２０］Ｄａｒｃｙ，Ｈ．，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ｆｌｏｗ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ａｎｄ，Ｌｅｓ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ｓ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ｓＤｅＬａＶｉｌｌｅＤｅ

Ｄｉｊｏｎ，ＶｉｃｔｏｒＤａｌｍｏｎｔ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６．
［２１］ＦｒｉｅｄＪ．Ｊ．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Ｅｌｓｅｂｖｉｅｒ，１９７５．
［２２］ＨａｎｔｕｓｈＭ．Ｓ．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ｌｅａｋｙａｑｕｉｆｅｒ．Ｇｅｏｐｈ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６０，６５（１１）．
［２３］曹剑锋，迟宝明等．专门水文地质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４］ＨａｎｔｕｓｈＭ．Ｓ．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ｏｆｗｅｌｌ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６４．
［２５］ＨｕｉａｍａｎＬ．，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７２．
［２６］ＥｎｇｅｌｅｎＧ．Ｂ，ＪｏｎｅｓＧ．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ｆｌｏｗ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ＡＨ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
［２７］ＰｉｎｎｅｋｅｒＥ．Ｗ．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
［２８］ＭｉｒｏｎｅｒＡ．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７９．
［２９］ＭａｒｓｉｌｙＧ．ｄ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
［３０］薛禹群，谢春红．地下水数值模拟．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１］陈崇希，李国敏．地下水溶质运移理论及模型．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３２］ＮｕｍａｎＳ．Ｐ．，Ｐ．Ａ．Ｗａｔｈｅｒｓｐｏ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ｎｏｎｓｔｅａｄｙｆｌｏｗｗｉｔｈａｆｒｅ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

ｏ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７１（３）．
［３３］ＤｅｍｅｎｉｃｏＰ．，ＲｏｂｂｉｎｓＧ．Ａ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ｐｌｕｍ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２００６，２３（４）．
［３４］ＷａｌｔｏｎＷ．Ｃ．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ＢｏｃａＲａｔｏｎ：Ｌｅｗｉ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２．
［３５］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Ｆ．，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ｘｆｏｒ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２０１２．
［３６］ＴａｎｉｇｕｃｈｉＭ．，Ｉ．Ｐ．Ｈｏｌｍａｎ．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ｌｉｍａ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３７］贝尔（Ｊ．Ｂｅａｒ）著，李竞生，陈崇希译．多孔介质流体动力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３．
［３８］ＰｉｃｋｅｎｓＪ．Ｆ．，Ｇｒｉｓａｋ，Ｇ．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Ｓｃａｌ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Ｗａｔｅｒ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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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１（６）．
［３９］Ｌ．Ｆ．Ｋｏｎｉｋｏｗ，Ｃ．Ｅ．Ｎｅｕｚｉｌ．Ａ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ｃｏｎｆｉｎｉｎｇｌａｙｅｒｓ．Ｗａｔｅｒ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４３）．
［４０］ＢｅａｒＪ．，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Ｂ．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ｆｌｏｗａｎｄ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ｒｏｃｋａｑｕｉｆｅｒ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８７（４）．
［４１］ＨｏｎｇｂｉｎＺｈａｎ，ＡｉｇｕｏＢｉａｎ．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ｐｕｍｐ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ｌｅａｋａ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

３２８．
［４２］ＴｈｅｉｓＣ．Ｖ．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ｉｅｚ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

ｃｈａｒｇｅｏｆａｗｅｌｌｕｓ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Ｍ．Ｇｅｏｐｈｙｓ．Ｕｎ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１９３５（１６）．
［４３］参考期刊：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
［４４］参考期刊：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
［４５］参考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
［４６］参考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４７］参考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４８］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４９］参考期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５０］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５１］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ｅｒ．Ｂ，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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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信息工程（０８１８Ｚ２）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０８１８）

一、学科简介

地学信息工程是２０１３年新批准的二级学科博士点，是结合河海大学地学特

色和地理信息系统新技术建设的新的研究方向。河海大学的地理信息系统学科

已经有１０余年的办学历史，学科立足河海大学自身特点，以遥感基础理论技术与

ＧＩＳ应用研究为重点，以数字流域与地理信息系统集成建模研究为特色，着重研究

地理信息认知、空间分析与专业建模、遥感机理与定量反演，为全球变化、区域资

源环境、数字流域以及防灾减灾等国家重大科学问题决策提供基础地理信息和关

键技术支撑。近年来，本学科教师主持和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国家９７３

计划、８６３计划、国家支撑计划等重大课题，多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研究

生就业主要面向规划、国土、水利、交通、电力、能源等国民经济各部门，部分研究

生可从事资源环境、区域可持续发展、全球变化研究工作。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注重培养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着重培养具有

较高地理特别是地学信息工程素养的地学信息理论与应用技术方面的高层次人

才，能够胜任教学、科研或大型地学信息应用项目的设计、开发和管理工作。要求

具有数学、地学及计算机应用方面的理论知识；具有扎实的地理信息系统、遥感、

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等技术能力；能够熟练阅读外文和利用外文进行学术交流，

对地学信息工程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深入全面的了解；能够面向各类行业应用需

求，进行大型ＧＩＳ应用系统和遥感信息工程的研究与开发，具有独立与创造性从

事本学科科学研究和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地学信息集成分析与表达（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２．流域环境遥感方法与应用（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ｃａｌ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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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地质灾害监测、模拟与预警（Ｇｅｏ－Ｈａｚａｒ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ａｒｎ

ｉｎｇ）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

免专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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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应与地学信息集成分析与表达、流域环境遥感方法与

应用以及地质灾害监测、模拟与预警等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密切

联系，以地学信息工程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

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

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

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

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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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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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信息工程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ａ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４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１Ｄ０５０１
地学信息工程学科前沿专题讲
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５０２ 地球信息科学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５０３ 遥感对地观测理论与技术
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Ｄ０１０４ 高等地下水动力学（双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ｌａｓ
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１Ｄ０１０５ 数字流域理论（双语）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１１Ｄ０５０４ 地学分析与建模
Ｇｅ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１１Ｄ０５０５ 遥感图像理解
ＲＳＩｍ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地学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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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ＰａｕｌＡ．Ｌｏｎｇｌｅ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Ｇｏｏｄｃｈｉｌｄ，ＤａｖｉｄＪ．Ｍａｇｕｉｒｅ，ＤａｖｉｄＷ．Ｒｈｉｎｄ等编，唐中实，黄俊峰等译．地理信
息系统（上、下卷）（第二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Ｋａｎｇ－ｔｓｕｎｇＣｈａｎｇ著，陈健飞译．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ＰａｕｌＡ．Ｌｏｎｇｌｅｙ，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Ｇｏｏｄｃｈｉｌｄ等著，张晶、刘瑜等译．地理信息系统与科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
社，２００７．

