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 

 

（城市规划与设计部分） 

 

第一部分  概况 

 

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城市规划与设计学科是建筑与土木工程领

域中甚为重要的研究和实践领域之一，是研究城市与区域发展、城市

建成环境规划设计和管理的应用性学科。 

城市规划与设计是以人居环境为主要研究和实践对象的工程领

域，学科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前沿性特点，既涉及人居环境的各个

方面，又贯通了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各个方面。其内容既涉

及到各类城市建设工程的总和部署，涉及到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

展的布局和城市的整体发展，同时也是政府公共政策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规划与设计领域是一个覆盖面广泛的工程技术领域，其核心

涉及到城市规划设计、城市规划管理和城市开发策划及组织三个方

面，与此相对应的，本专业方向的工程硕士所在的用人单位或可适应

的用人单位主要包括了这样三种类型：城市规划设计单位的规划设计

人员、政府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如建筑设计企业、房

地产企业和市政设计或管理部门等。从学科和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来

看，城乡各级政府及其相关联的政府管理部门、与城乡建设相关的设

计与工程企业等都将形成对城市规划与设计人员的需求。 

 

第二部分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 

 

一、获本专业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遵纪守法，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

本利益，能正确处理国家、单位、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也能正确处

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掌握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坚实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了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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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解决城市规划与设计问题的现代先

进技术方法，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担负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工作的能

力，具有解决城市规划设计和实施中的关键问题以及从事综合的研究

开发工作的能力。 

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勤

奋、勇于创新，富有合作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

和工作作风，诚实守信，恪守学术规范，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杜绝

抄袭与剽窃、伪造与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 

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具

有维护公共利益的职业素养，正确看待规划师执业资格的社会责任和

社会含义，自觉维护和履行规划师的职业道德要求。 

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环境适应能力。 

二、获本专业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基本知识包括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涵盖本领域任职资格涉及的

主要知识点。 

1、基础知识 

应掌握自然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知识，培养哲学

思维和科学方法，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工程实践。 

应具有基本的社会学、经济学和工程经济学、地理学以及法律和

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并有进行城市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能力，在法

律、政治和政策、公共管理等方面有一定的经验和社会积累。 

应具有较熟练的阅读理解能力,一定的翻译写作能力和基本的听

说交际能力,以适应在本学科研究中查阅国外文献和进行对外交流的

需要。 

应掌握计算机辅助图形设计、三维空间数据分析、统计数据分析

软件的使用、地理信息系统原理与应用等知识，并具有一定的应用能

力。 

2、专业知识 

应掌握城市规划原理和规划设计的方法和技术，把握城市规划与

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向，为科学、合理地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实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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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序发展打下扎实基础。 

应掌握城市规划各专项规划以及城市规划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

领域的理论和知识，掌握城市规划各项基础知识的核心内容和研究方

法，充分认识各项基础知识与城市规划的相互关系及其运用，为认识

城市发展、科学合理地编制和实施城市规划，并为城市各项发展和建

设工程的布局提供依据。 

随着本专业方向的进一步扩展，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获得者还可以结合自身的特点，从其他相关领域获取所需的专业

基础知识。 

三、获本专业学位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对于从事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规划管理等相关联的工作的在职

研究生，或在读之前在本领域从事相关联工作三年以上的研究生，在

培养过程中可不再专门安排实践训练环节。 

对于非以上类型的专业硕士研究生，应安排不少于半年的实习时

间。通过实习环节应达到：基本熟悉城市规划与设计或管理的工作流

程和相关职业及技术规范，培养实践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实习形式

可采用企业实践、课题研究等，实践内容可根据不同时实践形式由校

内导师或企业导师决定，所完成的实践类学分应战总学分的 20%左

右，实践结束时撰写的总结报告要有一定的深度、独到的见解。 

四、获本专业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1、获取知识的能力 

应具备基本的学习实践和良好的学习方法，掌握信息检索的原理

与方法，了解本专业方向的热点和动态，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能力。 

2、应用知识能力  

能够综合运用城市规划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通过定性和定量分

析，解决城市规划领域的工程实际问题。 

熟悉我国城乡规划体系和各种类型的规划制定与实施的特点及

其具体要求，能够独立承担城市规划研究、设计与管理的具体工作。 

能够发现并分析城市发展与规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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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提高实际工作中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方法含量。 

3、组织协调能力 

具有良好的协调、联络、技术洽谈和国际交流能力，具有较强的

团队合作精神和能力，有较强的人际交流和沟通能力，在实际工作中

有能力协调多工种、多单位协同工作。 

五、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选题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应当面向城市规划实践中的案例研究，应直接来源

