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2 机械工程

一、学科概况

机械工程是以相关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为理论基础， 结合生产实践经验， 研究各类机械在设
计、 制造、 运行和服务等全寿命周期中的理论和技术的工程学科。 机械工程学科的基本任务是
应用并融合机械科学、 信息科学、 材料科学、 管理科学和数学、 物理、 化学等现代科学理论与
方法， 对机械结构、 机械装备、 制造过程和制造系统进行研究， 研制满足人类生活、 生产和科
研活动需求的产品和装置， 并不断提供设计和制造的新理论与新技术。 本学科具有理论与工程
实践相结合、 学科交叉， 以及为其他科学领域提供使能技术的特点， 是发现规律、 运用规律和
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

机械工程学科是最早和最基础的工程学科之一， 从石器时代制造简单手工工具到现代的智
能机械，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到当前的信息革命， 人类的生产实践、 科研活动
和社会进步与机械工程学科有密切关系。 在牛顿力学建立和蒸汽革命以后， １８４７ 年世界首个
机械工程师学会在英国成立， 标志着机械工程已走向一个独立的学科。 机械设计、 机械制造与
机械电子的理论和技术发展是机械工程学科的重要支撑。

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的机械工程学科经历数百年辉煌以后， 其内涵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深
刻的变化。 近年来， 信息技术、 新能源、 新材料、 生物、 纳米等高技术的迅猛发展， 制造的新
模式、 新概念、 新理论、 新技术等不断涌现， 拓展和丰富了机械工程学科的内涵， 对学科发展
和创新人才培养提出了迫切需求。 机械工程学科不断吸收自然科学和其他应用技术领域的新发
现和新发明， 开辟新的发展方向； 同时， 新的工程领域也为机械工程学科提出了新的需求。 机
械工程学科需面向学科前沿和重要工程需求， 开展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研究。

机械工程学科主要包括： 机械设计及理论、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电子工程、 车辆工
程和微机电工程等。
二、学科内涵

机械工程学科主要围绕各种机械产品与装备， 开展设计、 制造、 运行、 服务的理论和技术
研究， 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机械工程学科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包括机械的基础理论， 各类机械产品与装备的设计
方法， 制造技术与系统， 检测控制与自动化， 性能分析与实验研究， 以及各类机械装备运行维
护的理论与技术等。 培养胜任以上设计、 制造与科研开发任务的人才。

本学科以数学、 力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等为基础， 融合材料学、 电工电子技术、 测
量与控制技术、 信息技术等， 采用建模、 仿真、 优化、 科学实验、 工程实践等方法， 研究机械
学、 机械设计、 制造工艺和系统、 机电控制、 测试等理论和技术。



三、学科范围

机械工程一级学科主要包括 ５ 个学科方向。
1．机械设计及理论　是根据使用要求对机械产品和装备的工作原理、 结构、 运动方式、

力和能量的传递方式等进行构思、 分析、 综合与优化的一门学科。 机械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工
作过程， 是决定机械产品功能与性能最主要的环节之一， 其任务是研究机械产品， 形成产品定
义 （功能设计、 性能设计、 结构设计等） ， 并表达为图纸、 数据描述等制造依据。 机械设计及
理论学科培养能从事对机械产品和装备进行设计、 性能分析和相关开发研究等的高级专门人
才。 机械设计及理论主要研究： 设计方法学、 机构学、 摩擦、 润滑与密封、 机械动力学、 多学
科设计与优化、 机械产品性能仿真、 机械强度与可靠性理论、 性能分析与测试、 绿色与节能
设计。

2．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是研究机械制造理论与技术、 自动化制造系统和先进制造技术
的一门学科。 其任务是研究可靠、 高效、 绿色、 智能地制造出符合设计要求， 并提升用户价值
的产品所涉及的各种先进制造理论、 方法、 技术、 工艺、 装备与系统等。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学科培养能从事对机械产品加工、 制造和相关开发研究等的高级专门人才。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
化主要研究： 切削原理与加工工艺、 精密制造技术与精密机械、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特种加
工、 集成制造系统、 绿色制造、 微纳制造、 增材制造、 生物制造与仿生制造、 智能制造、 再制
造、 质量保证及服役安全。

3．机械电子工程　是将机械、 电子、 流体、 计算机技术、 检测传感技术、 控制技术、 网
络技术等有机融合而形成的一门学科， 是机械工程与电子工程的集成。 其任务是采用机械、 电
气、 自动控制、 计算机、 检测、 电子等多学科的方法， 对机电产品、 装备与系统进行设计、 制
造和集成。 机械电子工程学科培养能从事机电一体化设备以及生产过程自动化相关开发研究等
的高级专门人才。 机械电子工程主要研究： 机电系统控制及自动化、 流体传动与控制、 传感与
测量、 机器人、 机电系统动力学与控制、 信号与图像处理、 机电产品与装备故障诊断。

4．车辆工程　是研究各类动力驱动陆上运动车辆的基本理论、 设计和制造技术的一门学
科。 其任务是综合应用力学、 机械设计、 电子与信息、 计算机与控制、 能源与化工等理论和技
术， 对车辆进行设计、 制造、 检测和控制。 车辆工程学科培养能从事各类车辆相关开发研究等
的高级专门人才。 车辆工程主要研究： 车辆总体、 车辆动力传动系统分析与设计、 车身设计与
制造、 车辆轻量化、 节能与新能源车辆、 车辆动力特性与控制、 车辆安全与检测、 汽车排放与
污染控制、 车辆电子技术、 列车牵引与控制。

5．微机电工程　是研究具有微纳米尺度特征的功能器件及系统的工作原理、 设计、 制造
与性能表征的一门学科。 微机电工程学科的基础包括设计与制造基础理论、 微电子学、 微流
体、 传热传质理论、 微光学、 材料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力学等基础理论和方法。 微机
电工程学科培养能从事微纳设计与制造相关开发研究等的高级专门人才。 微机电工程主要研
究： 微器件原理与设计、 微纳制造工艺、 微纳制造装备、 微纳测量与表征、 微流体力学、 微纳
器件性能与可靠性、 微纳传感器与作动器、 硅基微制造工艺与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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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养目标

1．硕士学位　掌握机械工程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的专门知识， 了解本学科的前沿
发展现状和趋势； 具有从事科研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对所研究的课题具有新见
解， 具有工程问题建模、 工程技术创新和开发的基本能力； 具有良好的表达交流能力和团队精
神， 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2．博士学位　掌握机械工程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熟悉本学
科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 具有综合运用机械工程学科的理论、 方法和技术手段， 发现、 提
出、 分析与解决问题， 并独立分析、 解决前沿科学问题与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 具有学科前沿
的综合视野， 有一定的学科交叉研究能力； 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 竞争
与合作能力。
五、相关学科

仪器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工程、 控制科学与工程、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电子科学与技术、 军事装备学。
六、编写成员

卢秉恒、 李培根、 王田苗、 邓宗全、 王家序、 刘钊、 朱荻、 孙逢春、 任露泉、 张义民、 陈
天宁、 李兵、 汪劲松、 陈花玲、 杨荃、 陈雪峰、 林忠钦、 赵丁选、 段吉安、 钟志华、 钟秉林、
屠大维、 温熙森、 谭建荣、 翟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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