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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科概况

软件工程经过 ４０ 余年的发展， 形成了软件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 工程方法与技术体系，
完善了软件工程教育体系， 具备了学科的完整性和教育学特色， 具有广泛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
向， 作为独立学科为软件产业发展提供了理论、 技术与人才支撑。

１９６８ 年在德国举行的 ＮＡＴＯ 软件工程会议上， 为应对 “软件危机” 的挑战， “软件工程”
术语被首次提出。 在这个时期， 具有代表性的软件工程定义是 “为了经济地获得在真实机器
上可靠工作的软件而制定和使用的合理工程原则和方法”。

１９７５ 年， ＩＥＥＥ计算机协会第一次出版了 “软件工程学报” 。 此后， 软件工程这个术语被
广泛用于工业、 政府和学术界， 众多的出版物、 团体和组织、 专业会议在它们的名称中开始使
用软件工程这个术语， 很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先后开设了软件工程课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基于瀑布模型的软件开发过程和结构化过程语言
编程范型占主导地位， 软件工程研究在软件需求分析、 软件设计、 软件测试、 软件质量保证、
软件过程改进等多个子领域得到深化和扩展， 形成了软件工程学科的雏形。

同期， 软件工程教育得到卡内基· 梅隆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 （ＳＥＩ） 的培育和支持。 该研
究所调查软件工程教育的现状， 出版软件工程推荐教程， 在卡内基· 梅隆大学建立软件工程硕
士教育计划， 并组织和推动软件工程教育者研讨会。

１９９１ 年， ＡＣＭ 和 ＩＥＥＥ－ＣＳ 的计算学科教程 ＣＣ１９９１ 专题组将软件工程列为计算学科的九
个知识领域之一。 １９９３ 年， ＩＥＥＥ －ＣＳ 和 ＡＣＭ 为了将软件工程建设成为一个专业， 建立了
ＩＥＥＥ－ＣＳ／ＡＣＭ 联合指导委员会。 随后， 该指导委员会被软件工程协调委员会 （ＳＷＥＣＣ） 替
代。 ＳＷＥＣＣ提出了 “软件工程职业道德规范”、 “本科软件工程教育计划评价标准” ， 以及
“软件工程知识体系 （ＳＷＥＢＯＫ）”。 其中， ＳＷＥＢＯＫ全面描述了软件工程实践所需的知识， 为
开发本科软件工程教育计划打下了基础。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全世界 ５００ 多位来自大学、 科研机构和企业界的专家、 学者制定了软件工
程知识体系 （ＳＷＥＢＯＫ） 和软件工程教育知识体系 （ＳＥＥＫ）， 标志着软件工程学科在世界范
围正式确立， 并在本科教育层次上迅速发展。

进入 ２１ 世纪，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络与应用得到快速发展， 信息技术的应用模式发生了
巨大变化。 在开放、 动态、 复杂的网络环境下， 灵活、 可信、 协同的计算资源、 数据资源、 软
件资源、 服务资源等各种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利用， 无处不在的普适计算， 主动可信的服务计算
等， 均对软件工程提出了巨大挑战。 围绕服务计算、 云计算、 社会计算、 可信计算、 移动互联
网、 物联网、 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等新型计算和应用模式， 展开应用导向的软件工程研究成为主
流趋势。 另一方面， 软件工程经过数十年的研究与实践， 积累了海量的软件及相关数据， 整理
和分析这些数据， 发现和总结软件制品、 人员、 工具、 活动的特点及其所反映的软件工程实践



效果， 成为近几年软件工程的研究热点， 这不仅能够提炼与完善软件工程的理论、 方法和技
术， 还能支撑软件工程在新型计算和应用模式中的进一步发展。
二、 学科内涵

软件是客观世界中问题空间与解空间的具体描述， 它追求的是表达能力强， 符合人类思维
模式， 具有构造性和易演化性的计算模型。 工程是综合应用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 改造客观世
界的具体实践活动及其成果。 软件工程是以计算机科学理论和技术以及工程管理原则和方法等
为基础， 研究软件开发、 运行和维护的系统性、 规范化的方法和技术， 或以之为研究对象的
学科。

