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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标准 
 

1. 前言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工程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性学位。 

为明确水利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的培养要求，保证培养质量，促进本领域工程硕士教育的

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对水利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培养工作具有共性的专业学位标准提出基本要求，是本

领域工程硕士培养的指导性文件。 

各培养单位应遵照本标准，结合自身特点、社会需求及本领域最新技术发展，制定各具

特色、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和实施办法。 

2. 领域覆盖范围 

水利工程是研究自然界水的运动、循环、变化，水旱灾害防治、水资源利用，水与自然

和经济社会的相互关系，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基本原理及专门技术的工程领域。 

水利工程是一个口径宽、覆盖面广的工程领域。它涵盖了水文学及水资源、水力学及河

流动力学、水工结构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工程、海岸及近海工程、水灾害及水安

全、生态水利、农业水利、城市水务、水信息技术、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水利经

济、水利工程移民、海岸带资源及管理等科学与工程技术的领域。 

水利工程领域主要服务于水利、土木、交通、能源、环境、农业、海洋等工程建设。该

领域与土木工程、地质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大气科学、材料科学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

信息工程、电气工程、控制科学工程、交通工程、机械工程、力学、数学、管理学、社会学、

经济学等学科密切相关。 

3. 培养目标 

水利工程领域主要面向水利行业及相关工程部门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

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本领域工程硕士研究生要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要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以及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掌握水利工

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在本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进行分析

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与决策等方面的能力。能够胜任工程规划、勘测、设计、施工、

运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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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识体系 

水利工程领域知识体系包括公共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4.1 公共基础知识 

公共基础知识包括：政治与人文知识（如：法律、社会、经济、管理、哲学思维和科学

方法等方面的知识）、工具类知识（如：数学、外语、计算机等）。 

4.2 专业知识 

水利工程领域的工程硕士必须对各种水利知识具有广泛的了解，并在水信息采集与处

理、水资源规划与管理、水质监测、水污染防治、水土保持、水环境评价、水利/水电/水运

工程项目规划、勘测、设计、施工、监理、造价、环境评价、建设管理及建成后的运行与调

度、经营等某一方向具有较为系统深入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较为全面先进的专业技术知识。 

5. 能力要求 

5.1 获取知识能力 

能够通过课堂学习、自学、交流、检索等方式快速准确地获取本领域知识和相关信息，

并善于分析、归纳、总结和表达。了解本领域的热点和动态，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

力。 

5.2 应用知识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能够运用水信息采集与处理、水资源规划与管理、水质监测、水污染防治、水土保持、

水环境评价、水利/水电/水运工程项目规划、勘测、设计、施工、监理、造价、环境评价、

建设管理及建成后的运行与调度、经营等知识，具备从水利工程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

问题的能力，具备对工程项目相关信息进行正确分析处理的能力，解决水利工程领域实际问

题。 

5.3 组织协调能力 

应锻炼和提高组织协调能力，能明晰和策略地表达自己的技术或管理见解及建议。具有

逻辑分析能力，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包括有效沟通、团队组织、分工协作、按计划完成

目标等。 

6. 素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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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勤奋、勇于创新，富有合

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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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事业心，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守科学道德、职业道德和工程伦理规范。 

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环境适应能力，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7. 学位论文 

7.1 选题要求 

本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水利工程领域实践或具有明确的水利

工程背景，其研究成果要有实际应用价值，论文拟解决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先进性。 

7.2 形式要求 

水利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既可以是研究类学位论文，如

应用研究论文；也可以是规划、设计、施工及产品开发类论文，如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

程设计、工程施工、产品研发等；还可以是针对水利工程和技术的软科学论文，如调研报告、

工程/项目管理论文等。 

（1）工程规划：是指综合运用水利工程理论与方法、规划的专业知识与技术手段、经

济、人文和环保知识，对较重要的工程项目进行规划研究。 

（2）工程勘测：是指综合运用水利工程理论与方法、勘测的专业知识与技术手段、经

济、人文和环保知识，对较重要的工程项目进行勘测研究。 

（3）工程设计：是指综合运用水利工程理论与方法、设计的专业知识与技术手段、经

济、人文和环保知识，对较重要的工程项目进行设计研究。 

（4）工程施工：是指综合运用水利工程理论与方法、施工的专业知识与技术手段、经

济、人文和环保知识，对较重要的工程进行施工研究。 

（5）工程/项目管理：是指综合运用水利工程理论与方法、管理的专业知识，对水利工

程的各个阶段或者水利项目管理的各个方面、水利企事业项目化管理、多项目管理、工程管

理等问题进行管理研究。 

（6）产品研发：是指综合运用水利工程理论与方法、产品研发的专业知识，对来源于

水利工程生产实际的新产品研发、关键部件研发、以及对国内外先进产品的引进消化再研发，

包括了各种软、硬件产品的研发。 

（7）应用研究：是指综合运用水利工程理论与方法、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对直接来

源于水利工程实际问题或具有明确的水利工程应用背景的问题，开展应用性研究。 

（8）调研报告：是指综合运用水利工程理论与方法、专业知识与技术手段、经济、人

文和环保知识，对水利及相关领域的工程和技术命题进行调研，通过调研发现本质，找出规

律，给出结论，并针对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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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内容要求 

