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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工程 
（085225） 

 

一、培养目标 

硕士学位应具有兵器工程学科领域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入的专业知识。较好掌握武器系统分

析、有关子系统或部件总体设计与仿真关键学术/技术解决方法等，能够熟练运用相关理论、计算

方法和仪器设备等科技手段独立从事本学科领域某一专业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或在工程中应用。

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了解本学科的国内外现状与发展方向。具有

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作风。具有在企业、科研院所及有关军兵种相关部门从事工程技术及产品开发、

科研、工程运用及技术管理等工作的能力。 

 

二、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实行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方式。对于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行集中在校学

习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并增强实践教学培养环节。对于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采取在职不脱产的学习方式。 

实行双导师负责制或导师指导小组负责制。 

双导师制是指 1 名校内学术导师和 1 名校外社会实践部门的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其中以校内导

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部分课程与论文等环节的指导工作。 

导师指导小组负责制是由 3-5 人组成的指导小组进行合作指导制度。导师指导小组中必须有 1

人为首席导师，主要负责研究生的业务指导和思想政治教育，其余导师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

部分课程与论文等环节的指导工作。 

 

三、学习年限 

1.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制一般为 2 年。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指导性培养方案对

此有其他明确要求的，学制、最长修业年限以指导性培养方案中规定为准。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不允许提前毕业。 

2.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年限为 3-5 年；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课程学习成绩有

效期不超过 5 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备注 

27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1/2 必修 

2700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2 必修 公共课 

240001* 硕士英语 48 3 1/2 必修 

全选 

0100053 燃气射流动力学 48 3 2 必修 

0100074 振动分析基础 32 2 1 必修 

 

专业课 

0100040 火箭导弹发射技术 32 2 2 选修 

必修≥6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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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0081 现代战斗部及装药设计理论与方法 48 3 1 必修 

0200076 现代弹道学 32 2 2 必修 

0200020 非线性动力学数值仿真 48 3 2 必修 

0200073 系统工程论 32 2 1 必修 

0200063 无人系统设计与集成 32 2 2 必修 

0200018 飞行系统动力学与控制 32 2 1 必修 

0200045 群智能系统网络与协同技术 32 2 2 必修 

0200009 弹塑性波与冲击动力学 48 3 2 必修 

0200008 冲击动力学 32 2 2 必修 

0200004 爆炸测试技术 32 2 2 必修 

0200022 复合含能材料能量释放与调控 32 2 1 必修 

0200037 军用功能材料 32 2 1 必修 

0200031 化学物理效应 32 2 1 必修 

0200084 信息对抗技术 48 3 2 必修 

0200044 目标探测与环境识别 32 2 1 必修 

0200079 现代探测技术 32 2 2 必修 

0200002 爆轰学 32 2 1 选修 

0200006 爆炸力学 32 2 2 选修 

0200011 弹药系统分析 48 3 1 选修 

0200086 易损性与毁伤评估 32 2 2 选修 

0200033 火工系统可靠性分析 32 2 2 选修 

0100062 现代内弹道学 I 32 2 1 选修 

0100071 粘性流体力学 32 2 1 选修 

0200061 无人武器与灵巧武器导论 32 2 1 选修 

0200062 无人系统导航定位技术 32 2 1 选修 

0200055 瞬态信息处理技术 32 2 1 选修 

 

 

 

 

 

 

 

 

 

 

 

 

 

选修≥6

学分 

 

 

 

注：1.可有交叉学科选修课 2 学分。 

2.鼓励专业学位研究生参加国家职业资格考试。 

3.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 1 年内完成课程学习。 

 

五、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1 学分）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应至少参加3次学术活动。每次学术活动要有500字左右的

总结报告，简述内容并阐明自己对相关问题的学术观点或看法。 

2.实践环节（6 学分） 

专业实践环节是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一个特色和重要环节。通过实践环节应达

到：基本熟悉本行业工作流程和相关职业及技术规范，培养实践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 

实践形式可多样化。对于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可采取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实践时间不少于半年，实践环节包括课程实验、企业实践、课题研究等形式，实践内容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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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实践形式由校内导师或校内及企业导师决定。对于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可根据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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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的专业实践考核最迟应于第四学期第 8周前完成。 

 

六、论文开题与中期检查 

1.文献综述（1 学分）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结合学位论文任务，至少阅读 20 篇在研究领域内以行业技术

发展与工程应用为主要内容的国内外文献，了解、学习本领域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材料的

应用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撰写 3000 字以上的文献综述报告。 

2.开题报告（1 学分） 

开题报告主要介绍学位论文选题的技术路线，实施方案，预期成果和计划安排。开题报告应以

文献综述报告为基础，主要介绍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技术路线、实施方案、计划安排和预期成

果。课题要求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的课题，包括技术引进、技术

改造、技术攻关等生产关键任务，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和新产品的研发方面的课题。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开题报告应明确学位论文形式。原则上，论文形式一经确定不允许

修改。研究生最迟应于第二学期期末完成开题报告。 

3.中期检查 

学院负责从课程学习、实践环节、文献综述、开题报告、学位论文工作的进展情况等多方面对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中期检查。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中期检查在第三学期第 8周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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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学术活动、专业实践等必修环节以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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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学位论文与毕业 

1.论文撰写与论文答辩 

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鼓励学位论文工作与专业实践内容的衔

接。专业学位论文应反映研究生综合运用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可将研究报告、规

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管理方案、发明专利、文学艺术作品等作为主要内容，以论文形式

表现。 

研究生通过培养环节审查后，可进入论文评审和答辩程序。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答辩时间

距提交开题报告时间至少为 9 个月。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按照《北京理工大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工作管理办法》

进行。 

2.学位授予 

硕士专业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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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领域对于符合要求的学位申请人授予兵器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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