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案（2020版）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关于制订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及说明的通知》（学位办〔2018〕14 号）精神和要求，参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研字〔2018〕19 号），

制定本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我校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

管理专门人才。学位获得者应满足以下具体要求：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积极的社会责任感和浓郁的

集体主义情怀、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新精神、科学严谨的学习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工作

作风，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均衡发展；

具有工程管理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备创新意识，掌握工程管理领域的先进

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并用之于工程管理问题诊断与方案设计、工程管理应用研

究和工程管理技术开发等活动中；

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顺利阅读本领域国内外工程管理科技文献，了解工程管理

发展前沿和动态。

二、培养领域及培养方向

1.项目管理。（1）公共项目决策与管理；（2）科技项目管理；（3）医疗卫生

与教育项目管理；（4）工程项目管理。



2.物流工程。（1）区域物流系统的规划与设计；（2）物流企业管理；（3）

企业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4）物流系统优化建模；（5）物流信息系统开发；（6）

物流金融。

3.科研和行业工程管理。（1）科研工程管理；（2）行业工程管理（能源、环

境、光学、生物、核能等）；（3）工程质量管理；（4）设计制造管理；（5）管理

信息化；（6）工程创新与设计管理；（7）工程业务流程管理。

（注：科研和行业工程管理方向在研究生院科学岛分院进行招生和培养）

三、学习方式及修业年限

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全日制学

习方式的基本修业年限为 3 年；非全日制学习方式的基本修业年限可适当延长。全

日制和非全日制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最长修业年限（5年）内完成学业。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课程学习是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掌握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构建知识

结构的主要途径。课程学习应按照培养计划严格执行，其中公共课程、专业基础课

和专业选修课主要在培养单位集中学习，其他课程可在培养单位或企业开展。

工程管理硕士课程学习和专业实践实行学分制。研究生在申请工程硕士学位时，

取得的总学分不得少于 33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得少于 25 学分。课程学习 16-20

学时可记作 1学分。

1.公共课程（8学分）

包括政治理论 2学分、工程伦理 2学分、综合英语 2学分、专业英语 2学分。



2.专业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不少于 17 学分）

包括专业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方向基础课程和专业方向选修课程等，其中专业

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方向基础课不少于 10 学分，专业方向选修课不少于 7学分。