水利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有不同的形式，相应地也有不同的内容要求： 

   （1）工程规划 

研究内容：就水资源、防洪除涝、水利水电工程、土木工程、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等

研究方向的规划问题，论述其研究背景及开展本项规划的必要性，综述该领域的国内外研究

进展及发展趋势，明确规划目的、指导思想、原则、范围及规划水平年等，进行必要的理论

分析计算和技术经济论证，提出合理可行的规划方案。规划工作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及工作

量。 

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水利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采取规范、科学、合理的方

法和程序，通过资料检索、定性或定量分析等技术手段开展规划工作。规划应符合行业标准，

技术文档齐全，数据翔实准确，过程严谨。 

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际应用价值，应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新见解。 

   （2）工程勘测 

研究内容：就水资源、防洪除涝、水利水电、土木、港口、海岸及近海等工程问题，分

析其研究背景及开展勘测工作的必要性，综述该领域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明确勘

测目的、指导思想、手段和方法，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论证，提出合理可行的勘测方案。勘测

工作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及工作量。 

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水利工程领域理论和工程勘测专业知识，采取规范、科学、合理的

方法和程序，通过资料检索、定性或定量分析等技术手段开展勘测工作。勘测符合行业标准，

技术文档齐全，数据翔实准确，过程严谨。 

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际应用价值，应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新见解。 

   （3）工程设计 

研究内容：就水资源、防洪除涝、水利水电、土木、港口、海岸及近海等工程项目，进

行必要的理论分析计算和技术经济论证，提出合理可行的设计方案、设计报告。设计工作具

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及工作量。 

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水利工程领域理论和专业知识，采取规范、科学、合理的方法和程

序，通过资料检索、定性或定量分析等技术手段开展设计工作。设计方案符合行业标准，技

术文档齐全，数据翔实准确，过程严谨。 

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际应用价值，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新见解。 

   （4）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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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就工程施工技术、施工组织、施工管理、施工材料及施工机械等方面的实际

问题，充分调查、分析该问题的研究背景、现状及发展趋势。选取国内外该类型工程的多种

典型施工技术或方法，进行深入对比分析研究。提出该工程合理可行的施工方案。施工工作

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及工作量。 

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水利工程领域理论和施工专业知识，采取规范、科学、合理的方法

和程序，通过资料检索、定性或定量分析等技术手段开展施工工作，施工方案符合行业标准，

技术文档齐全，数据翔实准确，过程严谨。 

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际应用价值，应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新见解。 

   （5）工程/项目管理 

研究内容：就水利行业或企业的工程与项目管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开展研究，并具有一

定的广度和深度；对国内外解决该类问题的具有代表性的管理方法及相关领域的方法进行分

析、选择或必要的改进。对该类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设计，并对该解决方案进行案例分析和

验证，或进行有效性和可行性分析。工程/项目管理工作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及工作量。 

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水利工程领域理论和管理专业知识，对所研究的工程/项目管理问

题进行分析研究，采取规范、科学、合理的工程/项目管理问题研究方法和程序，通过资料

检索、实地调查、定性定量分析等技术手段开展工程/项目管理工作，资料和数据来源可信。 

研究成果：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应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新见

解，并进行必要的验证。 

   （6）产品研发 

研究内容：对所研发的产品进行需求分析，确定性能或技术指标；阐述设计思路与技术

原理，进行方案设计、详细设计、分析计算或数值仿真等；对产品开发或试制，并进行性能

测试等。研发产品有一定的先进性、新颖性及工作量。 

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相关理论和专业知识，遵循产品研发完整的工作流程，采用科学、

规范、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研发产品。 

研究成果：产品达到行业规范要求，满足相应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性能先进、有一

定实用价值。 

（7）应用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研究命题查阅国内外文献资料，掌握水利学科的技术发展趋势，对拟解

决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实验研究，或数值模拟。应用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及工作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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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水利工程领域理论和专业知识，采取规范、科学、合理的方法和程

序，通过资料检索、定性或定量分析等技术手段开展应用研究工作，研究方案合理，数据翔

实准确，分析过程严谨。 

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际应用价值，应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新见解。 

（8）调研报告 

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既要包含被调研对象的国内外现状及发展趋势，又

要调研该命题的内在因素及外在因素，并对其进行深入剖析。调研工作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及

工作量。 

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水利工程领域理论和专业知识，采取规范、科学、合理的方法和程

序，通过资料检索、实地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等技术手段开展调研工作，资料和数据来源

可信。 

研究成果：给出明确的调研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应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新见

解。 

7.4 撰写要求 

水利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结构应符合不同形式的要求，应条理清楚，用词

准确，表述规范。学位论文包括摘要、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组成部分。正文字数一般不

少于 3 万字。 

对于论文主体部分，不同形式的学位论文有不同的组成，分别如下： 

（1）工程规划 

绪论：阐述所开展的工程规划的背景及必要性，重点阐述规划的技术要求，对规划的国

内外现状应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并简述本工程规划的主要内容。 

规划报告：详细描述工程规划过程中的规划理念、方法和技术原理等；对比分析国内外

同类规划的特点；针对不同的工程规划项目，还可包括科学分析、技术经济分析、规划成果

等具体描述。 

总结：系统地概括工程规划所涉及的所有工作及其主要结论，并明确指出作者在规划中

的新思想或新见解；简要描述给出的工程规划的优缺点，并对进一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附件：给出规划方案及规划说明。 

