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2 机械工程一级学科

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 学科概况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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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强有力工具。

机械工程学科主要包括 5 个学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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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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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制造

及其自动化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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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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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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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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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科的各学科方向之间相互联系, 学科技术相互渗透, 学

科发展相互促进。

近年来, 机械工程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绿色设计、数字化制造、微纳制造、生物制造、智

能制造等前沿和新兴研究领域。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制造是今后制造技术遵循的重要原

则; 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相融合, 使制造进入数字化时代, 传统制造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制

造技术进一步与生物、纳米、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相融合, 使制造科技发生了日新月异

的变化, 制造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第二部分 博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一、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并能主动拓宽知识面、关注学科

前沿发展和知识交叉应用, 提升自身综合能力, 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其学位论文在相

应的研究方向上应具有系统性和创新性。

1. 基础理论知识

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知识( 如数学、物理学、力学等领域的知识) ; 具有相关学科方向

涉及的必要专业基础知识; 熟悉机械工程常用的数字建模、理论分析、仿真优化、计算方法、实

验方法与工具, 具备对工程科学及技术问题的深入理解和综合分析能力。

2. 专业知识

熟悉机械工程学科中设计、制造等方向的重要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能围绕所从事的

研究方向, 对其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创新研究。

3. 多学科知识

根据研究方向的特点, 有针对性地掌握相关学科( 如材料科学、能源工程、计算机技术、微

电子技术、生物医学等) 的必要知识。

二、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 学术素养

( 1) 热爱机械工程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工作, 具有探索真理、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勤于实践

的精神和追求卓越的信念;

( 2) 具有在机械工程实践中勇于质疑、善于发现、探索规律、科学总结等学术素养;

( 3) 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良好的团队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 4) 具有良好的知识产权意识。

2. 学术道德

( 1) 遵守国家、学位授予单位等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遵守社会公德;

( 2) 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诚实守信, 学风严谨, 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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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 获取知识能力

( 1) 能够通过课堂学习、文献查阅、工程实践、科学实验、专家咨询、自学钻研、国内外学术

技术交流等多种方式和渠道, 掌握本学科科学规律和研究方法, 了解学术前沿;

( 2) 具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能够在机械工程的实践中归纳和凝练科学问题, 在研究中发

现新问题、新现象, 提出新观点, 从而揭示事物内在规律;

( 3) 善于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解决本学科问题;

( 4) 具有知识更新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2. 学术鉴别能力

( 1) 能够正确评判研究命题的学术、技术、经济和社会价值;

( 2) 能够判断研究方案的合理性、先进性、创新性和可行性;

( 3) 能够评判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正确性、创新性和工程实用性;

( 4) 针对本领域的研究, 有较强的综述和评价的能力。

3. 科学研究能力

( 1) 能够综合、系统运用所学科学理论, 结合工程实践, 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并制定科

学合理的研究方案;

( 2 ) 具有独立地分析和解决机械工程科学与技术问题的能力, 在相应的研究领域具有创

新能力;

( 3 ) 能够独立开展高水平研究, 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较强的交流沟通、环境适应能

力和团队精神;

( 4) 具有一定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能力。

4. 学术创新能力

( 1) 能针对所研究的实际工程领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 2) 能够在已有的研究成果或实际机械工程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新观念、新理论和新

技术;

( 3) 具有独立分析与综合、系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机械设计、制造和服役等复杂实际工程

问题的能力。

5. 学术交流能力

( 1) 能够准确阐明所研究问题的思路与方案, 并善于沟通和交流, 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述

能力;

( 2) 能够熟练地阅读本学科相关领域的外文资料, 并具有一定的外文写作和听说能力;

( 3 ) 能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以及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能在国内外会议上报告自己研究成

果并与他人讨论交流;

( 4) 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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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能力

具有一定的规划、组织、协调等能力; 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四、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 选题与综述的要求

( 1 ) 根据机械工程科学技术现状和发展, 依据研究条件, 结合国家社会需求、个人知识背

景以及研究兴趣进行论文选题;

( 2) 文献综述应在全面搜集、阅读大量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 经过归纳整理、分析鉴别,

对所研究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以及新的发展趋势等进行系统、

全面、客观的叙述和评论, 为论文课题的确立提供支持和论证。

2. 规范性要求

( 1 ) 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集中反映, 应在导师指导下由博士生

独立完成;