于生产实践或有明确具体的规划实践背景和应用价值，拟解决的问题

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选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先进性。

论文选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选择城市建设发展、城市规划设计、城市规划管理实践方

面的主要现象和问题，对其产生原因进行深入调查和剖析。 

（2）针对城市规划设计或规划实施管理领域的现实问题，结合

具体规划设计任务或规划管理的要求，进行专题性的研究，对专题研

究的核心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并进行充分的论证。 

（3）针对城市建设发展、城市规划设计、城市规划管理实践等

工作内容、技术方法和工具或管理流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运用相关

学科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实践经验，研究制

定具有创新性的完善或改造方案。 

2、形式及内容要求 

学位论文应综合运用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与科学方法对城市发展

和城市规划与设计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剖析，能表现出作者具备综合运

用科学技术理论、方法和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位论文应以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主要形式，符合体例规范，

符合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并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分析论述具有

逻辑的完整性。 

3、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应包括问题界定、文献综述、针对所研究问题的综合剖

析或对策研究、研究结论、参考文献和必要的附录等。 



4 
 

学位论文应条例清楚，用词准确，表述规范。 

4、水平要求 

（1）学位论文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和深度，论文成果具有一定的

先进性和实用性。 

（2）学位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工作量饱满。 

（3）学位论文中的文献综述应对选题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或研究

课题的国内外状况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 

（4）学位论文应综合应用基础理论、科学方法、专业知识和技

术手段对所研究问题进行综合剖析或对侧研究，在某些方面能提出独

立见解。 

（5）学位论文撰写要求概念清晰，逻辑严谨，结构合理，层次

分明。论文应文字通畅，图表清晰，数据可靠，论证充分。 

（6）通过学位论文研究及其所开展的调查和科学研究、技术开

发或改造、工程或项目管理等活动，对相对独立完成的课题获取得的

阶段性成果进行总结，鼓励发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学术论文、申请发

明专利等具有一定创新性的成果。 

 

第三部分  编写成员 

 

吕富珣  清华大学 

孙施文  同济大学 

李志民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吴  晓  东南大学 

宋  昆  天津大学 

张珊珊  哈尔滨工业大学 

周铁军  重庆大学 

孟庆林  华南理工大学 

钱  锋  同济大学 

栾  峰  同济大学 

 



5 
 

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部分） 

 

第一部分  概况 

 

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学科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是与建筑设计及城市建设管理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性学位。 

建筑设计是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中甚为重要的研究和实践领域

之一，它是研究城市建设、建设工程管理的应用性学科，以人居环境

为主要研究和实践对象的工程领域，学科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前沿

性特点，既涉及人居环境的各个方面，又贯通了科学、技术和社会实

践活动的各个领域。其内容主要涉及到各类城市建设工程，也涉及到

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也是政府公共政策重要组成部分。 

建筑设计领域是一个覆盖面广泛的工程技术领域，其核心涉及到

建筑设计、建筑工程管理两个方面，与此相对应的，本专业方向的工

程硕士所在的用人单位或可适应的用人单位主要包括了这样三种类

型：建筑设计单位的设计人员、政府城市建设管理部门以及其他相关

机构如建筑设计企业、房地产企业和市政设计或管理部门等。 

可持续发展及地域特色的保护和创造成为当今建筑学发展的重

要方向；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进入建筑学领域，则为建筑学的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建筑学科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广义建筑学。今天

的建筑学科以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三位一体的知识结构

为平台，进一步加强理工与人文的交叉、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在解决

复杂建筑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 

 

第二部分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 

 

一、获得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思想素质 



6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遵纪守法，坚持真理，发

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恪守学术规

范，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 

2、综合素质 

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

的、能够适应国家建设事业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

工程管理人才。 

3、专业素质 

在本学科领域内，掌握建筑设计的扎实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

握解决建筑设计问题的现代先进技术方法；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担负

建筑设计与建筑工程管理的能力；具有解决建筑设计和实施中的关键

问题以及从事综合的研究开发工作的能力。 

4、职业精神 

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具

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勤于学习、勇

于创新，富有合作精神。 具有事业心，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守

职业道德和工程伦理规范，能够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

的关系。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环境适应能力，善于处理人与人、人

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够正确对待成功与失败。具有维护公共

利益的职业素养，正确看待建筑师执业资格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含义，

自觉维护和履行建筑师的职业道德要求。 

二、获得本专业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1.基础知识 

通过建筑设计、近现代建筑理论与历史、建筑设计原理、现代建

筑技术引论、城市设计的实践与方法、城市设计理论、居住与社区发

展等课程，掌握建筑设计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领域的理论和知识，以

及各项基础知识的核心内容和研究方法，充分认识各项基础知识与建

筑设计的相互关系及其运用，为认识城市建设、科学合理地设计和实

施建筑工程项目提供依据。 

2.专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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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筑学学科前沿动态、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设计的实践