（2）工程勘测 

绪论：阐述所开展的工程勘测的背景及必要性，重点阐述勘测对象技术要求和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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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勘测问题的国内外现状应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并简述本工程勘测的主要内容。 

勘测报告：详细描述工程勘测过程中的勘测方法和技术原理等；对比分析国内外同类勘

测的特点；针对不同的工程勘测项目，还可包括科学分析、技术经济分析、勘测成果等具体

描述。 

总结：系统地概括工程勘测所涉及的所有工作及其主要结论，并明确指出作者在勘测中

的新思想或新见解；简要描述给出的工程勘测技术的优缺点，并对进一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附件：给出勘测方案。 

（3）工程设计 

绪论：阐述所开展的工程设计的背景及必要性，重点阐述设计对象技术要求和关键问题，

对设计对象的国内外现状应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并简述本工程设计的主要内容。 

设计报告：详细描述工程设计过程中的设计理念、设计方法和技术原理等；对比分析国

内外同类设计的特点；针对不同的工程设计项目，还可包括科学分析、技术经济分析、实验

分析、设计成果等具体描述。 

总结：系统地概括工程设计所涉及的所有工作及其主要结论，并明确指出作者在设计中

的新思想或新见解；简要描述给出的工程设计的优缺点，并对进一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附件：给出设计方案及设计说明。 

（4）工程施工 

绪论：阐述所开展的工程施工的背景及必要性，重点阐述施工技术要求和关键问题，对

施工技术的国内外现状应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并简述本工程施工的主要内容。 

施工报告：详细描述工程施工过程中的施工方法和技术原理等，对比分析国内外同类施

工的特点，针对不同的工程施工项目，就工程施工技术、施工组织、施工管理、施工材料及

施工机械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进行具体描述。 

总结：系统地概括工程施工所涉及的所有工作及其主要结论，并明确指出作者在施工中

的新思想或新见解；简要描述给出的工程施工方案的优缺点，并对进一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附件：给出施工方案及说明。 

（5）工程/项目管理 

绪论：阐述所开展的工程/项目管理问题的背景及必要性，重点阐述工程/项目管理的技

术要求和关键问题，对国内外现状应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并简述本论文的主要内容。 

理论方法综述：简要描述国内外解决此类管理问题的代表性方法，比较和分析各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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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该问题上的优缺点，提出本文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方法体系。 

解决方案设计：详细描述问题解决方案的分析和设计过程，并给出具有可操作性和适用

性的问题解决方案。 

案例分析：若所设计的解决方案在实际中应用，依据实际结果分析方案的有效性与合理

性；若解决方案尚未在实际中应用，则从理论和应用条件方面分析解决方案的先进性和可行

性。 

总结：系统地概括论文所涉及的所有工作及其主要结论，重点描述论文研究的新问题、

新方案或新结论，简要描述研究工作的价值，同时简要给出进一步工作的建议。 

（6）产品研发 

绪论：阐述所研发产品的背景及必要性、国内外同类产品研发和应用的技术现状及发展

趋势，并阐述本产品研发的主要工作内容。 

研发理论及分析：对所研发的产品进行需求分析与总体设计，确定性能技术指标，给出

设计思路与技术原理，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其进行详细设计和校核，并对其性能进行仿

真分析。 

实施与性能测试：对所研发的产品进行开发或试制，并对产品性能进行测试和分析，对

照产品设计指标进行比较，必要时进行改进或提出具体改进建议。 

总结：系统地概括产品研发中所涉及的主要工作及其主要结论，并明确指出作者产品研

发中的新思想或新见解；对所研发产品的应用前景、性能的改善方法和手段进行展望。 

（7）应用研究 

绪论：阐述所开展的应用研究问题的背景及必要性，对应用研究问题的国内外现状应有

清晰的描述与分析，并简述应用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 

研究与分析：综合运用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对所解决的工程实际

问题进行研究。 

实证研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问题，并对成果的先进性、实用性、可靠性、局限性

等进行分析。 

总结：系统地概括应用研究所开展的主要工作及结论，并明确指出作者在研究中的新思

想或新见解；简要描述成果的应用价值，并对未来改进研究进行展望或提出建议。 

（8）调研报告 

绪论：对调研命题的国内外现状应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重点阐述被调研命题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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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要性，并简述本调研报告的主要内容。 

调研方法：针对调研命题，主要介绍调研范围及步骤，资料和数据的来源、获取手段及

分析方法。 

资料和数据分析：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调查资料和数据进行汇总、处理和分析，并给

出明确的结果。 

对策或建议：对调研结果应用于实际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对策

及建议应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具有可操作性及实用性。 

总结：系统地概括调研的主要工作及结论，并明确指出作者在调研工作中的新思想或新

见解；简要描述调研成果的应用价值，并对调研工作进行展望。 

8. 学位授予 

本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和学分，成绩合格，完成实

践环节和学位论文工作，提出学位申请，通过论文答辩，经过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定达到培

