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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系统设计美学理论与应用 
（0802Z1） 

 

一、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设计与艺术学院研究生教育开始于 1986 年，2002 年开始独立招收设计艺术学硕士，2006 年开

始招收美术学研究生，至 2011 年原两个二级学科每年招收研究生人数都在 90 人以上，这也为学院

学科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学院为第一批教育部工业设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单位，中国工业设计协

会理事单位。该学科为设计学硕士一级学科学位授予点，设计学科与机械与车辆学院共建人—机—

环博士学位授予点，招收机械设计及理论方向博士研究生。2011 年自主设置二级学科机械系统设计

美学理论与应用，招收博士研究生。 

本二级学科现有专职师资队伍 57 人，包括教授 6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3人），副教授 20 人，

讲师 31 人，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 14 人，在读博士的教师 15 人，大多数教师毕业于清华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知名大学或研究机构；有二分之一的

教师有在欧、美、日、韩等海外大学进修或从事研究工作的经历。涉及到艺术、设计、工程、文学

等多学科的研究方向。学院有在读博士研究生 25 人，硕士研究生 329 人。 

导师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教学理念在全国同行业处于较高的水准，近 5 年来，有研究生和教

师共同参与的科研项目到校科研经费约 400 万元，20 余人次研究生参加了从军品到民品，以及公共

环境系统的研发设计工作。教师先后获得北京理工大学优秀科技成功一等奖、2006 年中国设计业十

大杰出青年奖、2006 年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金奖等，参与建国 60 周年彩车设计、建国 60 年阅兵方

队的迷彩战车的色彩设计等国家项目。 

根据现有的研究基础和师资队伍，本学科下设三个方向：设计美学研究、机械系统（车辆）造

型设计、机械系统（车辆）人因与人机交互，具体研究方向和内容包括： 

1.设计美学研究方向：设计美学是在现代设计理论和应用的基础上,结合美学与艺术研究的传

统理论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设计美学作为设计学科的一个理论分支,其理论也与传统的美

学艺术研究不同。因此,它不但在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具有自身的特点,不能完全照搬

传统的美学理论,而且在现实应用中也有自己独特的要求。 

2.机械系统（车辆）造型设计方向：机械产品的造型设计是应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设计、塑

造产品的形象，并将其最后统一在产品的功能、结构、工艺、宜人性、视觉传达、市场关系等而取

得人—机(产品)—环境和谐的一项创造性设计。 

车辆造型设计主要涉及科学技术和艺术两大方法，是车辆外部和车厢内部的造型设计的总和，

理解车身结构、造型工艺要求、车辆空气动力学、人因工程学、工程材料学、制图学、光学和声学

知识，掌握计算机辅助设计技能和车身模型制作方法等内容。车辆造型设计是在整车总布置和车身

总布置初步确定的基础上，进一步使车辆获得具体外形和内饰的重要环节。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

代设计的关系，为民族品牌的自主创新提供相应的设计研究基础。 

3.机械系统（车辆）人因与人机交互方向：机械系统人机系统指由人与机器构成的系统，这个

系统可大可小，人与飞船，人与汽车、人与座椅、人与室内环境等都可以构成人机系统。人机交互

的几何位置在机械系统设计中占有主要地位，直接关系到机械系统人机交互匹配的优度，反映着机

械系统人机交互的匹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机械系统总体工效的发挥，是机械系统总体设计

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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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工程学是管理科学中工业工程专业的一个分支，是研究人和机器、环境的相互作用及其合

理结合，使设计的机器和环境系统适合人的生理、心理等特点，达到在生产中提高效率、安全、健

康和舒适目的的一门科学。 

 

二、培养目标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科研

道德和敬业精神。 

博士研究生应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

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三、学制 

普通博士研究生基本修业年限为 4年，最长修业年限为 6年。 

原则上普通博士研究生应在第一学年内完成课程学习，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应少

于一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类别 适用范围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备注

D 270000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1/2 必修 

D 2700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8 1 1/2 选修 

D 240002* 博士英语 48 2 1/2 必修 
公共课 

D 22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诚信 16 1 1/2 必修 

D≥5

D 2500024 设计美学研究 32 2 1 必修 

D 2500025 人机系统研究 32 2 1 必修 

D 2500026 设计形态学 32 2 2 选修 

D 2500027 机械与结构 32 2 2 选修 

专业课 

D 2500028 机械系统（车辆）造型设计 32 2 2 选修 

D≥6

适用范围说明：“D”表示博士生。 

普博生要求不少于 6 学分的专业课程，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4学分，可有交叉学科选修课 2 学分。 

 

五、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0.5 学分） 

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不少于 12 次学术活动，其中至少参加 1 次所在学科领域的全国或国

际学术会议，并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自己撰写的论文。每次学术活动要有 500 字左右的总结报告。学

校提倡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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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教师负责指导本科直博生选读和笔译相关专业外文文献，使博士研究生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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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教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博士研究生提出更高的专业外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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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践环节（0.5 学分） 

由指导教师负责讲授或指导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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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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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研究生阅读不少于 50 篇研究领域内的国内外文献（其中外文文献应不少于 20 篇），撰写

出不少于 5000 字的文献综述报告。对本学科及其研究方向、研究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动态有

深入的了解和系统的分析与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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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开题应成立由 3-5 名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副高级

及以上职称专家（其中半数以上为博士生导师）组成的小组。 

3.中期检查 

学院具体负责对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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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生中期检查在第五学期末完成；硕博连读生（硕一转）在第七学期末、硕博连读生（硕二

转）在第九学期末完成。 

4.培养环节审查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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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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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者

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 

博士研究生通过培养环节审查后，可进入论文评审和答辩程序。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时间距开题报告提交时间至少为 18 个月。 

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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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由导师负责组织，成立由 3-5 名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专

家（其中半数以上为博士生导师）组成的小组，并在学位论文提交评阅前一个月完成。 

6.学位授予 

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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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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