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０８１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

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　 学科概况和发展趋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创建并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领域，主要围绕计算机

的设计与制造，以及信息获取、表示、存储、处理、传输和运用等领域方向，开展理论、原理、方
法、技术、系统和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包括科学与技术两方面，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作用、高度

融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本内容可主要概括为计算机科学理论、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硬件、

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涉及的理论基础包括离散数学、计算理论、信息与编码理论、形式

语言与自动机理论、形式语义学、程序理论、算法分析和计算复杂性理论、数据结构以及并发、
并行与分布处理理论、人工智能与智能信息处理理论、数据库与数据管理理论等，同时涉及感

知、认知机理、心理学理论等。
计算机的历史作用可以概括为：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信息时代，发展了一类新产业———

信息产业，创立了一门新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产生了一种新思维———计算思维，形成

了一种新文化———计算机文化。 计算机的划时代作用是把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推向信息时

代，从物质产业时代推向信息产业时代。 计算机开拓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新资源，增
添了人类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手段，提供了人类创造文化的新工具，引起了人类工作方式与生活

方式的新变化，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用巨大，影响深远。
早在现代计算机问世之前，人们就在不断探索计算与计算装置的原理、结构和实现方法。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由于电子技术和计算理论取得重大进展，数字电子计算机应运而生，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学科也随之发展起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作为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开始逐渐被学术界认可。 几十年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发展迅速。 组成计算机及

其他计算设备的器件从电子管发展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结构从单一处理装置发展成多

处理机系统、并行分布式系统及网络系统，编程语言从机器语言发展成高级语言，软件生产方



式从手工技艺型程序设计发展到工程化的软件生产，系统接口从低速单一功能发展到多样化

的人机接口，计算机应用从单纯处理数据发展到处理数据、事务和知识，从科学计算拓展到现

代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现代社会各个行业和现代生活各个方面，理论研究也从对单纯的计算模

型的研究深入和拓展到对计算机系统理论、软件理论、计算复杂性理论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相关

理论的研究。
进入 ２１ 世纪，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并促进

了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生物、制药、航天、地学、遥感、交通、医学、经济、金融、管理等诸多

学科和行业领域的进步，在推动原始创新、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信

息社会的主要推动力量，成为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现代文明赖以生存的重要科学与技术领域

之一。
未来，计算机系统将进一步向着更便捷、更高效、更智能、人机交互更友好的方向发展，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和通信科学技术的融合与渗透将大大加速信息化进程，新计算原理、新型元器

件和系统结构的发展将大大提高计算机系统的效能；以智能化、集成化、自动化、并行化、开放

化为标志的计算机软件新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提高软件生产效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 ２１
世纪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为开拓人类的认知空间提供更强大的手段与条件，并对科学技术和

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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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博士生应掌握坚实宽广的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
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理论，并在上述至少一个方

面掌握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深入了解学科的发展现状、趋势及研究前沿，熟练掌握一门外国

语；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对本学科相关领域的重要理论、方法与技术有透彻了解

和把握，善于发现学科的前沿性问题，并能对之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能运用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学科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开展该领域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进行理论与

技术创新，或开展大型复杂系统的设计、开发与运行管理工作；做出创造性成果；在本学科和相

关学科领域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二、 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１． 学术素养

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对学术研究有浓厚的兴趣。 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诚实守信，严格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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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科学技术研究学术规范；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坚持实事求是、
勤于学习、勇于创新，富有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 具有基本的知识产权意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具有较强的交叉性和实践性，博士生应掌握相关学科或领域的知

识；具备科学的思维方式，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具有从工程实

践中凝练科学技术问题的能力，能够综合问题、提出方法来解决理论问题和技术领域的实际问

题；注重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环境适应能力。
２． 学术道德

热爱祖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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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恪守学术道德与规范，不以任何方式剽窃他人成果，不篡改、假造、选
择性使用实验和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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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科博士生应熟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相关领域的科研文献，具有从各种文献及时有效

地了解前沿动态和主要进展的能力，并有获得在该学科有关领域开展研究所需要背景知识的

能力。
本学科博士生获取的知识应达到专业化水平，这些知识必须建立在对本学科基本原理或

实验方法的深刻了解之上。 要求博士生不仅熟悉相关领域的研究结果，而且能够理解已有的

推理、实验策略、对实验方法与材料的描述、结果的讨论、对已有假说的评价，以及在相关知识

基础上提出的模型和方法等。
本学科博士生应具备相关专业文献的获取、阅读和理解能力，具有主动探究本学科及相关

学科专业知识来源的意识，并能熟练地推导复现相应的研究过程，有能力获取并阅读相关科学

理论及发表在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学术期刊和会议上的文献资料。
２． 学术鉴别能力