养目标，可被授予本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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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水利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培养要点 

1. 学习基础 

水利工程领域的理学学科基础是数学、物理、化学、力学、地理学、海洋科学等。 

水利工程领域的工学学科基础是水文学与水资源、水工结构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力

学及河流动力学、生态水力学、港口航道海岸及河道管理工程、农业水利工程、水利经济与

管理、水环境保护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工程建设管理、工程施工、岩土工程、工程规划、

经济及评价、工程勘测、流体机械及工程。 

水利工程领域的人文学科基础是社会科学、经济学、外语、法学、管理学等。 

2. 培养特色 

（1）水利工程硕士是与水利工程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分全日制和非全日

制两种类型，旨在培养水利工程领域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2）全日制水利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采取在校脱产学习方式，非全日制水利工程专业

学位研究生采取进校不离岗、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3）全日制水利工程专业学位的生源主要来自应届大学毕业生，部分来自往届生。非

全日制水利工程专业学位的生源主要来源于水利行业及相关行业的单位； 

（4）设置的专业课程以水利工程实践需要的知识为主，突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前

沿技术与实际需求结合； 

（5）采取双导师制。校内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硕士生导师与工程单位遴选的责任心强

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般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达到相应水平)联合指导工程硕士研究生； 

（6）论文选题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突出论文的应用效果和

实用价值。 

3．培养年限 

培养年限一般为 2~3 年，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最长不超过 5 年。 

4．知识体系所涵盖的主要课程 

水利工程领域工程硕士课程体系由学位课程和非学位课程组成。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的研究生，应获得总学分不少于 32 学分，其中学位课程至少为 1 7 学分。 

学位课程包括：政治理论、外国语、基础课程、专业课程。 

政治理论课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自然辩证法概论。 

基础课程：数学基础（矩阵理论、数值分析、数理统计、最优化方法等）、力学基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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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学、弹塑性力学、计算力学、岩土力学等）。 

专业课程可选以下课程组（各培养单位根据培养方向选取）和领域前沿专题系列讲座。 

课程组一：水资源系统分析、径流形成原理、地下水数值模拟、水文气象与气候学、水

文随机分析、城市水务、水信息学、水土保持理论与应用等； 

课程组二：高等水工结构、现代工程设计方法、工程水力学、河流动力学、海岸环境动

力学理论及应用、港口航道工程新技术及其应用、水电站运行与调度、水利工程安全监控理

论及技术方法、水利工程震害分析及抗震设计、水利工程勘测等； 

课程组三：水利经济与管理、水利项目管理、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规划与实施、水利

水电工程建设与管理、水环境规划与管理、水利工程评价、海岸带资源开发与管理等。 

非学位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和跨学科选修课。 

公共必修课包括：信息检索、知识产权。 

跨学科选修课包括计算机类、管理类、经济类、社会类、法律类等课程。 

根据工程单位的特点及需要，培养单位可自设跨学科选修课程。 

5. 专业核心课程简介 

本领域工程硕士研究生的核心课程主要包括: 径流形成原理、水资源系统分析、水文随

机分析、高等水工结构、水利工程水力设计理论与计算方法、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管理、水

利工程安全监控理论及技术方法、水利工程震害分析及抗震设计、海岸环境动力学理论及应

用、港口航道工程新技术及其应用、海岸带资源开发与管理和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规划与

实施等。 

（1）径流形成原理 

以基本的物理定律为理论基础，阐述水文循环的物理过程，包括各个要素及其中的水量

平衡、能量平衡原理；水文循环各要素形成的物理机制，包括降水、下渗、蒸散发等物理过

程及基本定量计算方法；各种大陆水体的水文现象及特征，水文要素的时空分布规律及数学

物理模拟方法，包括单点产流的基本物理条件及基本产流模式，流域产流的特征、产流面积

及产流面积发展过程的分析方法，产流计算模型；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的关系，及描述地下水

运动的控制方程；河道洪水波运动的数学物理描述，洪水波类型及其特征，槽蓄原理及槽蓄

方程，线性扩散波演算、线性运动波演算、线性特征河长连续演算等洪水演算方法；流域汇

流的物理过程，流域汇流的系统分析方法，流域汇流计算方法。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掌握水资源水文学及水环境科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从事水

旱灾害的模拟及预测、水资源评价及合理开发利用、水环境保护等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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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资源系统分析 

主要介绍水资源系统分析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包括系统、系统分析的概念及内容、

水资源系统定义及属性、水资源系统分析的步骤、水资源系统分析量化方法等水资源系统分

析的基本概念；水资源供需分析、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理论与计算方法；水资源系统优化

运行调度和综合管理的基本理论及方法；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概念、可持续利用的评价指标

体系及评价方法等。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水资源系统分析的基本概念、理

论和方法，以便更好地从事水资源评价、规划、调度与管理方面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 

（3）水文随机分析 

主要介绍水文随机分析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包括随机过程基本知识；水文随机过

程中趋势项、突变项、周期项、随机项等组成成分检验及处理；平稳线性模型、季节性模型、

非线性模型、多站模型等常用水文随机模型；水文随机模拟与预测技术；方差分析、聚类分

析、极差分析、主成分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参数估计、非参数估计、区域水文频率计算、