［４］陈述彭，鲁学军，周成虎．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５］陈述彭主编．地球信息科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６］龚健雅，当代地理信息系统进展综述，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２００４．
［７］龚健雅主编．当代ＧＩＳ的若干理论与技术．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８］龚健雅等编著，当代地理信息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杜道生，陈军，李征航编著，ＲＳ、ＧＩＳ、ＧＰＳ的集成与应用．北京：测绘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０］黄杏元，马劲松，汤勤．面向２１世纪教程：地理信息系统概论（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１］邬伦，刘瑜，张晶等．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方法和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２］朱长青，史文中．空间分析建模与原理．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３］梅安新，彭望?，秦其明，刘慧平．遥感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４］赵英时等著．遥感应用分析原理与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５］郭华东等著．雷达对地观测理论与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６］李小文，汪骏发，王锦地，柳钦火著．多角度与热红外对地遥感．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７］徐希孺．遥感物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８］童庆禧，张兵，郑兰芬主编．高光谱遥感－原理、技术与应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９］田国良等著．热红外遥感．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０］ＪｏｈｎＲ．Ｊｅｎｓｅｎ（美）著，陈晓玲等译．遥感数字影像处理导论（原书第三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１］党安荣．ＥＲＤＡＳＩＭＡＧＩＮＥ遥感图像处理方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２］李征航，黄劲松．ＧＰＳ测量与数据处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３］参考期刊：地质地理类：地质学报、地理学报、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
［２４］参考期刊：遥感类：遥感学报、遥感信息、遥感科学与技术、国土资源遥感．
［２５］参考期刊：测绘地理信息类：测绘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测绘科学、地球信息科学．
［２６］参考期刊：水利类：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水利学报．
［２７］参考期刊：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８］参考期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９］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０］参考期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１］参考期刊：ＩＳＰ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２］参考期刊：Ｔｈｅ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３］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４］参考期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５］参考期刊：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ａ．
［３６］参考期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７］参考期刊：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８］参考期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３９］参考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Ｂ：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
［４０］参考期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１］参考期刊：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４２］参考期刊：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ａｒ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４３］参考期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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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程（０８２８）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农业工程（０８２８）

一、学科简介

我校农业工程２０１１年被教育部批准为一级学科博士授予点，其中农业水土

工程二级学科于２００３年被教育部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并于当年开始招生，农

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二级学科２００９年设立博士点在２０１０年正式招生。农业水

土资源保护是河海大学农业工程学科重要的研究方向，是根据我国南方地区水土

资源特点和河海大学的水利特色自主设立的二级学科博士点，对进一步完善学校

学科体系，形成农业工程高层次人才培育基地和高水平研究成果产出基地十分必

要。农业工程主要研究农业水土资源开发和利用与保护的基本理论及技术方法，

为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及技术支持。

学科现有博士生导师１０人，硕士生导师１４人，校外兼职博导２人。本学科拥

有国际先进的仪器设备和良好的实验场地，为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

硬件条件。学科支撑平台还包括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南

方地区高效灌排与农业水土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近十年来，承担了“８６３计

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及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等国家级和部省级

重点科研项目。在农业节水理论与技术、农业水土环境保护和农业水土资源管理

与规划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有多项成果获得国家、省部级奖以及国际、国外奖

励。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本学科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

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

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具有较好的外文写作

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农业水土工程（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Ｂｉ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Ｅｎｇ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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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农业水土资源保护（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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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论文应的选题应以社会发展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

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

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

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选题应为学科前沿，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尤

其鼓励与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选题。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

学期结束前完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通过博士生资格认

定的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成。

开题报告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工作阶段，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方

可申请答辩。博士研究生开题前一般应进行查新。

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的，需重做开

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２９１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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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程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ａ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５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２Ｄ０５０１
农业工程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６ １ 秋、春 讲课／研讨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Ｄ０５０２
现代灌排理论
Ｍｏｄｅｒ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０２Ｄ０５０３
现代农业水土环境
Ｍｏｄｅｒ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电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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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康绍忠等．农业水土工程概论［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伊格尔森．生态水文学［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唐克丽等．中国水土保持［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余新晓等．林业生态工程效益评价［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５］邵孝侯等．农业水土环境工程学［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６］梅祖彦．抽水蓄能发电技术［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７］陈亚新．非充分灌溉原理［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５．
［８］雷志栋．土壤水动力学［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９］严登丰等．泵站工程［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０］期刊：水利学报
［１１］期刊：农业工程学报
［１２］期刊：中国农业科学
［１３］期刊：水科学进展
［１４］期刊：水土保持学报
［１５］期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１６］期刊：中国科学
［１７］期刊：灌溉排水学报
［１８］期刊：水科学与水工程
［１９］期刊：农业机械学报
［２０］期刊：排灌机械工程学报
［２１］期刊：农业生物环境工程（英文版）
［２２］期刊：生态学报
［２３］期刊：土壤学报
［２４］期刊：作物学报
［２５］期刊：节水灌溉
［２６］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７］期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
［２８］期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ＡＢＥ
［２９］期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０］期刊：Ｓｏ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１］期刊：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Ｓｏｉｌ
［３２］期刊：Ｐｅｄｏｓｐｈｅｒｅ
［３３］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４］期刊：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３５］期刊：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６］期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３７］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３８］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３９］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４０］期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４１］期刊：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２］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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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机械（０８２８Ｚ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农业工程（０８２８）

一、学科简介

我校农业工程２０１１年被教育部批准为一级学科博士授予点，其中农业水土

工程二级学科于２００３年被教育部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并于当年开始招生，农

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二级学科２００９年设立博士点在２０１０年正式招生。农业水

土资源保护是河海大学农业工程学科重要的研究方向，是根据我国南方地区水土

资源特点和河海大学的水利特色自主设立的二级学科博士点，对进一步完善学校

学科体系，形成农业工程高层次人才培育基地和高水平研究成果产出基地十分必

要。农业工程主要研究农业水土资源开发和利用与保护的基本理论及技术方法，

为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及技术支持。

水利机械是机械工程学科和水利工程学科的交叉学科，培养水利机械工程领

域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河海大学水利机械学科２０１３年获硕士授予权和博士学

位授予权。本学科紧密跟踪与引领学科发展动态，积极服务水利事业，在疏浚技

术与装备、水利机械设计理论、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及水下机器人技术等方面

形成了特色研究方向。本学科拥有“疏浚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机电控制

及自动化水利部重点实验室”、“水利部水工金属结构安全监测中心”三个部级科

研基地，“常州市数字化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常州市光伏系统集成与生产装备

技术重点实验室”、“常州市特种机器人及智能技术重点实验室”三个常州市重点

实验室。近五年以来，本学科主持与承担了３６６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４００余篇，