( 2) 学位论文一般应包括: 中英文题目与摘要、目录、绪论、正文、结论、参考文献、致谢、独

创性声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附录等;

( 3) 学术成果文本应规范使用语言文字、标点符号、数字; 采用国际标准单位, 语句精炼通

顺、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图表规范; 学位论文要求立论正确、数据真实、论据可靠、说理透彻、推

理严谨。

3. 成果创新性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应对机械工程领域科技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 在科学或专门

技术上做出创新性的成果, 并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博士学位论文的

创新性可通过公开发表的论文、报告、著作、专利、科技奖励、专家评审意见或者其他形式体现。

第三部分 硕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一、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1. 基础知识

在本科机械工程相关专业的知识基础上, 掌握本专业方向更深入的基础和专业基础知识,

如数理统计、机械学原理、现代控制论、摩擦学、计算方法和机械动力学等。

2. 专业知识

围绕具体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 掌握该方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的专门知识, 如数字化

设计、材料成形、数控技术和特种加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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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具性知识

围绕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 深入了解相关工具的基础原理和使用方法, 并能熟练应用于实

际问题分析中, 如实验仪器设备和测试技术、机械结构分析软件、运动学和动力学仿真软件等。

4. 实验知识

围绕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 深入掌握实验系统设计方法、实验技能和数据分析的基本理论

和方法, 能完成与研究方向相关的实验。

二、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 学术素养

( 1) 热爱所从事的科学与技术研究工作, 具有探索真理、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

( 2) 具有探索机械工程发展规律、科学总结等学术素养;

( 3) 具有严谨求是的科学态度, 良好的团队精神,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 4) 具有良好的知识产权意识。

2. 学术道德

( 1) 遵守国家、学位授予单位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遵守社会公德;

( 2) 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诚实守信, 学风严谨, 杜绝学术不端行为。严禁弄虚作假, 尊重他

人劳动和权益, 合理使用引文或引用他人成果。

三、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 获取知识能力

( 1 ) 在课程学习的基础上, 通过阅读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参加学术交流会、调研等多种

形式和渠道, 培养主动获取研究所需知识的自学能力、掌握正确研究方法的能力;

( 2) 深入掌握机械工程的理论、方法、技术和专业知识, 熟悉本专业的最新发展状况和

趋势;

( 3 ) 能够从工程实践、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实验探索中挖掘和发现本领域的相关问题和

研究课题。

2. 科学研究能力

( 1) 熟悉本研究方向的基本研究方法, 了解本研究方向的国内外最新发展动态; 熟悉机械

工程领域技术和标准, 相关行业的政策、法律和法规;

( 2) 具有应用科学理论及方法、获得科学实验数据和进行合理分析的能力, 对机械产品、

装备或制造工艺进行创新设计能力;

( 3) 具有对本研究方向重要问题的评判能力, 能够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价值判断。

3. 实践能力

( 1) 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理论, 开展专门技术工作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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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能够将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学以致用, 设计新的机械产品、研究新工

艺和开展科学实验;

( 3) 能够自行设计并搭建实验装置;

( 4) 具有与他人良好合作、开展工程实践的能力。

4. 学术交流能力

( 1) 学习期间应积极参加学术论坛、学术报告会、学术专题讲座、学术会议等学术活动;

( 2) 比较熟练地运用一门外国语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 并能撰写论文, 具有初步的听说

能力;

( 3) 能够准确表达自己学术观点和研究结果。

5. 其他能力

具有一定的规划、组织、协调等能力; 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四、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 规范性要求

( 1) 硕士学位论文应在导师的指导下, 由研究生独立完成, 论文应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完整

性, 有新见解;

( 2) 学位论文一般应包括: 中英文题目与摘要、目录、绪论、正文、结论、参考文献、致谢等;

( 3 ) 学位论文要求文字简明, 图表规范, 条理清晰, 分析严谨, 理论推导正确, 实验数据真

实有效。

2. 质量要求

( 1) 硕士生应能熟练查阅文献资料, 撰写文献综述报告, 在导师指导下正确选题;

( 2 ) 能对选题的科学根据、目的意义、研究内容、预期目标、研究方法、课题可行性等做出

论证;

( 3) 对所研究的课题应该有新见解, 在原理方法、实验方案、工艺流程等方面有所创新, 具

有一定的独立进行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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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忠钦、段吉安、钟志华、钟秉林、屠大维、温熙森、谭建荣、翟婉明、陈

雪峰、赵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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