绘点公式、线型等水文频率分析研究进展等。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水文随

机分析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以便更好地从事水文随机分析及建模、水文规划设计等方

面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 

（4）高等水工结构 

主要介绍高坝坝型、材料、施工方法及新技术等方面的内容，如碾压混凝土坝的材料、

防渗结构、温控措施、施工技术及工艺等；面板堆石坝的防渗设计、材料分区、计算理论与

方法、深覆盖层处理技术(灌浆、高喷、混凝土防渗墙、搅拌)等、土工膜防渗坝的材料选择、

支持层保护层构造、与基础锚连设计、防张拉设计、应变分析与计算、缺陷渗漏计算原理与

方法等；过水堆石坝的防渗防冲设计及细部构造；定向爆破坝的结构、细部构造、材料特性

等。水工结构的动静力问题分析方法介绍以及系统识别的原理、反演分析在水工结构问题中

应用等。 

（5）水利工程水力设计理论与计算方法 

    主要介绍水利工程水力设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包括：高水头泄水建筑物的泄流能力计

算，泄水建筑物体型设计与优化，掺气水流基本特性及掺气减蚀设计，高速含沙水流磨蚀机

理及掺气抗磨蚀设计，下游消能与防冲设计，泄洪雾化的机理及防护措施；平原枢纽泵闸工

程泄流能力计算方法，闸站合建枢纽复杂水流整流措施与布置优化，闸下低佛氏数消能机理

及消能防冲措施，生态环境友好型水闸水力设计理论与优化，新型护岸防护机理及设计方法；

水电站、泵站和抽水蓄能电站输水系统体型设计与优化，水利水电工程中水锤和气蚀的机理、

计算方法和防护措施等，长距离输配水系统水力设计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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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管理 

本课程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技术，主要介绍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的

基本概念、技术和方法，包括施工导流、基础工程、土石坝施工、混凝土坝施工、地下工程

施工等。第二部分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主要介绍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基本理论

和技术方法，包括水利水电建设项目管理的基础知识、水利水电建设项目管理模式、水利水

电建设项目质量控制、水利水电建设项目进度控制、水利水电建设项目费用控制、水利水电

建设项目风险管理等。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管理的基

本理论、技术与方法，为进行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7）水利工程安全监控理论及技术方法 

主要介绍水利工程安全监控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技术方法。介绍水利工程安全监测的主

要内容，包括监测内容、监测方法及发展趋势；介绍监测资料的处理与分析方法，重点介绍

统计回归的基本理论，各种效应量安全监控的常规统计模型、混合模型和确定模型的建立方

法以及模型的实际应用，介绍安全综合评价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介绍监测资料的反馈分析方

法，包括不利工况的反馈分析、参数的反演、安全监控指标的拟定；介绍水利工程安全监控

信息管理系统、大坝安全综合评价专家系统的基本原理、方法。通过该课程学习，使学生了

解和掌握水利工程安全监控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培养综合应用安全监控理论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8）水利工程震害分析及抗震设计 

本课程主要介绍了混凝土坝、土石坝、闸坝、专门水工建筑物、边坡与地下结构等水利

水电工程的震例及震害分析，重点介绍水利工程震损调查、鉴定的方法和加固技术。通过对

地震发生的场地、建筑物震损情况、资料调查分析以及加固方法和技术的详细阐述，较清晰

的了解地震对水利工程的震损破坏规律。详细介绍了水利水电工程抗震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介绍大坝、边坡、地下结构以及水闸、渡槽、进水塔等不同类型水工建筑物的设计特点和设

计方法。通过该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水利工程震害分析、鉴定和设计加固技术，培

养综合应用抗震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9）海岸环境动力学理论及应用 

本课程主要介绍海岸水动力和泥沙运动的基本原理及其工程应用。介绍海岸地区波浪、

近岸波生流和潮流运动的基本规律以及描述这些运动过程的数学物理方程。介绍沙质和淤泥

质海岸的泥沙起动、输移的基本原理，以及天然条件和工程影响下的岸滩演变与海岸变形等。

介绍海岸动力环境物理模型实验设计、测量与分析的技术和方法。介绍常用的模拟海岸动力

环境的开源软件和商业软件的特点和使用方法。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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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环境的基本原理，熟悉物理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计算方法，具备运用这些原理与方法研

究解决港口、航道、海岸及近海工程规划、布置、设计、建设与管理中相关关键技术问题的

能力，为科学地开发、利用和保护海岸带环境资源服务。 

（10）港口航道工程新技术及其应用 

本课程主要介绍港口航道工程设计、施工、检测和研究方面的新技术及其应用方法。其

中，设计新技术介绍深水、大跨、高水位差情况下的码头、高水头船闸等新型结构型式及其

设计计算要点；施工新技术介绍大体积预制构件安装、航道疏浚以及施工安全监控等；检测

新技术介绍水工结构耐久性和稳定性检测项目及方法，以及航道水深、船闸水下结构等的测

量技术；研究新技术介绍结构和水流泥沙数值模拟软件系统及其应用。通过该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港口航道工程相关领域的新技术和应用，拓宽专业知识面，提高生产实践

