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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 
（083500） 

 

一、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北京理工大学软件工程一级学科设立于 2011 年，2012 年开始招生，是国内首批设立的软件工

程一级博士学科授权点。软件工程是软件产业和信息产业的支撑学科，也是国家文化科技发展的重

要支撑技术，科学研究、工程实践和交叉应用是其学科特性；物联网、云计算、海量数据、智能科

学、数字媒体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为软件工程学科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培养单位主要依托软件学院、计算机学院，相关学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网络空间安全。软

件学院是 2001 年 12 月经国家教育部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批准的 35 所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之一，

于 2003 年 10 月通过教育部组织的中期评估，2006 年 6 月通过教育部组织的验收。软件学院经过 15

年的建设，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特色，进入了国内一流软件学

院前列。 

软件学院设有 1 个系和 4 个研究所（软件工程系、软件理论研究所、软件安全研究所、数据科

学研究所和数字媒体研究所），2 个中心（北京市数字媒体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理工大学

软件评测中心）、6 个学科平台（软件工程教育部特色专业实验室、数字媒体教育部特色专业实验

室、信息安全教育部特色专业实验室、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软件安全工程技术

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网络信息安全国防科技工程中心）。 

软件学院拥有一支学术造诣高、教学和软件开发经验丰富的专兼职相结合的教师队伍，现有专

兼职教师 100 余人，校内专职、校内兼职及企业兼职教师的比例约为 4:3:3。专职教师以青年教师

为主，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达到 3/4，具有国外进修、攻读学位等经历的教师超过 50%，具有微软、

IBM、CISCO、SAP 等公司技术培训教师资格的超过 50%。 

近年来，软件学院以特色专业和交叉学科为依托，先后承担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全

景式智能编排与仿真系统、国庆 60 周年群众游行辅助训练和行进指挥系统、国庆 60 周年焰火晚会

（光立方）智能编排系统、以及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国庆 60 周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安保

系统等多项国家级重大项目，科研经费位居全国示范性软件学院前列。 

依托重大科研项目，软件工程学科形成了自己的 4 个二级学科方向：软件理论、软件安全、数

据科学和数字媒体。 

1.软件理论：研究软件工程形式化方法、软件自动生成与演化、软件建模与分析，以及大规模

复杂信息系统开发方法论等问题，突出软件工程的基础研究特色。 

2.软件安全：研究面向软件代码的安全性保障、软件安全可信性评估、基于构件的软件安全性

测试、嵌入式软件系统安全等技术内容，以及在国防信息安全领域、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建设和服务

社会等方面的应用，突出软件工程的安全攻防对抗特色。 

3.数据科学：研究面向服务的计算、服务工程、网络搜索服务，以及面向服务架构的应用研发、

基于智能化数据挖掘的技术监测分析等理论和应用问题，突出软件工程的软件即服务特色。 

4.数字媒体：研究人群建模与仿真、交互媒体与可视化、数字表演、工程仿真与计算、智能媒

体与量子仿真等，突出软件工程的文化创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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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目标 

软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面向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需要、面向企事业单位对

软件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培养应用型、复合式、高层次软件工程技术和软件工程管理人才。具体

要求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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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系统的专门知

识，具有运用先进的工程化方法、技术和工具从事软件分析、设计、开发、测试、维护等解决实际

问题的工作能力，具有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 

3．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文献资料，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

流的能力。 

软件工程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复合

型人才，能够胜任软件工程的理论研究、工程服务、安全防护和智能数字表演的创新工作。具体要

求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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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具有严谨诚信的治学态度，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掌握本

学科的现代实验方法和技能，能够独立地、创新性地从事科学研究，并在科学研究或专门技术上做

出创造性的成果；具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承担或部分承担重点科研项目、国内外学术交

流和协作研究的任务。 

3．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文献资料，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

流的能力。 

 

三、学制 

学生类型  学制 

硕士研究生 3 年 (留学生 2 年) 