3.必修环节（不少于 8学分）

包括专业实践及其他必修环节。其中，专业实践不少于 6 学分，学位论文开题

和中期报告各 1学分。

各领域课程设置及学分具体要求如下。

表 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教学

方式 备注

公共

课程

MARX6101U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6 2 讲授 必修

FORL6101U 研究生综合英语 40 2 讲授 必修

MEMA6201U 专业英语 40 2 讲授 必修

PHIL6301U 工程伦理 40 2 讲授 必修

专业

基础

课

MEMA6101P 工程管理导论 40 2 讲授

三个

方向

适用

不少

于 10
学分

MEMA6107P 工程数学 40 2 讲授

MEMA6103P 工程经济学 40 2 讲授

MEMA6102P 定量分析 40 2 讲授

MEMA6105P 工程信息管理 40 2 讲授

MEMA6106P 质量与可靠性 40 2 讲授

MEMA6104P 系统工程 40 2 讲授

MEMA6211P 项目计划与控制 40 2 讲授 项目

管理

必修
MEMA6212P 项目质量管理 40 2 讲授

MEMA6221P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40 2 讲授 物流

工程

必修
MEMA6222P 运输管理 40 2 讲授

MEMA6231P 管理经济学 40 2 讲授

科研

和行

业工

程管

理必
修



专业

选修

课

MEMA6411P 项目成本管理 40 2 讲授

项目管理方

向选修

MEMA6412P 项目合同与采购管理 40 2 讲授

MEMA6413P 战略管理 40 2 讲授

MEMA6414P 产业经济学 40 2 讲授

MEMA6415P 项目风险管理 40 2 讲授

MEMA6416P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40 2 讲授

MEMA6417P 项目沟通管理 40 2 讲授

MEMA6421P 库存管理 40 2 讲授

物流工程方

向选修

MEMA6422P 物流系统建模与仿真 40 2 讲授

MEMA6423P 物流系统规划 40 2 讲授

MEMA6424P 物流与供应链金融 40 2 讲授

MEMA6425P 国际物流管理 40 2 讲授

MEMA6426P 机器学习 40 2 讲授

MEMA6427P 物流技术与装备 20 1 讲授

MEMA6428P 工程管理前沿讲座 20 1 讲授

MEMA6431P 管理学原理 40 2 讲授

科研和行业

工程管理方

向选修

MEMA6432P 工程项目管理 40 2 讲授

MEMA6433P 工程造价管理 40 2 讲授

MEMA6434P 工程投资与融资 40 2 讲授

MEMA6435P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40 2 讲授

MEMA6436P 学科研究前沿 40 2 讲授

MEMA6437P 现代领导方法与艺术 40 2 讲授

MEMA6438P 电子信息检索 40 2 讲授

必修

环节
专业实践I 3

拥有 2年以

上工作经历

可申请免修

专业实践II 3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1
学位论文中期报告 1

五、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共 8学分，以考查为主。包括开题报告 1学分、中期考核 1学分和

专业实践 6学分。

1、开题报告（1学分）

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一般应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工程管

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要在广泛调研、系统阅读相关文献资料、了解拟研究方向国内

外最新发展动态的基础上，提出学位论文选题。所选研究课题应对学科发展、经济

建设、社会进步或相关工程管理有一定意义与应用价值。并从选题意义、前人相关



研究成果、研究思路与主要研究内容、研究基础与条件、拟采取的研究方案及可行

性、论文工作时间安排等方面撰写《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经导师同意后提交。

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在开题报告环节采取统一标准集中考核，可实行一定比

例的通过率。根据学生论文的研究方向对学生进行考核分组，考核小组由 3-5 位具

有高级技术职称（正高或副高）的研究人员组成。

考核小组就学生的论文选题、文献综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报

告的表述和报告写作等几个方面进行评审论证，填写《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评

审表》，评审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开题报告考核未通过的学生，需参加下一年度

的集中考核。两次考核均不通过者，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进行分流、

退学处理。

2、中期报告（1学分）

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须在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完成中期报告。

中期报告主要考核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培养期间学位论文工作进展

情况、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拟解决的途径、下一步工作计划及论

文预计完成时间等。研究生须撰写《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报告》，经导师同意后提

交。

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中期考核环节采取统一标准集中考核，并实行相对比

例的通过率。考核时根据学生论文的研究方向对学生进行分组，考核小组由 3-5 名

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正高或副高）的研究人员组成。

考核小组须针对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工作开展情况、取得

的阶段性成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拟解决的主要途径、下一步工作计划，以及报告

表述和报告写作等几个方面进行评审论证，填写《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报告评审

表》，考核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中期考核不通过者须在半年内重新考核一次，第



二次考核仍未通过者，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进行分流、退学处理。

3、专业实践（6学分）

专业实践是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获得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的重要

环节。在学期间，每名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均须开展专业实践，可采用集

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具有 2 年以上工作经历的专业实践应不少于 6 个

月，不具有 2 年工作经历的专业实践应不少于 1 年。非全日制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可结合自身岗位任务开展。

专业实践根据实际情况分为《专业实践I》和《专业实践II》两个阶段，每 6个

月为一个实践阶段，每个实践阶段为 3 个学分，具有 2 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可以提出

申请免修《专业实践I》。在专业实践环节中，学生须到实践单位（或实践基地）进

行主题明确、内容明确、计划明确的系统化实践训练。专业实践实行双导师制，其

中一位导师来自校内（即校内导师），负有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的主

要责任，指导学生的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撰写；另一位导师要求来自研究生的实践

单位（即实践导师），指导学生专业实践环节的学习。具体要求遵照《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研究生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导师遴选管理办法》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

程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授予学位实施细则》执行。

注：专业实践考评方式：（1）学生在专业实践开始前填写《专业实践申请表》，

交学位办公室留存；待专业实践结束后，提交《专业实践报告》，经由校内导师和

实践导师签字确认后交学位办公室留存。（2）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申请

学位前应结合专业实践开发管理案例，申请国家专利，或申请软件著作权，或在相

关领域学术期刊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或成果应用证明等一项。（3）工

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应结合专业实践进行。

六、学位管理



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管理统一按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

程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授予学位实施细则》执行。

七、其他

本培养方案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人文类专业学位学位分委员会工作会议审

议通过，自 2020级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开始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