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11）海岸带资源开发与管理 

本课程主要介绍三大方面内容：一是海岸带资源的类型与数量；主要包括海岸滩涂资源、

航运与港口资源、海底矿产资源、海水和海水化学资源、海岸带可再生能源资源、海洋生物

资源；二用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海涂资源与开发历史与现状，围海工程技术进展，国内外

重大围海工程介绍，海岸带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风能、太阳能、潮汐能、波浪能、海流能

和潮流能、温差能和海水盐度差能等）进展；三是海岸带资源开发的管理，主要介绍海岸带

资源开发综合管理，主要包括海岸带资源开发利用现状与潜力、开发利用的基本概念，海岸

带综合管理作用的认识，海岸带综合管理面临的问题，有关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法律，海域使

用管理法与海岛法、海洋功能区划、海域使用论证、海洋环境影响评价等海岸带资源开发相

关的法律、经济、行政管理手段与制度。 

（12）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规划与实施 

主要介绍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规划理论与方法以及实施管理的方法。系统介绍水利水

电工程移民安置规划基本概念，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范围确定的方法；影响实物指标以及库区

社会、经济调查的方法与数据库管理；移民环境容量理论与计算方法；农村移民安置、城集

镇迁建、企业影响评估方法及企事业迁建和专业项目迁建规划；防护工程规划设计；水利水

电工程移民规划投资概预算编制理论与方法；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水库库底清理和水库库区

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规划效果评价理论与方法；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

置规划实施管理方法；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监督评估理论与方法。通过学习该课程，使学生掌

握和了解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规划的基本理论、规划技术和方法以及实施管理的内容和方

法。培养单位可依据实际情况选择或增设其他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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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是水利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充分的、高质量的专业实

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通过实践环节应达到：基本熟悉本行业工作流程

和相关技术规范，培养实践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并结合实践内容完成论文工作。 

对于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环节的主要目的是根据水利工程的领域特点到相关行

业从事实习实践活动，可由学校导师和基地导师共同协商决定实习实践内容，或由培养单位

决定。实践环节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工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

保证不少于半年的实践教学，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 年。实践环节

结束时撰写实践总结报告，完成实习实践的总体成绩评定。 

对于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环节的主要目的是根据研究生所在单位的特点，结

合培养目标和选题意向，深化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的研究，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7．论文工作 

为检查工程硕士研究生论文工作进展情况，便于学生及时得到导师的指导，在论文写作

过程中应进行三次专题汇报：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论文预答辩。 

7.1 论文选题 

本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选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选取： 

（1）水利工程项目的规划； 

（2）水利工程勘测； 

（3）水利工程的设计； 

（4）水利工程施工新技术、施工组织、施工管理及施工机械改进； 

（5）水利水电水运工程/项目管理； 

（6）水利水电工程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的研制与开发； 

（7）水利水电工程应用问题研究； 

（8）水利水电相关工程的需求分析与技术调研； 

（9）其他与水利工程相关的课题。 

确立选题后，依其所属的形式(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项目

管理、产品研发、应用研究、调研报告)进行研究。 

7.2 开题报告 

工程硕士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明确方向，开展论文工作。一般应在第二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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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前确定论文选题，并做好论文开题准备工作。 

开题报告的考评： 

（1）考评的时间：一般要求修满规定的学分和课程以后，开题报告经导师审核，才能

进行开题报告的考评，一般在第三学期内进行。 

（2）考评小组组成：由学校和单位导师所在的单位（部门）组成专门的考评小组，考

评小组一般由 3-5 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教师或技术人员组成。 

（3）考评方式：由工程硕士研究生向考评小组提交正式的开题报告，并向考评小组作

开题报告。考评小组成员和其他列席人员均可对其开题报告进行提问，开题报告者应予回答。

考评小组根据其书面报告、口头报告的质量和回答问题情况，填写考评意见和成绩。 

（4）考评结果处理：开题报告通过者，进入论文工作阶段。未通过者可在一定时间内

再补作一次开题报告，仍未通过者，不得继续进行论文工作。开题报告通过后，一般不得随

意更改论文题目。如有特殊原因需更改者，须写出书面报告，经有关部门同意后，重作开题

报告。开题报告工作完成后，将开题报告和有关表格及时交有关部门存档。 

7.3 中期检查 

在学位论文工作中期，培养单位要组织 3～5 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老师组成中期检查

小组进行论文的中期检查。检查包括：听取工程硕士研究生课题进展情况汇报、运用科学理

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后阶段工作技术问题的预测和拟采用的技术路线以及课题结束

日期的计划等。中期检查小组要根据研究生的论文研究中期报告写出评语，并给出具体的考

核成绩。考核成绩包括通过和不通过两种。对于未通过中期检查的工程硕士研究生，指导老

师要帮助其分析原因，提出相应的改进研究措施和要求。 

7.4 论文写作 

（1）封面：题目、作者、导师等信息； 

（2）中英文摘要、关键词； 

（3）诚信与知识产权声明； 

（4）选题的依据与意义； 

（5）国内外文献资料综述； 

（6）论文主体部分； 

（7）参考文献； 

（8）必要的附录(如成果证书、设计方案、设计说明、设计图纸、程序源代码、发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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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等)； 