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１０余项。

二、培养目标

培养水利机械工程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能够胜任教学、科研或高端智

能装备技术研发和管理工作。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

理论联系实际，善于钻研与创新，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具有坚实宽广的水利

机械领域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能熟练应用一门外语进行科学研究

与交流，具有较高计算机应用能力，对本学科的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前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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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系统深入的了解。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的科学研究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

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熟悉本学科的

国内外发展现状、趋势和前沿领域；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

学风，理论联系实际，善于钻研与创新；具有综合利用本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手段，发现、提出、分析与解决问题，并独立分析、解决本学科的前沿科学问题与工

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具有学科前沿的并综合视野，有一定的学科交叉研究能力；具

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一定的国际视野与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合

作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疏浚技术与疏浚装备（Ｄｒｅｄ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２、水工金属结构设计与制造（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Ｍｅ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水利机械及自动化（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

ｔｉｏｎ）

４、先进材料与加工技术（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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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一课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应与疏浚技术与疏浚装备、水利机械设计方法及理

论、水利机械先进制造技术、水利机械自动化、水工金属结构设计与制造、先进材

料与加工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水下机器人技术等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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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需求密切联系，以水利机械技术和工程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

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

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

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

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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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机械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ａ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５ 可靠性分析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ｈａｏｓ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９Ｄ０２０６
水利机械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ｏｆ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Ｄ０１０１
疏浚装备与技术
Ｄｒｅｄｇ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Ｄ０２０１
现代机械设计理论和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Ｄ０２０２
机电系统分析基础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Ｄ０２０３
现代信号处理技术及应用
Ｍｏｄｅｒｎ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９Ｄ０２０４ 机械系统动力学
Ｍａｃｈｉｎ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Ｄ０２０５ 机器人与智能控制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Ｄ０３０１ 高等流体力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Ｄ０３０２
非线性问题及有限元方法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ＦｉｎｉｔｅＥｌ
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０９Ｄ０４０１ 材料连接中的界面行为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ｅｈａｖ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Ｊｏｉｎｉｎｇ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机电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必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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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邹慧君，王晶，宋友贵．高等机械动力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黄真，赵永生，赵铁石．高等空间机构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宋天霞．非线性结构有限元计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４］钟毅芳，陈柏鸿，王周宏．多学科综合优化设计原理与方法，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孔珑，工程流体力学（第三版），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０７
［６］殷宗泽，土工原理，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７
［７］钱宁、万兆惠，泥沙运动力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８］ＣｏｔｔｒｅｌｌＪ．Ａｕｓｔｉｎ，Ｈｕｇｈ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Ｊ．Ｒ．，ＢａｚｉｌｅｖｓＹｕｒｉ．Ｉｓｏ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ｗａｒ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ＤａｎｄＦＥＡ
［Ｍ〗．Ｗｉｌｅｙ：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Ｌｔｄ，２００９．

［９］Ｔ．Ｊ．Ｒ．Ｈｕｇｈｅｓ，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ＬｉｎｅａｒＳｔａｔｉｃ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ｏｖ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２０００．

［１０］ＭａｒｔｉｎＰｈｉｌｉｐＢｅｎｄｓｏｅ，ＯｌｅＳｉｇｍｕｎｄ．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３
［１１］Ｐ．Ｗ．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Ａ．Ｋｌａｒｂｒｉｎｇ，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
［１２］Ｌ．Ｐｉｅｇｌ，Ｗ．Ｔｉｌｌｅｒ，ＴｈｅＮＵＲＢＳＢｏｏ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７．
［１３］Ｋ．Ｋ．Ｃｈｏｉ，ＮａｍＨ．Ｋｉ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５
［１４］Ｋ．Ｋ．Ｃｈｏｉ，Ｎａｍ－ＨｏＫｉ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０

［１５］ＭａｒｋＳ．Ｇｏｃｋｅｎｂａｃ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ＡＭ，２００６
［１６］ＶｕｏｎｇＡＶ．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ｉｓｏ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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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０８３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０８３０）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环境工程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和江苏省重点学科，环境科学与工

程专业是以水资源保护与水环境修复等为鲜明特色的省级重点学科。现有中国

工程院院士１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１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１名、国家“百千万工程”人选２名。现有教授１５名，副教授（含副研究员）１７

名。拥有博士生导师１１名、硕士生导师５３名，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比例

９５％。

近五年来获国家及部省级科技进步奖２０余项，出版专著及教材２０余部，获

国家专利８０项，发表三大检索学术论文３００余篇。该学科围绕国民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所遇到的水环境问题，紧密结合国家经济发展和学科发展方向，在水资

源保护理论及技术，环境与生态水力学及应用，流域水污染控制和水环境质量改

善，固体废弃物处置与资源化技术，污水处理及废水回用技术等方面开展了深入

的研究，获得了大量的科技成果，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专业培养环境科学与工程方面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能够胜任高等教

育、科学研究、科技开发、技术管理与工程应用等方面工作，培养具有坚实的数学、

化学、生物、力学、计算机应用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能掌握环境学科的发展趋势，

针对我国环境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开展研究，熟练阅读环境科学与工程相关外文

资料，可用外语撰写科技论文和进行技术交流；培养严谨求实、勇于探索的科学态

度和作风，能熟练应用现代基础理论和先进的计算、实验技术手段独立开展环境

保护方面的科研工作，具有一定的创新实践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水资源保护与生态修复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２．环境水利与生态水力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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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环境系统规划与综合评价（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４．水污染控制与水处理工程 （Ｗａｔｅ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５、固体废弃物处置与资源化利用（ＳｏｌｉｄＷａｓｔｅ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Ｕｔ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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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应与水资源保护理论方法及技术、水污染控制理论与

治理技术、水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原理与应用技术、污染物在河湖水环境中的迁

移转化与过程模拟、饮用水水质安全保障、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城镇与工业节水

及循环利用、水环境系统规划与评价、水体富营养化控制机理及模型、新兴污染物

的环境行为与生物毒性效应、河湖水质净化理论与技术、沉积物污染物的多介质

转化与生物有效性、纳米材料在水环境治理中的应用、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及资

源化等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密切联系，以环境科学与技术发展中

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研究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