在有效获取相关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本学科博士生应能够对所获得的文献进行归纳和总

结，并以批判的眼光评价文献，从中提取出有用和正确的信息，进而判断出哪些问题已经研究

过，哪些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及对哪些结果或解释还存在争论，最终在本研究领域发现、提出

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 这要求博士生在获得和评价相关参考文献或数据的同时，必须理解这

些数据的科学含义，并加强对已产生知识的利用和扩充的能力。
该项能力部分源于对本学科中相关研究领域文献的广泛熟悉和批判性评价。 它需要博士

生知识面宽广、创造性和想象力强，能鉴别有意义的科学问题、提出可通过合适的对照实验进

行验证的科学假说，这些能力的获得是一个博士生在科学研究中从被动到主动角色转变的主

要标志。
３． 科学研究能力

本学科博士生应能胜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和生产部门的教学、科研和技术开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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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博士生在了解本学科研究前沿的同时，应有能力从工程实践中提炼并解决基本科学问

题。 所提出的问题应能反映本学科的先进性和前瞻性，适应和引导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
涉及工程应用的研究应具有明显的工程使用价值，技术上具有先进性。

博士生是在教学、科研方面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应该具有在本专业领域独当一面的能

力，即具备独立从事科研活动的能力或能够承担本学科科研带头人的角色，具备解决理论和工

程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本学科是一个有着鲜明工程应用背景的学科，博士生应具备良好的动手能力，具有一定的

工程实践经验，有能力对理论结果进行实验验证及应用。
４． 学术创新能力

博士生将是本学科从事基础理论和工程问题研究的核心力量，其研究内容要反映本学科

及相关学科的先进性和前瞻性。 本学科博士生应具有创新性思维的主动意识，在所从事的研

究领域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有很强的自我学习和勇于探索未知领域的能力。 博士生

要有能力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并取得创新性成果。
学术创新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原有知识的创新性运用，即用已有知识解决新问题；

二是用新知识解决已有的科学问题并取得显而易见的成果，即用新知识解决老问题；三是运用

原创性的科学思维或创新性的研究方法解决新问题，开创新的研究局面，丰富人类文明的知识

库，即用新知识解决新问题。 应鼓励本学科博士生针对国际学术前沿问题、面向国家发展重要

需求，积极开展原始创新、技术革新和集成创新，提升学术创新能力，形成学术创新素养。
５． 学术交流能力

学术交流是本学科博士生发现问题、获取信息、获得思路、掌握学术前沿动态、表达学术思

想、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的重要途径。 熟练进行学术交流是本学科博士生的基本能力之一。
本学科博士生应善于运用母语和英语等至少一门外国语通过口头和文字准确、清晰、富有

逻辑地表达学术思想、展示学术成果。 要能够对自己的研究计划、研究结果及其解释进行陈述

和答辩，对他人的工作进行评价和评议，有能力参与对实验技术和科学问题的讨论。
本学科博士生应具有良好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应能运用母语及英语等至少一门外国

语在本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科研成果，并能反映该成果的创新性，接受同行

评议和评价。
６． 其他能力

博士生应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协调能力；应具备较好的交流能力，特别是能够

与同行进行通畅交流并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四、 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１． 选题与综述的要求

本学科博士生的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可以是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也可以是技术和

工程及其应用研究，鼓励对学科前沿和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 本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的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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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作应着眼于解决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国防安全与科技进步中的重大理论、技术和工程问

题，提出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与新技术。
博士生在读期间应大量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专业文献，其中应有部分外文文献。 综述

应阐述清楚相关研究背景、意义、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
２． 规范性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应是博士生在某个具体研究领域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工作的凝练与总结。 学

位论文是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 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工作并撰写合格

的学位论文是对博士生进行本学科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全面训练，是培养博士生

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 学位论文应反

映作者在本学科上已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并掌握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体现作者熟练掌

握本研究方向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实验技术，并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学位论文

还应强调研究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较大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
论文应包括标题、中英文摘要、引言（或绪论）、正文、结论、参考文献等内容。 文中缩略语

必须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全称；全文缩略语用单独列表形式排出，列在正文前或参考文献后。
论文的排版印刷也应符合格式规范，对公式、图表、算法及源代码等的排版应符合正式出版物

的一般要求。 学位论文中的计量单位、图表、公式、缩略词、符号等必须遵循国家规定的标准。
３． 成果创新性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应在学科或专门技术上取得了创造性成果。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可认为属

于创造性成果：
（１） 发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的新问题，并给出具有参考价值的解决方案；
（２） 发现有价值的新现象、新规律，提出新的合理假说、观点、理论，证明前人提出的假说等；
（３） 对前人提出的理论、技术及方法有重要改进或革新，或者在计算机系统及算法设计、