（9）致谢。 

论文主体部分按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项目管理、应用研

究、产品研发、调研报告等不同形式学位论文的要求进行组织。 

7.5 论文预答辩 

论文预答辩是正式答辩前的一个重要环节，论文预答辩可以在培养单位或工程单位进

行，参加的专家一般应由 3-5 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教师或技术人员组成。 

7.6 论文评阅和答辩 

（1）时间：在规定的年限内，修满规定的学分和科目，通过开题和中期检查的考核，

成绩合格者，论文经过学校导师和校外导师审核，认为已经达到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后，

才能申请进行论文的评阅和答辩，一般在第四至十学期内进行。 

（2）评阅：论文应有两位专家评阅，其中有一位是学校的专家、一位是工程单位的专

家。两位专家评阅，认为达到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后，才能进行论文的答辩工作。 

（3）答辩委员会组成：答辩委员会一般由 3～5 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教师或技术人员

组成，其中至少有一位工程单位的有关专家参加。答辩委员会设秘书一人，应具有本领域中

级（或以上）技术职称人员担任。答辩委员会由 3 人组成时导师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 

（4）答辩结果处理：答辩通过者，可向学校申请工程硕士学位。如果答辩委员会做出

修改论文、重新组织答辩的决议，可重新申请答辩。答辩工作完成后，将论文和有关表格及

时交有关部门存档。 

7.7 论文质量评审参考 

水利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质量评审，针对不同类型的论文，评审内容及权重

可略有不同。参考如下： 

工程规划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1.1 选题的背景 
 来源于水利工程实际 

 系本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选 

题 

(15) 
1.2 文献综述 

 文献资料的全面性、综合性、新颖性 

 总结归纳的客观性、正确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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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1.3 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2.1 规划内容 

 方案合理，依据可靠 

 合理采用了基本理论及专业知识 

 综合运用了技术经济、人文和环保知

识 

15 

2.2 规划方法 
 规划方法科学、合理 

 技术手段先进、实用 
15 

内 

容 

(40) 

2.3 工作的难易度及工作

量 

 规划工作量饱满 

 规划工作具有一定难度 
10 

3.1 规划成果 
 规范完整 

 符合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 
10 

3.2 规划成果的实用性 
 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具有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10 

成 

果 

(30) 

3.3 规划成果的新颖性  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新见解 10 

4.1 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能够反映工程规划的核心内容 
4 

4.2 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写 

作 

(15) 

4.3 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的真实性、权威性、规范性 3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总分≥85；良好：84≥总分

≥70；合格：69≥总分≥60；不合格：总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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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勘测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1.1 选题的背景 
 来源于水利工程实际 

 系本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1.2 文献综述 
 文献资料的全面性、新颖性 

 总结归纳的客观性、正确性 
5 

选 

题 

(15) 

1.3 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2.1 勘测内容 

 方案合理，依据可靠 

 合理采用了基本理论及专业知识 

 综合运用了技术经济、人文和环保知

识 

15 

2.2 勘测方法 
 勘测方法科学、合理 

 技术手段先进、实用 
15 

内 

容 

(40) 

2.3 工作的难易度及工作

量 

 勘测工作量饱满 

 勘测工作具有一定难度 
10 

3.1 勘测成果 
 规范完整 

 符合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 
10 

3.2 勘测成果的实用性 
 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具有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10 

成 

果 

(30) 

3.3 勘测成果的新颖性  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新见解 10 

4.1 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能够反映工程勘测的核心内容 
4 

写 

作 

(15) 
4.2 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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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4.3 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的真实性、权威性、规范性 3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总分≥85；良好：84≥总分

≥70；合格：69≥总分≥60；不合格：总分≤59。 

 

工程设计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1.1 选题的背景 
 来源于水利工程实际 

 系本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1.2 文献综述 
 文献资料的全面性、综合性、新颖性 

 总结归纳的客观性、正确性 
5 

选 

题 

(15) 

1.3 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2.1 设计内容 

 方案合理，依据可靠 

 合理采用了基本理论及专业知识 

 综合运用了技术经济、人文和环保知

识 

15 

2.2 设计方法 
 设计方法科学、合理 

 技术手段先进、实用 
15 

内 

容 

(40) 

2.3 工作的难易度及工作

量 

 设计工作量饱满 

 设计工作具有一定难度 
10 

3.1 设计成果 
 规范完整 

 符合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 
10 

成 

果 

(30) 3.2 设计成果的实用性  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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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具有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3.3 设计成果的新颖性  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新见解 10 

4.1 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能够反映工程设计的核心内容 
4 

4.2 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写 

作 

(15) 

4.3 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的真实性、权威性、规范性 3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总分≥85；良好：84≥总分

≥70；合格：69≥总分≥60；不合格：总分≤59。 

 

工程施工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1.1 选题的背景 
 来源于水利工程实际 

 系本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1.2 文献综述 
 文献资料的全面性、新颖性 

 总结归纳的客观性、正确性 
5 

选 

题 

(15) 

1.3 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2.1 施工内容 

 方案合理，依据可靠 

 合理采用了基本理论及专业知识 

 综合运用了技术经济、人文和环保知

识 

15 

内 

容 

(40) 

2.2 施工方法  施工方法科学、合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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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技术手段先进、实用 