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

国内外研究动态，对文献做出分析评述，并结合前期调研，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

论文选题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前开始准备。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５０２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６０２



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ａ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Ｒａｎｄ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０５Ｄ０１０２ 现代化学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Ｄ０１０３ 现代生物
ＭｏｄｅｒｎＢｉ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５Ｄ０１０１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前沿专题
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６ １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Ｄ０１０４
环境科学与技术进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Ｄ０１０５ 生态系统理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０５Ｄ０１０６
现代环境模拟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ｎ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ｌａｓ
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５Ｄ０１０７ 现代检测技术
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环境院

任选本一级学科内博士非公共
课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７０２



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王超，陈卫．城市河湖水生态与水环境［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王超，王沛芳等．流域水资源保护和水质改善理论与技术［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逄勇等．水环境容量计算理论及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４］文湘华，王建龙等．环境生物技术－原理与应用［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王连生等．环境有机化学［Ｍ］．北京：化学化工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王浩．湖泊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的创新思路与关键对策研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７］王春霞，朱利中，江桂斌．环境化学学科前沿与展望［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８］陆雍森．环境评价 ［Ｍ］．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蒋建国．固体废物处置与资源化［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０］梁瑞驹．环境水文学［Ｍ］．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１］王惠民．流体力学基础［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２］傅国伟，程声通等．水污染控制系统规划［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３］王超．污水处理理论及技术［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４］朱党生，王超，程晓冰．水资源保护规划理论及技术［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５］王超．环境影响评价［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６］张自杰．废水处理理论与设计－水质科学与工程理论丛书［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７］戴树桂．环境化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８］张书农．环境水力学［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９］周启星，宋玉芳等．污染土壤修复原理与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０］刘晓辉，魏强．环境工程实例丛书－环境影响评价典型实例［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１］姚玉英．化工原理［Ｍ］．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２］何康林．环境科学导论［Ｍ］．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３］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ｂａｃｈＲＰ，ＧｓｃｈｗｅｎｄＰＭ，ＩｍｂｏｄｅｎＤ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ｎｄｅｄ．［Ｍ］．Ｗｉｌｅｙ

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２００３．
［２４］ＳｔｕｍｍＷ，ＭｏｒｇａｎＪ．Ａｑｕａｔ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Ｍ］．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Ｉｎｃ，１９９５．
［２５］ＲｉｔｔｍａｎｎＢＥ．，ＭｃＣＰ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２００１．
［２６］ＣｈｉｏｕＣＴ．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Ｗｉｌｅｙ，２００２．
［２７］ＴｗｏｒｔＡＣ，ＲａｔｎａｙａｋａＤＤ，ＢｒａｎｄｔＭＪ．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００．
［２８］ＷａｒｄＢＢ．，ＡｒｐＤＪ．，ＫｌｏｔｚＭＧ．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
［２９］期刊：中国科学
［３０］期刊：环境科学
［３１］期刊：中国环境科学
［３２］期刊：环境科学与技术
［３３］期刊：微生物学报
［３４］期刊：环境化学
［３５］期刊：中国环境检测
［３６］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７］期刊：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３８］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３９］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４０］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４１］期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４２］期刊：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ａｆｅｔｙ
［４３］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Ｂｏｔａｎｙ

８０２



［４４］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
［４５］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６］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４７］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４８］期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４９］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０］期刊：Ｗａｔｅｒ，Ａｉｒ，＆Ｓｏｉ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５１］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
［５２］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９０２



生态水利学（０８３０Ｚ１）

（Ｅｃｏ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０８３０）

一、学科简介

生态水利学是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的新兴学科分支，反映了当代水资源

利用与水环境保护的重要发展趋势。河海大学生态水利学专业是在“水文学与水

资源学”国家重点学科和“环境科学与工程”国家一级学科的基础上，历经多年积

累创立而成。本校生态水利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于２００２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建

立，学科依托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水资源高效

利用与工程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浅水湖泊综合治理与资源开发重点实

验室，以及水利部野外科学研究基地等有利条件，先后负责承担了有关生态水利

方面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部、省级重点科研项目

等，共计百余项。在水利工程建设对水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长江中下游典型

湖泊生态环境演变过程和水生态修复、太湖地区水污染综合防治及富营养化治

理、滩涂围垦的生态环境效应、滨江地区水土资源的有效利用与保护、污染河道对

地下水环境影响、西北地区生态水文过程与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取得了多项

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全面深入

了解生态水利学科现状和发展趋势，具备宽广的国际视野、严谨慎密的科学思维、

诚信求实的科学精神、积极主动的团队合作精神，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

熟练应用一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能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并做出创造性成果

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生态水文学及生态水力学（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ｃｏ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２、水生态系统演化机理（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水土资源利用与保护（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４、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ｑｕａｔｉｃ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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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５、生态水利规划管理及工程生态效应（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制在３分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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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密切联系生态水文学及生态水力学、水生态系统演化

机理、水土资源利用与保护、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生态水利规划管理及工程生

态效应、水资源综合管理与水利发展战略等方面的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

求，以生态水利科学技术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

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

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在明确研究方向的基础上予以确定。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

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

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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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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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水利学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７
动力系统、混沌与分形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１Ｄ０２０１ 生态水利学前沿专题讲座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１６ １ 秋、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Ｄ０２０２ 流域生态学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Ｄ０２０３ 生态水力学 （双语）
Ｅｃｏ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Ｄ０２０４ 工程生态学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Ｄ０２０５ 恢复生态学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１Ｄ０２０６ 高级水生生物学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０１Ｄ０２０７
分子生态学研究技术进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ｏｌｅｃｕ
ｌａｒ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水文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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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刘健康．高级水生生物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王浩．中国水资源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叶秉如．水资源系统优化规划和调度［Ｍ］．北京：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２００１．
［４］陆健健．湿地生态学［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戈峰．现代生态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６］李鸿源，胡通哲，施上粟．生态水利学系列丛书１：水域生态工程［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２．
［７］吴学文．考虑生态的多目标水电站水库混沌优化调度研究［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１．
［８］朱党生．河流开发与流域生态安全［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２．
［９］鲁春霞．中国流域库坝工程开发的生态效应与生态调度研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０］隋欣．水利水电工程对区域生态承载力的影响评价［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１］ＭＡＹＲ，ＭＣＬＥＡＮＡ（著），陶毅，王百桦 （译）．理论生态学：原理及应用（第３版）［Ｍ］．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２］ＦＯＲＤＥＤ（著），肖显静，林祥嘉（译）．生态学研究的科学方法［Ｍ］．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３］ＭＡＧＵＲＲＡＮＡＥ（著），张峰 （译）．生物多样性测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４］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ＳＥ，ＢＥＮＤＯＲＩＣＣＨＩＯＧ（著），张修峰，陆健健，何文珊 （译）．生态模型基础（第 ３版）

