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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 
（080800） 

 

一、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电气工程是研究电能的产生、传输、转换、控制、储存和利用的学科，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

国防等领域，电气工程学科的教育和科研在发达国家大学中始终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信

息技术、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自动控制等技术渗透到传统电气工程学科的各个

领域，使电气工程学科理论和技术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古老学科又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随着

绿色 GDP 和低碳经济政策的大力推进，在节能减排和安全可靠供电方面，国家正加大投入建设特高

压输电网络、开发新能源发电领域，开发电动汽车等新能源利用领域，并提出开展“建设坚强的智

能电网”研究，为电气工程学科专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本学科是理论与工程实际密切结

合的学科，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本学科主要研究方向有： 

1.电机与电器  

研究微特电机设计及其驱动控制、交直流电机节能及一体化设计、电机电磁场分析与数值计算、

新型（压电陶瓷、SMA、电磁伸缩）电机驱动原理及其控制技术、新型电磁机构的理论与技术、军

用电机系统与电器装备可靠性分析与设计。 

2.电力电子技术与电气传动 

研究开关电源与大功率电源系统、特种电源理论及应用技术，功率变换技术、交流电机传动系

统非线性解耦控制、多电机传动系统协调控制。电动车电驱动系统、车辆电传动理论与设计、电动

车辆电磁兼容性分析与设计。 

3.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研究太阳能发电与光伏并网发电技术、高效卫星太阳能供电系统、大型风电场的风力发电容量

预测技术、新型电能存储系统变换与均衡技术、分布式发电技术以及微型电网技术、可再生能源功

率变换技术、风力发电机控制技术、大型风力发电机低电压穿越技术、军用高可靠性风、光、柴、

电互补发电系统及其应用研究。 

4.电工理论与新技术 

研究电网络理论及技术、电磁场理论及技术、电能质量分析理论及技术。 

 

二、培养目标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国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

康，富有科学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高层次创新人才；在电气工程学科领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

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能够胜任科研、工

程应用及工程管理等工作。 

 

三、学制 

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 年，硕士留学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2年。硕士生最长修业年限在基本学

制基础上延长 0.5 年，硕士研究生不允许提前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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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类别 适用范围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备注 

M 27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6 2 1/2 必修 

M 2700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2 必修 

M 240001* 硕士英语 48 3 1/2 必修 

F 3700001 汉语 96 6 1+2 必修 

F 3700002 中国概况 32 2 1/2 必修 

公共课 

M 22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诚信 16 1 1/2 必修 

M≥7 

F 1700001 数值分析 32 2 1/2 必修 

M/F 0600003 自动控制中的线性代数 48 3 1 必修 

M/F 0600004 线性控制系统 48 3 1 必修 

M/F 0600014 现代运动控制系统 32 2 1 必修 

M/F 0600015 现代电力电子学 32 2 1 必修 

M/F 0600016 现代电力系统分析 32 2 1 必修 

M/F 0600032 电网络理论 32 2 1 必修 

M/F 0600033 车辆电传动理论 48 3 1 必修 

M/F 0600034 电磁兼容理论 32 2 1 必修 

M/F 0600027 机电能量转换 48 3 1 选修 

M/F 0600028 电力系统优化运行及控制 32 2 2 选修 

M/F 0600029 电能质量控制技术 32 2 2 选修 

M/F 0600035 电气测量技术与仪器 32 2 2 选修 

M/F 0600036 电机电磁场 32 2 2 选修 

专业课 

M/F 0600037 车辆电传动系统测试技术 32 2 2 选修 

M≥16

适用范围说明： “M”表示硕士生，“F”表示留学生。 

留学研究生除公共必修课与中国学生要求不同外，专业课程学分与中国学生要求一致。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要求不少于 16 学分的专业课程，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10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6 学分（可有交叉学科课程 2 学分）。 

 

五、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0.5 学分）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不少于 6次学术活动，其中本人进行正规性的学术报告不少于 1 次。

每次学术活动要有 500 字左右的总结报告。学校提倡研究生尽可能多地参加跨学科的学术活动。 

2.专业外语（0.5 学分） 

指导教师负责指导硕士研究生选读和笔译相关专业外文文献，使研究生了解、熟悉外语论文的

写作及在国际会议发表论文和进行学术报告的要求。指导教师负责组织专业外语的考核。根据学科

特点，学科也可以统一安排该环节内容并进行考核。 

3.实践环节（0.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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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指导教师负责讲授或指导研究生学习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课程，进行实验、实践等相关技

能训练、科学研究及创新能力培养，并由导师负责考核。 

 

六、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相关工作 

1.文献综述（0.5 学分） 

所有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根据选定的研究方向，同时结合学位论文任务，阅读一定数量的国

内外文献。 

硕士研究生阅读至少 30 篇研究领域内的国内外文献，了解、学习本领域的新技术、新工艺、

新方法、新材料的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不少于 4000 字的文献综述报告。 

2.开题报告（0.5 学分） 

开题报告以文献综述报告为基础，主要介绍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

施方案、计划安排和预期成果。 

开题报告评审由导师负责组织完成，成立由 3-5名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硕士生导师组成的小组。 

3.中期检查 

学院具体负责对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文献综述、开题报告、发表科技论文及学位论文工作的研

究进展情况等进行中期检查。 

2 年制硕士（留学生）中期检查在第三学期中期完成，3 年制硕士研究生中期检查在第四学期

末完成。 

4.培养环节审查 

研究生学习期满，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分，完成专业外语、学术活动、科学研究训练及

创新能力培养等必修环节以及文献综述报告、开题报告等学位论文相关工作，通过培养环节审查后，

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培养环节由导师负责进行审查。 

5.论文撰写与论文答辩 

所有研究生必须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一篇达到学位要求的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

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表明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

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研究生通过培养环节审查后，可进入论文评审和答辩程序。 

2 年制硕士研究生（留学生）学位论文答辩时间距开题报告时间至少 9 个月，3 年制硕士研究

生学位论文答辩时间距开题报告提交时间至少为 12 个月。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按照《北京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进行。 

6.学位授予 

研究生在申请学位时的学术成果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博士、硕士学位申请者发表学术论

文的规定》。 

本学科对符合要求的学位申请人授予工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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