与方法、现代城市功能与结构、现代住宅类型学、人类聚居环境景观

学、建筑环境生态、环境行为学以及相关前沿讲座等课程，掌握建筑

设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掌握建筑设计原理和设计的方法和技术，把

握建筑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向，为科学、合理地设计和实施建筑工程项

目打下扎实基础。 

3.人文知识 

学习自然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管理科学等人文社科知

识，培养人文精神、哲学思维、审美品位和科学方法，用科学发展观

指导工程实践。 

4.工具性知识 

外语：具有较熟练的阅读理解能力，一定的翻译写作能力和基本

的听说交际能力，以适应在本学科研究中查阅国外文献和进行对外交

流的需要。 

计算机：辅助图形设计，三维空间数据分析，统计数据分析软件

的使用，地理信息系统原理与应用。 

三、获得本专业学位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通过实践环节基本熟悉本行业工作流程和相关职业及技术规范，

培养实践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实践形式和实践内容可多样化，由企

业导师或校内导师决定。 

四、获得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 

应具备基本的学习实践和良好的学习方法，掌握信息检索的原理

与方法，并具有良好的学习手段和渠道。 

2.应用知识能力 

能做到综合运用建筑设计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通过定性和定量

分析，解决城市建设领域的工程实际问题。 

3.工程实践能力 

熟悉我国城市建设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能够独立承担建筑研

究、设计与管理的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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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拓创新能力 

能够发现并分析工程项目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

题的方案，提高实际工作中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方法含量。 

5.组织协调能力 

在实际工作岗位上能够承担主要负责人职责，组织大型建筑设计

项目，并协调多工种、多单位协同工作。 

五、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导师制度 

本领域工程硕士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两位导师一般都应具有副

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其中一位导师来自培养单位，即学校导师，

也称第一导师；另一位导师原则上要求来自研究生所在的单位，称为

企业导师或第二导师。 

⑴学校导师(第一导师)负有工程硕士研究生指导的主要责任，其

主要职责包括：①关心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和工作；②指导研究生

制定培养计划；③与企业导师共同商议、指导研究生选择工程硕士学

位论文的研究课题；④指导研究生开展学位论文研究并进行阶段性的

检查与考核，负责组织实施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中期考核；

⑤指导研究生撰写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组织实施学位论文答辩，防

范学术不端行为，严把论文质量关。 

⑵ 企业导师(第二导师)配合学校导师指导工程硕士研究生，其

主要职责有：①关心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和工作，帮助研究生落实

完成学位论文所需要的时间；②推荐或提供单位可供选择的工程研究

(或设计)课题；③指导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研究；④协助学校导师指导

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把握学位论文中实验数据的真实性；⑤防止学

位论文中泄露涉及企业技术机密的资料和数据，以免对企业造成利益

损害。防范学术不端行为，严把论文质量关。 

2.选题要求 

工程硕士论文选题倡导从实践出发，充分调研，完成一个具有相

当难度和工作量、并具有学术研究内涵的设计课题，形成一个完整的

包括调研报告、设计论证以及设计成果在内的学位论文。应对设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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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或相关设计领域内存在的专项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涵盖背景

分析、调研报告、相关案例分析、策略比较、设计论证、设计成果表

达、技术要点总结、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和展望等内容，并将会对同

类工程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研究型工程论文，对于建筑学来说主要关注工程研究和描述工程

成果，对各种工程相关课题进行分析论证，反映专业技术领域内前沿

的科学技术水平，促进技术创新及推广应用。 

3.形式要求 

学位论文应当符合体例规范，符合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并做到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分析论述具有逻辑的自我完整性。 