［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５］ＮＯＷＡＫＭＡ（著），李镇清，王世畅（译）．进化动力学：探索生命的方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６］ＭＡＹＳＬ．Ｗ．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７．
［１７］ＧＡＮＯＵＬＩＳ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１．
［１８］ＫＲＥＳＩＣＮ．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２００９．
［１９］ＳＨＡＲＡＤＫＪ，ＳＩＮＧＨＶＰ．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０３．
［２０］ＢＲＯＯＫＳ，ＫＮ，ＦＯＬＬＩＯＴＴ，ＰＦ，ＭＡＧＮＥＲ，ＪＡ．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４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２．
［２１］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Ｗｉｌｅｙ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２］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４］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２５］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Ｗｉｌｅｙ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６］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７］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２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２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３０］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
［３１］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３２］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３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
［３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３５］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３６］Ｎａｔｕｒ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Ｎａｔｕ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ｐ．
［３７］水利学报
［３８］水科学进展
［３９］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４０］生态学报
［４１］中国水论坛（每年举办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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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中国水利学会学术年会
［４３］中国环境学会水环境高级研讨会（每年一次）
［４４］中国生态学会年会
［４５］国际水文科学协会（ＩＡＨＳ）学术大会（每两年举办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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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资源与环境（０８３０Ｚ２）

（Ｃｏａｓ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二级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０８３０）

一、学科简介

我校海岸带资源与环境学科２００２年获得硕、博士学位授权，有水文水资源与

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育部海岸防灾减灾重点实验室作为依托，是江

苏省优势学科平台“海岸带资源开发与安全学科群”和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

划“海岸带资源开发与安全学科创新引智基地”重点支持学科。近５年来，本学科

主持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论文５００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１１部，

申请专利６项，获得国家与省部级奖１６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端正严谨的诚信学风，理论联系实

际，善于钻研与创新，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能够胜任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或技

术开发与管理等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该类人才应具有宽广的与海岸带相关的资

源、环境、生态、工程、经济、管理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某一领域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能够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并使用外语撰写科技论文和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具有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海岸海洋环境动力与灾害研究 （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ｎ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海岸海洋环境监测与信息技术 （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

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３．海岸带资源开发、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Ｃｏａｓ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４．海岸建筑物与自然环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５．河口海岸生态环境与湿地保护（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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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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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

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

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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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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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资源与环境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１ 应用泛函分析
Ａｐｐｌｉ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８ ３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３ 随机微分方程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２
偏微分方程近代方法
Ｍｏｄ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４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８８Ｄ０００６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３Ｄ０２０１ 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Ｄ０１０２ 高等海岸动力学（双语）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０３Ｄ０２０２
海洋环境研究进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ｉｎ Ｏｃｅ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港航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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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朱晓东等，《海洋资源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陈学类，《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海洋经济技术处，《海岸带管理与开发》，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８．
［４］王传?、卢苇编著，《海洋能资源分析方法及储量评估》，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董志勇，《环境水力学》，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６］郭振仁，《污水排放工程水力学》，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７］赵淑江等，《海洋环境学》，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１．
［８］关道明，《我国近岸典型海域环境质量评价和环境容量研究》，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１．
［９］ＲｏｂｅｒｔＭ．Ｓｏｒｅｎｓｅｎ，Ｂａｓｉｃ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６．
［１０］ＬｅｏＨ．Ｈｏｌｔｈｕｉｊｓｅｎ，ＷａｖｅｉｎＯｃｅａｎｉｃ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１１］Ｊ．ＷｉｌｌｉａｍＫａｍｐｈｕｉ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

Ｐｅｔ．Ｌｔｄ．，２０１０．
［１２］ＬｅｏＣ．ｖａｎＲｉｊ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Ｒｉｖｅｒｓ，Ｅｓｔｕ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ｅａｓ，Ａｑｕ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３．
［１３］Ｄ．ＭｃＬｕｓｋｙ，Ｅ．Ｗｏｌａｎｓｋｉ，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１４］Ｄ．Ｒｅｅｖｅ，Ａ．ＣｈａｄｗｉｃｋａｎｄＣ．Ｆｌｅｍｉｎｇ，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ｐ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主要参考期刊：

［１５］参考期刊：《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ｈｅｌ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６］参考期刊：《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Ｓｈｅｌ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７］参考期刊：《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８］参考期刊：《Ｅｓｔｕ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ｓ》
［１９］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参考期刊：《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１］参考期刊：《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２］参考期刊：《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３］参考期刊：《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４］参考期刊：《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
［２５］参考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６］参考期刊：《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７］参考期刊：《Ａｃｔａ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８］参考期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
［２９］参考期刊：《海洋工程》
［３０］参考期刊：《海洋学报》
［３１］参考期刊：《海洋与湖沼》
［３２］参考期刊：《海洋开发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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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０８３５）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工学（０８）　　一级学科：软件工程（０８３５）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软件工程一级学科是以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点、

“水信息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流动站为依托，以国家优

势学科创新平台、国家级科研基地和省部级科研基地为支撑，于２０１１年新增为一

级博士点学科，同年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目前拥有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学

科梯队１个，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１名，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

学指导委员会软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１名，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

项目获得者５人，江苏省“３３３工程”入选者７人。近年来，本学科紧密围绕江苏软

件强省建设和水利信息化的发展和需要，依托河海大学优势学科平台建设，承接

了国家“９７３”、“８６３”、自然科学基金等基础研究类项目，及三峡工程管理系统、国

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数字黄河工程、水资源监控管理系统等一批重大工程的信

息化建设项目，积极推进水利信息化工作。在领域工程技术、复杂软件系统建模

与验证、数据管理与领域知识发现、软件工程安全理论与技术、万维网软件工程等

方向上形成了明显的特色和优势。

二、培养目标

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

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领域工程（Ｄｏｍａ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复杂软件系统建模与验证（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数据管理与领域知识发现（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ｏｍａｉ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４、软件安全理论与技术（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５、万维网软件工程（Ｗｅｂ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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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课程或者专业课程，减免学分限在３个学分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

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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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

和学术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应围绕领域工程技术、复杂软件系统建模与验证、数

据管理与领域知识发现、软件工程安全理论与技术、万维网软件工程等方向的重

大问题，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密切联系，以软件工程发展中面

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

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

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

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做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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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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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３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８８Ｄ０００４ 多元统计分析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理学院