软件工程的研究对象是软件系统， 其学科涵盖科学与工程两个方面。 其中， 科学研究的重
点在于如何发现软件构造、 运行和演化的基本规律， 以应对当今软件所面临的复杂性、 开放性
和可信性等一系列重要挑战； 而工程的重点在于综合应用包括科学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 运用
各种科学知识， 深刻理解设计合格产品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 经济高效地构建可靠易用的产
品。 软件工程知识体系主要包括软件需求、 软件设计、 软件构造、 软件测试、 软件维护、 软件
配置管理、 软件工程管理、 软件工程过程、 软件工程工具和方法、 软件质量等知识域。

软件工程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计算机科学中的程序理论和计算理论， 以及求解问题的数学理
论与方法， 既关注构造软件的理论、 模型与算法及其在软件开发与维护中的应用， 也关注求解
问题的数学理论与方法及其在软件建模、 分析、 设计和验证中的应用。

软件工程学科的方法论基础主要是系统工程、 管理学和经济学等， 重点关注软件系统的复
杂性问题， 涉及大型复杂软件系统开发、 运行与维护的原则和方法。 由于软件的特殊性， 软件
工程与传统的工程学有所不同。 软件工程更关注抽象、 建模、 信息组织和表示、 变更管理等，
在软件的设计阶段必须考虑实现和质量控制， 而且持续进化是软件的重要特征。 同时， 过程管
理、 质量保证、 成本进度计划与控制等也是软件工程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软件的渗透性和软件的服务性， 不断催生新学科， 发展新产业。 软件工程的研究必须与实
际应用领域相结合， 形成面向领域和面向服务的理论、 方法与技术， 涉及科学计算、 信息系统
与数据处理、 嵌入式与实时计算、 工业过程控制、 移动计算、 云计算、 物联网、 大数据、 媒体
计算等技术领域， 以及生物医学、 金融与电子商务、 电子政务、 电信、 航空与航天、 交通、 国
防、 游戏与娱乐、 社交网络等应用领域的相关理论。
三、 学科范围

1．软件工程理论与方法　在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 研究大型复杂软件
开发、 运行和维护的理论和方法， 以及形式化方法在软件工程中的应用， 主要包括软件语言、
形式化方法、 软件自动生成与演化、 软件建模与分析、 软件智能化理论与方法等内容。

2．软件工程技术　研究大型复杂软件开发、 运行与维护的原则、 方法、 技术及相应的支
撑工具、 平台与环境， 主要包括软件需求工程、 软件设计方法、 软件体系结构、 模型驱动开
发、 软件分析与测试、 软件维护与演化、 软件复用、 软件工程管理以及软件工程支撑工具、 平
台与环境等内容。

3．软件服务工程　研究软件服务工程原理、 方法和技术， 构建支持软件服务系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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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和平台， 主要包括软件服务系统体系结构、 软件服务业务过程、 软件服务工程方法、 软件
服务运行支撑和软件服务质量保障等内容。

4．领域软件工程　研究软件工程在具体领域中的应用， 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面向领域的
软件工程理论、 方法与技术， 主要包括领域分析、 领域设计、 领域实现和应用工程等内容。
四、 培养目标

1．硕士学位　具备坚实的软件工程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
国语； 具有较好的创新意识和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 能够综合运用
软件工程方法、 技术和工具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具备较全面的软件研发能力与实践经验； 能
从事软件工程的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关键技术创新和大型软件系统分析、 设
计、 开发与管理等工作， 也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2．博士学位　具备坚实宽广的软件工程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熟练地掌握一
门外国语； 对于相关的重要理论、 方法与技术有透彻了解和把握， 有学术研究的领悟力， 理解
学术研究的真谛； 善于发现学科的前沿性问题， 并对之进行深入的原创性研究， 不断开拓新的
领域； 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 能独立从事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创新
等软件工程高水平研究； 可在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也可在相关部门从事
专业性研究和技术开发等工作。
五、 相关学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学、 系统科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
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社会学、 新闻传播学、 应用经济学等。
六、 编写成员

李未、 卢锡城、 孙家广、 潘云鹤、 李国杰、 顾逸东、 怀进鹏、 梅宏、 吕建、 孙茂松、 徐晓
飞、 陈纯、 傅育熙、 金海、 罗军舟、 于戈、 周兴社、 秦志光、 欧阳丹彤、 陈小武、 胡春明、 许
可、 窦勇、 毛晓光、 刘强、 洪学海、 黄罡、 王林章、 陈刚、 刘挺、 曹健、 吴松、 徐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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