4.内容要求 

学位论文应能表现出作者具备综合运用科学技术理论、方法和手

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1）文献综述应对选题所涉及的工程技术问题或研究课题的国

内外研究现状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 

（2）综合运用基础理论、科学方法、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对所

解决的工程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能在某方面提出独立见解； 

（3）论文工作应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或

理论深度，论文成果具有先进性和实用性； 

（4）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工作量饱满，一

般应至少有一学年的论文工作时间； 

（5）论文写作要求概念清晰、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文理通顺、

版式规范； 

5.质量要求（文献综述，选题，综合应用，独立完成，论文写

作） 

技术先进，有一定难度；内容充实，工作量饱满；综合运用基础

理论、专业知识与科学方法；格式规范，条理清楚，表达准确；社会

评价好。（如已在公开报刊发表、获奖、获得专利、通过鉴定，应用

于工程实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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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编写成员 

 

王  凯  同济大学 

吕富珣  清华大学 

李志民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吴  晓  东南大学 

宋  昆  天津大学 

张珊珊  哈尔滨工业大学 

周铁军  重庆大学 

孟庆林  华南理工大学 

钱  锋  同济大学 

章  明  同济大学 

蔡永洁  同济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 

 

（土木工程部分） 

 

第一部分  概况 

 

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土木工程学科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与本工

程领域职业能力相联系的专业性学位。学位获得者应成为基础扎实、

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

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土木工程是研究建造各类工程设施所进行的勘测、设计、施工、

管理、监测、维护等的工程领域，其涉及的领域方向有结构工程，岩

土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市政工程，供

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土木工程建造等。本领域覆盖的技术

主要有设计技术、施工技术、维护与加固技术、管理技术、实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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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分析与仿真技术等。 

土木工程领域覆盖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采矿业以及电、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与国家的经济社

会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行业。 

土木工程领域伴随着材料的变革、力学理论和计算技术的发展而

不断被注入新的内涵。随着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的频发，自然资源

的短缺，人类居住环境的恶化以及人类活动向天空、地下、海洋不断

延伸的探索与发展，土木工程建设进入安全、舒适、节能、环保、耐

久的可持续发展阶段。在空间域上，从单纯单体工程分析发展到对整

体系统网络和环境的综合分析与智能控制；在时间域上，从单纯使用

阶段的安全设计发展到工程全寿命周期的精细化设计与可靠性管理；

在深度上，从单纯依靠专一学科深化到依靠多学科的交叉。此外，计

算技术、信息技术和工程材料发展等从各个方位渗入土木工程领域，

为土木工程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驱动力。 

 

第二部分  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 

 

一、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遵纪守法，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诚

实守信，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杜绝抄袭与剽窃、

伪造与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 

掌握土木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知识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本领

域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能够运用先进方法和现代化技术手段解决

工程问题；具有独立从事（领域内某一方向）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工

作的能力。 

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事业心和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的

思想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勤奋、勇于创新，能够正确对待成

功与失败，遵守职业道德和工程伦理。 

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环境适应能力，富有合作精神，能既正确

处理国家、单位、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也能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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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获本专业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基本知识包括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涵盖本领域任职资格涉及的

主要知识点。 

1.基础知识 

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包括按特定领域方向可选的矩阵论、概率

论、数值分析、应用统计、随机过程、应用泛函分析、优化理论与方

法等应用数学知识及相关物理、化学知识；外语、计算机、信息检索

等工具性知识；自然辩证法、工程伦理、经济、管理以及法律法规等

人文社科知识。 

2.专业知识 

掌握本领域某一方向较为系统的专业基础知识及较为全面的专

业技术知识，主要包括：弹塑性力学及有限元的理论与应用、结构动

力学及其工程应用、土力学及其工程应用、现代土木工程材料、混凝

土结构理论与应用、钢结构理论与应用、岩土工程理论与应用、地下

结构理论与应用、桥梁结构理论与应用、现代施工技术、现代土木工

程项目管理、结构防灾技术、结构全寿命维护技术、土木工程试验理

论与方法、水处理化学和微生物学、水处理理论与技术及系统分析、

高等工程热工学、高等工程流体力学、燃烧理论与技术、现代空调通

风技术、建筑节能技术、燃气输配及燃气设备。 

随着领域外延的进一步扩大，不同学科与不同领域间的交叉进一

步加深，本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还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

求，掌握相关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三、获本专业学位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通过实践环节应达到：基本熟悉本行业工作流程和相关职业及技

术规范，培养实践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  

实践形式可多样化，实践时间不少于半年，实践环节包括课程实

验、企业实践、课题研究等形式，实践内容可根据不同的实践形式由

校内导师决定或校内及企业导师协商决定，所完成的实践类学分应占

总学分的20%左右，实践结束时所撰写的总结报告要有一定的深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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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到的见解，实践成果可直接服务于实践单位的技术开发、技术改造