０７Ｄ０１０３ 高级逻辑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Ｌｏｇｉｃ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１０６
可计算性与计算复杂性
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３０１ 领域工程
Ｄｏｍａ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计信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０７Ｄ０３０２
软件工程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ｐｉｃｓ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６ １ 春、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１０８ 新型软件体系结构
Ｎｏｖｅｌ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１０９ 形式语义学
Ｆｏｒｍａｌ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１０２ 分布计算与分布式系统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１０７
人工神经网络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１０１
Ｗｅｂ知识表示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Ｗｅｂ

３２ ２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０７Ｄ０１１０
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ａｐ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１１１ 数字媒体技术
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０７Ｄ０１１２
数据管理与分析技术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计信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科学实践和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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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美）普雷斯曼 著，郑人杰 等译，《软件工程：实践者研究方法》（原书第７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３５８１８

［２］（英）萨默维尔 著，程成 等译，《软件工程》（原书第９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３４９８９
［３］（美）佩腾（Ｐａｔｔｏｎ，Ｒ．）著，张小松 等译，《软件测试》（原书第 ２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１８５２６０

［４］伽玛 等著，李英军 等译，《设计模式 可复用面向对象软件的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０７５７５２

［５］［美］ＭａｒｔｉｎＦｏｗｌｅｒ著，《重构：改善既有代码的设计》，人民邮电出版社，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５２２１７０４
［６］（德）布施曼 等著，袁国忠 译，《面向模式的软件架构，卷 １：模式系统》，人民邮电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５３３２１５８

［７］（美）ＤｏｕｇｌａｓＳｃｈｍｉｄｔ（德）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ｔａｌ（德）ＨａｎｓＲｏｈｎｅｒｔ（德）ＦｒａｎｋＢｕｓｃｈｍａｎｎ著，《面向模式的软件架
构，卷２：并发和联网对象模式》，人民邮电出版社，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５３３２１４１

［８］（德）基歇尔，（印）耆那 著，袁国忠 译，《面向模式的软件架构 卷３：资源管理模式》，人民邮电出版社，ＩＳ
ＢＮ：９７８７１１５３１３４３０

［９］（英）休斯，（英）考特莱尔 著，廖彬山，周卫华译，《软件项目管理（原书第５版）》，机械工业出版社，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１１１３０９６４２

［１０］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Ｃ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ｃｍ．ｏｒｇ／ｔｏｐｌａｓ
［１１］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Ｃ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ｃｍ．ｏｒｇ／ｐｕｂｓ／ｔｏｓｅｍ／
［１２］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ＥＥ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ｏｒｇ／ｐｏｒｔａｌ／ｗｅｂ／ｔｓｅ／ｈｏｍｅ
［１３］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ＥＥ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ｏｒｇ／ｐｏｒｔａｌ／ｗｅｂ／ｔｓｃ
［１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０９５０５８４９
［１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ｈｔｔ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ｏｒｇ／ａ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ｐｌａ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ｉｄ＝ＪＦＰ
［１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ｉｌｅｙ，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０．１００２／（ＩＳＳＮ）

２０４７－７４８１
［１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１８］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ｗ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７６６
［１９］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ｓｙｍ．ｏｒｇ／
［２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ｉｌｅｙ，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ｃｇｉ－ｂｉｎ／ｊｈｏｍｅ／１７５２
［２１］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ｌｅｙ，ｈｔｔｐ：／／ａｓ．ｗｉｌｅｙ．ｃｏｍ／ＷｉｌｅｙＣＤＡ／ＷｉｌｅｙＴｉｔ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ｄ

－ＳＴＶＲ．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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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１２０１）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学科门类：管理学（１２）　　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１２０１）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１９９５获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３年获博士学位

授予权，２００６年工程管理与项目管理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２００７年获得博士后

流动站。２００４年“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批准，管理

科学与工程学科作为该实验室“水经济管理”方向的重要学科支撑之一。本学科

现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１人、江苏省“３３３工程”科技领军人

才２人和中青年科技带头人３人，ＩＮＦＯＲＭＳ、中国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等国

际国内学术组织理事多人。围绕国家重大管理问题和重大工程管理实践，十一五

以来本学科主持承担了２００多项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重点、面上项目２１项，其他省部级基金及重大项目１００余项，科研规

模年均超过８００万元。已发表论文９００余篇，出版专著２０部；获国家和省部级科

技奖励２０多项，其中省部级一等奖２项。研究生的就业单位有科研院所、高等学

校、政府机关、金融、信息、服务等部门。本学科紧密跟踪学科发展动态，积极服务

国家经济发展对管理人才的需求，基础雄厚，特色明显。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专业培养的人才应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掌握系统

的专业知识，熟悉现代信息技术；掌握管理科学理论与工程管理前沿动态，具有独

立地提出研究思路、发现问题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针对科学问题，能进行理论

升华与创新；能在本学科某一领域或方向进行独立学术研究，做出创新性成果。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管理科学理论与应用（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项目管理与工程管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金融工程与投资管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５、战略管理与规划决策（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９２２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

指导下独立负责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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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应与管理科学理论与应用、项目管理与工程管理、金

融工程与投资管理、信息管理与电子商务、战略管理与规划决策理需求密切联系，

以管理科学与工程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

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

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

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

资料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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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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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ａ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１３Ｄ１３０１ 管理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１３０２
决策科学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１３０４
运筹与最优化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３Ｄ０１０１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前沿专题
讲座
Ｓｅｍｉｎａｒ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１０２ 管理系统工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１０７
项目管理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１０８
信息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１０３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１０４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ｌａｓ
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３Ｄ１３０３ 现代经济学
Ｍｏｄｅｒ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１０９
资源环境管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１０６ 系统建模与仿真
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１０５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双语）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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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汪应洛．系统工程．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吴凤平，陈艳萍．现代决策方法．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李明．管理信息系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４］谢识予．经济博弈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唐·钱斯，译者：丁志杰．衍生工具与风险管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６］魏权龄．ＤＥＡ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７］徐南荣，仲伟俊．现代决策理论与方法．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８］王卓甫等．工程项目管理：理论、方法与应用．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９］王卓甫等．建设工程交易理论与交易模型．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０］杨高升等．工程项目管理：合同策划与履约．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１］罗国勋 等，系统建模与仿真，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２］ＮＡＨＭＩＡＳ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ｉｆ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ｔａＣｌａｒ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４．
［１３］ＣＨＯＰＲＡＳ，ＭＥＩＮＤＬＰ．ＳｕｐｐｌｙＣｈ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２００７．
［１４］ＨＡＮＪ，ＫＡＭＢＥＲＭ，ＰＥＩＪ．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２０１２．
［１５］罗斯（ＳｈｅｌｄｏｎＭ．Ｒｏｓｓ）（作者），龚光鲁 （译者）．应用随机过程：概率模型导论．北京：人民邮电出版