实验技术、交叉学科研究上有重要的创造或革新；
（４） 提出具有一定科学水平的新方法和新工艺，在生产中有望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５） 创造性地运用现有知识，解决前人未曾解决过的科学技术、工程技术或社会科学等方

面的关键问题。
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体现方式包括发表本专业领域的国际、国内期刊或学

位授予权单位规定的其他刊物上的学术研究论文，发表在本专业领域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的

研究论文，登记授权的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以及国家接受或颁布的标准等著作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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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硕士生应掌握坚实的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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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理论，并在上述至少一个方面掌

握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学科的发展现状、趋势及研究前沿，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严

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能够运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方法、技术与工具从事该领域的

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关键技术创新或系统的设计、开发与管理工作，具有从事

本学科和相关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二、 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１． 学术素养

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诚实守信，严格遵守科学技术研究学术规范；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

务实的创新精神和工作作风。 具有基本的知识产权意识。
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环境适应能力，注重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具有积极乐观的

生活态度和价值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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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学术道德

热爱祖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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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人

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恪守学术道德与规范，不以任何方式剽窃他人成果，不篡改、假造、选择

性使用实验和观测数据。

三、 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１． 获取知识的能力

本学科硕士生应具有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应基本熟悉本学科某一

特定领域或相关应用领域的科研文献，基本了解其前沿动态和主要进展，并有能力获得从事该

领域研究所需要的背景知识。 应了解所从事领域内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基本了解取得该

成果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有能力获取从事科学研究所需的部分原始论文及综述性文章。
应具备通过互联网、电子文献数据库获取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的能力。

２． 科学研究能力

本学科硕士生应能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和生产部门从事本专业或相邻专业的科

研、教学、技术开发和管理工作。 硕士生应在有效获取相关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对所获得的文

献进行科学总结，从中提取出有用和正确的信息，并能够利用获取的知识解决实际的工程

问题。
３． 实践能力

本学科具有鲜明工程应用背景和实践动手能力的要求，硕士生应具备良好的动手能力，能
熟练地掌握计算机和实验测试技术，并能独立完成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设计、开发和实验测试

技术，初步具有独立从事相关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的能力。 此外，随着学科分工越来越细，研
究对象越来越复杂，一个人来完成所有的设计实现已不可能，这要求本学科硕士生必须具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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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４． 学术交流能力

学术交流是本学科硕士生发现问题、获取信息、获得思路、掌握学术前沿动态的重要途径，
是本学科硕士生的基本能力之一。

硕士生应具有良好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能够运用母语和英语等至少一门外国语以书

面和口头方式较为清楚地表达学术思想和展示学术成果；能够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及其解释进

行陈述和答辩，有能力参与对实验技术和科学问题的讨论。
５． 其他能力

硕士生应熟悉常用的办公软件和相应的专业软件；应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协
调能力；应具备较好的交流能力，特别是能够与同行进行通畅交流并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四、 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１． 选题与综述的要求

本学科硕士生的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可以是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也可以是工程应

用研究，鼓励对学科前沿和学科交叉渗透领域的研究。 本学科的硕士生应尽可能参与指导教

师和所在单位承担的重要科研课题，为加速国民经济建设做贡献。
硕士生在学期间应广泛阅读本学科及相关学科专业文献，其中应有部分外文文献。 综述

应阐述清楚相关研究背景、意义、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
２． 规范性要求（论文形式、内容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应是硕士生在某个具体研究领域进行系统研究工作的总结。 学位论文是衡

量硕士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 开展系统的研究工作并撰写合格的学位论文是对

硕士生进行本学科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全面训练，是培养硕士生科学素养和从事

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研究工作能力的主要环节。 学位论文应反映作者在本学科上已具有坚实的

基础理论并掌握系统的专门知识，体现作者初步掌握本研究方向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实验技术，
并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学位论文应包括标题、中英文摘要、引言（或绪论）、正
文、结论、参考文献等内容。

３． 质量要求

硕士生学位论文应在下列四个方面满足质量要求：
（１） 研究成果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了解国内外研究动态，对文献资料的评

述得当；
（２） 学位论文具有新的见解，基本观点正确，论据充分，数据可靠，研究开发或实验工作

充足；
（３） 学位论文反映出作者已掌握本学科，特别是本研究方向上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初

步掌握本学科特定方向上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实验技能，具有独立进行科研或承担工程技术工

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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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学位论文行文流畅，逻辑性强，符合科技写作规范，表明作者已具备学术论文写作的

能力。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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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３ 　 ０８　 工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