2.3 工作的难易度及工作

量 

 工作量饱满 

 工作具有一定难度 
10 

3.1 成果 
 规范完整 

 符合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 
10 

3.2 成果的实用性 
 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具有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10 

成 

果 

(30) 

3.3 成果的新颖性  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新见解 10 

4.1 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能够反映工程施工技术/施工组织/

施工管理/施工机械的核心内容 

4 

4.2 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写 

作 

(15) 

4.3 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的真实性、权威性、规范性 3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总分≥85；良好：84≥总分

≥70；合格：69≥总分≥60；不合格：总分≤59。 

 

工程/项目管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1.1 选题的背景 
 来源于水利工程实际 

 系本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选 

题 

(15) 
1.2 文献综述 

 文献资料的全面性、综合性、新颖性 

 总结归纳的客观性、正确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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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1.3 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2.1 内容的合理性 

 内容全面，具有一定广度 

 内容细致，具有一定深度 

 资料与数据全面、可靠 

15 

2.2 方法的科学性 
 过程设计合理 

 资料与数据分析科学、准确 
15 

内 

容 

(40) 

2.3 工作的难易度及工作

量 

 工作量饱满 

 具有一定难度 
10 

3.1 成果的可靠性 
 成果明确、具有可信度 

 成果具有合理性及先进性 
10 

3.2 成果的实用性 

 成果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对策或建议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 

 未来可产生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10 

成 

果 

(30) 

3.3 结果的新颖性  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新见解 10 

4.1 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能够反映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内容 
4 

4.2 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写 

作 

(15) 

4.3 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的真实性、权威性、规范性 3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总分≥85；良好：84≥总分

≥70；合格：69≥总分≥60；不合格：总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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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研究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1.1 选题的背景 
 来源于水利工程实际 

 系本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1.2 文献综述 
 文献资料的全面性、综合性、新颖性 

 总结归纳的客观性、正确性 
5 

选 

题 

(15) 

1.3 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2.1 研究内容的合理性 
 研究内容合理，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 

 研究资料与数据翔实、可靠 
15 

2.2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研究思路清晰、合理 

 资料与数据分析科学、准确 
15 

内 

容 

(40) 

2.3 工作的难易度及工作

量 

 研究工作量饱满 

 研究工作具有一定难度 
10 

3.1 研究成果的价值 
 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具有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15 

成 

果 

(30) 3.2 研究结果的新颖性  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新见解 15 

4.1 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能够反映应用研究的核心内容 
4 

4.2 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写 

作 

(15) 

4.3 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的真实性、权威性、规范性 3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总分≥85；良好：84≥总分

≥70；合格：69≥总分≥60；不合格：总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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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研发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1.1 选题的背景 
 来源于水利工程实际 

 系本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1.2 文献综述 
 文献资料的全面性、新颖性 

 总结归纳的客观性、正确性 
5 

选 

题 

(15) 

1.3 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2.1 研发内容的合理性 
 基本原理正确 

 产品功能先进、实用 
15 

2.2 研发方法的科学性 

 方案科学、合理 

 技术手段先进 

 采用了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 

15 

内 

容 

(40) 

2.3 工作的难易度及工作

量 

 研发工作量饱满 

 研发工作具有一定难度 
10 

3.1 研发产品的效益和应

用 

 研发产品经过检验或认证 

 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5 成 

果 

(30) 3.2 研发产品的新颖性 
 有新思想或新见解 

 有自主关键技术 
15 

4.1 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能够反映产品研发的核心内容 
4 

4.2 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写 

作 

(15) 

4.3 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的真实性、权威性、规范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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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总分≥85；良好：84≥总分

≥70；合格：69≥总分≥60；不合格：总分≤59。 

 

调研报告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1.1 选题的背景 
 来源于水利工程实际 

 系本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1.2 文献综述 
 文献资料的全面性、综合性、新颖性 

 总结归纳的客观性、正确性 
5 

选 

题 

(15) 

1.3 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2.1 调研内容的合理性 

 调研内容全面，具有一定广度 

 调研内容细致，具有一定深度 

 调研资料与数据全面、翔实、可靠 

15 

2.2 调研方法的科学性 
 调研过程设计合理 

 资料与数据分析科学、准确 
15 

内 

容 

(40) 

2.3 工作的难易度及工作

量 

 调研工作量饱满 

 调研工作具有一定难度 
10 

3.1 调研成果的可靠性 
 调研成果明确、具有可信度 

 调研成果具有合理性及先进性 
10 

3.2 调研成果的实用性 

 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对策或建议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 

 未来可产生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10 

成 

果 

(30) 

3.3 调研结果的新颖性  体现作者的新思想或新见解 10 

写 4.1 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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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 

权重 

  能够反映调研报告的核心内容 

4.2 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作 

(15) 

4.3 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的真实性、权威性、规范性 3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总分≥85；良好：84≥总分

≥70；合格：69≥总分≥60；不合格：总分≤59。 

8. 学位授予 

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和学分，成绩合格，完成实践环节并通过考核，完成学位论文

工作，通过论文答辩，经过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定达到培养目标，可被授予本领域工程硕士

专业学位。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证书格式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

室同意，学位获得者的学位证书由本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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