社，２０１１。
［１６］《运筹学》教材编写组．运筹学（第四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１７］斯威尼等著，雷平等译．商务与经济统计（精要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８］范英，焦建玲．石油价格：理论与实证．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９］周德群．能源软科学研究进展．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２０］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 著；陈彪如译，现代经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
［２１］期刊：管理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２２］期刊：管理科学学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２３］期刊：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２４］期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２５］期刊：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２６］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２７］期刊：金融研究，中国金融学会．
［２８］期刊：统计研究，中国统计学会、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２９］期刊：管理评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３０］期刊：管理科学学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
［３１］期刊：中国软科学，中国软科学研究会．
［３２］期刊：中国管理科学，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３３］期刊：系统工程学报，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３４］期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ｓ．
［３５］期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３６］期刊：Ｅｘｐｅ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３７］期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３８］期刊：Ｅｎｅｒ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３９］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４０］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ｓ．
［４１］期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ｆｏｒｍｓ．
［４２］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ａｙｌｏｒ＆Ｆｒａｎｃｉｓ．
［４３］期刊：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Ｗｉｌｅｙ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Ｉｎ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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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科学与管理（１２０１Ｚ５）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学科门类：管理学（１２）　　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１２０１）

一、学科简介

我校２０１２年获得移民科学与管理二级学科博士及硕士学位授予权。设立在

我校的（水利部）中国移民研究中心是世界上唯一的全国性移民研究机构。

近５年来，本学科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

科基金、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国家博士后基金等省部级基金课题３０余项，主持

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水利部、农业部、住建部等课题百余项。本学科在国内

外有较高学术声誉。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熟悉现代

信息技术，掌握移民科学与管理前沿国内外动态，具有独立地运用管理学、经济学

等基础理论分析与解决本学科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能力，能独立从事移民科学与管

理研究工作，并能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移民科学基本理论与方法（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工程移民管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Ｐｒｏｊｅｃｔ）

３．生态环境与扶贫移民管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Ｅｃｏｌｏ

ｇ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４．灾害性移民管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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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先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省部级

相关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负责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

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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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论文应以移民科学与管理发展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实际问题等为背景，密

切联系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选题应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并具有学术创新。论文选题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

等工作，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一般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

系统地查阅国内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１０－１５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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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科学与管理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１３Ｄ１３０１ 管理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１３０２
决策科学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１３０４
运筹与最优化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５Ｄ０２０１
移民科学前沿专题讲座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ＳｅｍｉｎａｒｏｎＲ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Ｄ０２０２ 移民管理学（双语）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Ｄ０２０３
移民政策与实施（双语）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５Ｄ０２０４ 移民项目管理（双语）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Ｄ０２０５ 移民系统工程（双语）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６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１５Ｄ０２０６ 移民经济学（双语）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６ １ 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公管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非公共课
程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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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罗宾斯等著．管理学（第七版）（美）［Ｍ］．孙健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曼昆著．经济学原理（上、下）［Ｍ］．梁小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Ｈ．克雷格．彼得森等．管理经济学［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泰罗．科学管理原理［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５］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５；
［６］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５版）［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７］钱颂迪等．运筹学［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８］汪应洛等．系统工程（第二版）［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７；
［９］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第２版）［Ｍ］．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０］许江林．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ＰＭＢＯＫ指南）（第５版）［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１］施国庆．移民权益保障与政府责任［Ｍ］．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２］何似龙．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３］毕宝德．土地经济学（第六版）［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２０１１；
［１４］王万茂编著．土地资源管理学（第二版）［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５］曲福田．土地行政管理学（第二版）［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６］施国庆．水库移民系统规划理论与应用［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１７］施祖留．水利工程移民管理研究［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８］施国庆等．中国移民政策与实践［Ｍ］．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９］迈克尔．Ｍ．塞尼．移民与发展 ［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０］迈克尔．Ｍ．塞尼．移民．重建．发展［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１］孙中艮，施国庆．水库移民可持续性生产生活系统评价研究［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２］黄莉，施国庆．水库淹没集镇迁建与区域集镇优化［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３］贾永飞，施国庆．水库移民安置人口优化配置［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４］朱东恺，施国庆．水利水电移民制度研究－－问题分析制度透视与创新构想［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１２．
［２５］郑瑞强，施国庆．西部水电移民风险管理［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６］尚凯，施国庆．水电移民土地证券化安置模式［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７］傅秀堂等．水库淹没处理设计［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国投资项目社会评价指南，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９］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Ｉｎ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ｏｋ－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３０］参考期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１］参考期刊：管理科学学报
［３２］参考期刊：经济研究
［３３］参考期刊：管理世界
［３４］参考期刊：系统工程学报
［３５］参考期刊：中国软科学

９３２



工商管理（１２０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学科门类：管理学（１２）　　一级学科：工商管理（１２０２）

一、学科简介

河海大学工商管理学科的发展起源于１９５２年华东水利学院时期的水利水电

管理、水能规划与动能经济专业方向，其二级学科技术经济及管理１９９３年获硕士

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８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６年被评为水利部重点学科，２００５年

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暨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２００７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培

育）学科。１９９８年工商管理学科的二级学科企业管理获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３年

获二级学科会计学硕士学位授予权、ＭＢＡ专业学位硕士授予权，同年获准设立工

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２００６年获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１０年获工

商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 ＭＰＡｃｃ、资产评估、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硕士授

权。现有教育部创新团队１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１人、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３人、江苏省“３３３工程”科技领军人才２人和中青年科技带头

人２人，ＩＦＳＡＭ、ＩＦＥＡＭＡ、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等国际国内学术组织理事多人。

围绕国家重大管理问题和重大管理实践，十一五以来本学科主持承担了６００多项

科研项目，经费总额达１．２亿元，发表论文１２００多篇，出版专著２０多部，获国家和

省部级以上奖励２０多项。本学科紧密跟踪学科发展动态，积极服务国家经济发

展对管理人才的需求，基础雄厚，特色明显。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德才兼备，综合素质高，具有坚实、深厚和系统的经济学和管

理学的基础理论与管理知识；熟练掌握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方法，熟悉本学科的学

术研究动态和理论研究前沿；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并在工商管理及

相关领域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素质复合型、研究型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１、战略与技术管理（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水利水电与资源技术经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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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企业经营与市场营销（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４、技术创新与知识管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人力资源与组织管理（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６、服务外包与跨国经营（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７、会计与财务管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８、游艇管理（Ｙａｃｈｔ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四、学制和学习年限