或高效生产。 

四、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 

   能够通过检索、阅读等一切可能的途径快速获取能够符合专业需

求及关联问题信息的能力，并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2.应用知识能力 

    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工程项目规划、研究、设计与开

发、组织与实施等实际问题。在工程技术发展中善于运用创造性思维，

勇于开展创新试验、创新开发和创新研究。 

3.组织协调能力 

    具有良好的协调、联络和技术洽谈能力，能够有效地组织与实施

科技项目开发，并解决项目进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4.国际交流能力 

了解所从事研究方向的国际先进水平和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外

语水平、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环境下的国际交流能力。 

五、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选题要求 

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背景，其研究成果要有

实际应用价值，拟解决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选题要

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先进性。具体可从以下方面选取： 

    (1) 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新技术或新软件的研制

与开发；  

    (2) 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技术推广与应用； 

    (3)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国外先进技术； 

    (4)应用基础性研究、应用研究、预研究专题； 

    (5)具有一定复杂程度的工程技术项目或工程管理项目的规划或

研究； 

    (6)具有一定复杂程度的工程项目的设计研究或实施方案的优化

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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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验装置、实验系统和实验方法研究； 

(8)技术标准制定。 

2.形式及内容要求 

土木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形式可以分为工程研究、设

计研究、工程规划、工程管理等。 

(1) 工程研究：是指来源于土木工程实际的具有一定复杂程度的工

程技术的研究。包括了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新技术或

新软件的研制与开发；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技术推广与应用，以及

对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再研发。要求综合应用基础理论、

专业知识和理论、试验、数值模拟等技术手段对工程实际问题进行分

析研究，论文成果具有先进性和实用性，并能在某些方面提出独立见

解或有所创新。 

(2) 设计研究：是指来源于土木工程实际的具有一定复杂程度的工

程项目的设计或实施方案的优化和研究。要求以解决生产或工程实际

问题为重点，问题有一定难度和深度，研究方法先进，研究成果对工

程应用有参考价值。 

(3) 工程规划：是指来源于土木工程实际的，具有一定复杂程度的

工程技术项目的规划。可包含市政工程规划、建筑工程规划、防灾与

防护工程规划等。要求需求分析合理，数据样本可靠，论证充分严密，

总体规划正确，具有前瞻性。 

(4) 工程管理：是指来源于土木工程实际的具有一定复杂程度的工

程管理项目的研究。研究的问题可涉及对一个工程从概念设想到正式

运营的全过程（具体工作包括：投资机会研究、初步可行性研究、最

终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招标、采购、施工、试运行等）。要求有

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理论建模和分析方法科学正确，统计数据准确，

研究成果应具有一定经济或社会效益。 

3.规范要求 

土木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应条理清晰、结构合理、层

次分明、文理通顺、用词准确、表述规范。 

学位论文一般应由以下部分组成：封面（中英文论文题目、作者、

http://baike.baidu.com/view/1178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7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42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87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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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独创性声明与诚信声明；中英文的摘要与关键词；论文目录；

英文缩略语表；正文（选题依据与意义，工程背景与技术现状分析，

论文主体部分，结论）；参考文献；致谢和必要的附录(包括应用证明、

项目鉴定报告、获奖成果证书、设计图纸、程序源代码、论文发表等)。 

4、水平要求 

⑴ 学位论文工作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深度，论文成果具有一定

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⑵ 学位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工作量饱满； 

⑶ 学位论文中的文献综述应对选题所涉及的工程技术问题或研

究课题的国内外状况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 

⑷ 学位论文的正文应综合应用基础理论、专业知识、科学方法

和技术手段对所解决的科研问题或工程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能

在某些方面提出独立见解； 

⑸ 学位论文撰写要求概念清晰、逻辑严谨、结构合理，层次分

明、文字通畅、图表清晰、概念清楚、数据可靠、计算正确。 

⑹ 通过学位论文研究及其所开展的科研、技术开发或改造、工

程或项目管理等活动，对相对独立完成的课题或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

行总结，鼓励发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学术论文、申请发明专利等具有

一定创新性的成果。 

 

第三部分  编写人员 

 

王铁成 天津大学 

叶继红 东南大学 

史庆轩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冯  鹏 清华大学 

吕大刚 哈尔滨工业大学 

刘叔灼 华南理工大学 

李正良 重庆大学 

陈素文 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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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宪忠 同济大学 

葛  坚 浙江大学 

廖海黎 西南交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