攻读博士学位的标准学制为４年（直博生６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６

年（在职学习的可延长２年）。硕博连读和直博生培养年限一般为５－６年，最长

可延至７年。

五、学分要求和课程设置

博士生课程总学分为１５个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为１１个学分，非学位课程为４

学分。另设教学环节。具体开设课程见附表。

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直博生课程学习时间为２年。

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博生应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硕

博连读研究生、直博生、应届优秀硕士报考的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可申请减免专

业基础或专业课程学分，减免学分限３个以内。

对缺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研究生，在完成本学科规定学分的同时，导师

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研究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２－３门，补修课程列入研究生

培养计划。

六、教学环节

１．个人学习计划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培养方案和学位

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其中学

习计划２个月内提交。

２．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专家学术讲座、研究生院组

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２０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８

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论文开题报告除外）至少２次，其中１次原则上应为外文。

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需填写《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登记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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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活动的单位或主讲专家签署意见或者盖章，做学术报告由指导教师负责对其

学术报告效果进行考核。答辩前送交研究生院培养与质量监控办公室审核。

３．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加“９７３”、“８６３”、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或省部级相关基础或应用基础科学研究课题，并应有在导师

指导下独立负责某专题或子题的研究工作经历。课题完成后由导师提出综合评

审意见。

４．文献阅读与综述报告

博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培养方案所列参考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之上，在导师的

指导下，根据自己所选定的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课题要求，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

及交叉领域范围内，广泛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献综述报告。文

献阅读量应不少于８０篇文献，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５０％。文献综述报告力求文

字简练，内容充实，字数一般不少于５０００字。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必读的主要参考

书目、文献和重点期刊见附表。

文献综述报告最迟在入学后的第４学期结束前进行，文献综述报告书面材料

须经导师审核后交学院存档备查。

七、论文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论文选题、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学术论文、论文预审、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

１．论文选题

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应与战略与技术管理、水利水电与资源技术经济、企

业经营与市场营销、技术创新与知识管理、人力资源与组织管理、服务外包与跨国

经营、会计与财务管理、游艇管理需求密切联系，以工商管理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理

论问题、实际问题、高新技术、国家基础和重大工程技术问题为背景。论文选题应

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和学术调研等前期工作，确定研究的

主攻方向。一般应在课程学习结束之前开始准备，论文选题前应系统地查阅国内

外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情况，对文献资料作出分析和评述。

２．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应公开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在第４学

期结束前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研究生入学后第６学期前完

成，直博生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６学期前完成，且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１年
２４２



方可申请答辩。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再随意改变，如论文选题有重大变化

的，需重做开题报告。

３．论文中期检查

博士论文工作进行到中期，由博士研究生向专家评审组作论文中期报告，汇

报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的计划和措施，并写成书面报

告交与会专家审议。要在校内公开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会需聘请本研究领域具

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一般为５人，其中副高职称的不超

过２人），报告会由导师主持。与会专家应对报告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论文中期

报告通过后应形成书面材料，经导师和与会专家审查后交研究生院备案。

４．学术论文

博士研究生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具体按照《河海大学博士

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有关文件执行。

５．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以汉语撰写（外籍学生经批准可用外文撰写），字数为８－１０万

字。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推理严谨、表述准确、层次分明、文字简练。

论文格式按《河海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编写格式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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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学院 备注

学
位
课
程
１１
学
分

公共
课程

００Ｄ０００１ 第一外国语
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秋、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Ｍａｒｘｉａ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３６ ２ 秋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必修

基础
课程

１３Ｄ１３０１ 管理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１３０２ 决策科学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１３０４
运筹与最优化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选修
４学分

专业
课程

１３Ｄ０２０４
工商管理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Ａｃ
ａｄｅｍｉｃ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ｅｍｉｎａｒｏｆ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１ 春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２１２ 战略、技术与管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２０９
水利水电与资源技术经济及管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２０５
技术创新与知识管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２０８
人力资源与组织管理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２０７ 企业经营与市场营销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２０３
高级会计理论与方法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２０１ 财务管理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２０２
服务外包与跨国经营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２１１ 游艇管理
Ｙａｃｈ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非学位
课程
４学分

第二外国语
Ｓｅｃｏ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４８ ２ 春 讲课 考试 外语院

６６Ｄ０００２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Ｍａｒｘｉ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８ １ 春 讲课

考试／
考查

马院

１３Ｄ１３０３ 现代经济学
Ｍｏｄｅｒ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２ ２ 春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２０６ 竞争情报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１３Ｄ０２１０ 营销行为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３２ ２ 秋 讲课 考试 商学院

跨一级学科选修博士课程
（公共课除外）

３２ ２ 讲课／研讨 考试／
考查

必修

选修
２学分

教学环节

９９Ｄ０１０３ 文献阅读与综述

９９Ｄ０１０１ 学术活动（含博导讲座）

９９Ｄ０１０２ 科学研究

必修

４４２



本学科推荐阅读的重要书目、专著和学术期刊

［１］郭道扬．会计史研究（第一
$

、第二
$

、第三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
［２］葛家澍、刘峰．中国会计大典－－会计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３］许家林．西方会计学名著导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出版
［４］卢泰宏等．消费者行为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
［５］纳雷希．Ｋ．马尔雷特拉．市场营销研究应用导向（第３版）．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６］维瑟拉．Ｒ．拉奥、乔尔．Ｈ．斯特克尔．战略营销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７］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主编．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８］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９］刘明辉．新世纪研究生教学用书 ｏ会计系列：高级审计研究（第二版）．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１０］（美）罗伯特·Ｓ．卡普兰；吕长江译．高级管理会计（第三版）．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１］刘淑莲．新世纪研究生教学用书ｏ会计系列：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第２版）．大连：东北财经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２］丁玉芬，邓小军．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３］韦德洪．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４］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Ｓｃｏｔｔ．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０６，４ｔｈ
［１５］［美］Ｒ．科斯、Ａ．阿尔钦 Ｄ．诺斯著，刘守英译．１９９４．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

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６］加里ｏ德斯勒．人力资源管理（英文版）（第１２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１７］理查德·Ｌ．达夫特．组织理论与设计（英文版，第１０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１８］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１９］Ｐｒａｈａｌａｄ，Ｃ．Ｋ．ａｎｄＨａｍｅｌ，Ｇ．ＴｈｅＣｏ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Ｍａｙ

１９９０
［２０］Ｐｏｒｔｅｒ，Ｍ．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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