普博生(含留学研究生) 4 年 

本科直博生 5 年 

硕博连读生（硕一转） 5 年（含硕士阶段 1 年） 

硕博连读生（硕二转） 6 年（含硕士阶段 2 年） 

硕士生最长学习年限在基本学制基础上延长 0.5 年，博士生最长学习年限在基本学制基础上延

长 2 年。硕士研究生不允许提前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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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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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课 

D/D-B 270000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1/2 必修 

M≥7 

D≥5 

D-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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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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B 2700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8 1 1/2 选修 

M 240001* 硕士英语 48 3 1/2 必修 

D/D-B 240002* 博士英语 4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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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D-B 22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诚信 16 1 1/2 必修 

D/D-B 1700004 近代数学基础 48 3 1/2 必修 

D/D-B/DF 0800002 机器学习原理与方法  32 2 1 必修 

D/D-B 0800003  高可信软件技术 32 2 2 选修 

D/D-B/DF 0800053  深度学习 32 2 2 选修 

M/D-B 1700002 矩阵分析 32 2 1/2 必修 

M/D-B/MF 0800004 数理逻辑与方法 48 3 2 必修 

M/D-B/MF 0800005 软件技术前沿 16 1 1 必修 

M/D-B/MF 0800006  软件理论与工程 48 3 1 必修 

M/MF 0800007 软件体系结构原理与方法 48 3 1 必修 

M/D-B/MF 0800008 软件质量保障 32 2 2 选修 
M/D-B/MF 0800009 数据科学与工程 32 2 2 选修 
M/D-B/MF 0800010 智能科学技术 32 2 2 选修 

专业课 

M/D-B/MF 0800011 数字媒体技术 32 2 2 选修 

M≥18 

D≥7 

D-B≥22

适用范围说明：“D”表示博士生，“M”表示硕士生，“D-B”表示本科直博生，“F”表示所有留学生，

“MF”表示硕士留学生，“DF”表示博士留学生，“M/D”表示该门课程既适用于硕士也适用于博士生，

“M/D-B”表示该门课程既适用于硕士也适用于本科直博生。 

留学研究生（博士、硕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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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博连读生在硕士阶段按照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执行，博士阶段按照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执行。 

硕士研究生要求不少于 18 学分的专业课程，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12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6 学分

（可有交叉学科课程 2 学分）。 
普博生、硕博连读生的博士阶段要求不少于 7 学分的专业课程，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5 学分，选

修课不少于 2 学分（可有交叉学科选修课 2 学分）。 
本科直博生要求不少于 22 学分的专业课程，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14 学分（博士层次的专业必修

课不少于 5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8 学分（可有交叉学科课程 2 学分）。  
五、必修环节 

研究生应在培养环节审核前完成各项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0.5 学分）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不少于 8 次学术活动，其中本人进行正规性的学术报告不少于 1 次。

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不少于 20 次学术活动，其中至少参加 2 次本学科领域的全国或国际学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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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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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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本科直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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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负责组织专业外语的考核。 

3.实践环节（0.5 学分） 

由指导教师指导研究生进行实验、实践等相关技能训练、科学研究及创新能力培养并负责考核。

博士生还需参加由学院安排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体工作按《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从

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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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应阅读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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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的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不少于 4000 字的文献综述报告。博士研究生应阅读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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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学科及其研究方向、研究课题

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动态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系统的分析与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不少于 5000 字

的文献综述报告。 
文献综述完成时间要求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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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生开题由学院负责组织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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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硕士生导师组成的小组。博士生开题由导师负责组织完成，成立由 3-5

名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正高级职称专家或博士生导师组成的小组。 
开题报告完成时间要求见附表。 

3.中期检查 

学院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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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检查完成时间要求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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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申请进入论文评阅与答辩程序。 

培养环节由学院负责组织审查,完成时间要求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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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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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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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在完成学位论文初稿并通过导师审阅后，可进行论文预答辩，预答辩一般安排在培

养环节审查通过之后、正式答辩前 3 个月内进行，预答辩通过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评阅。预答辩工

作按照《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的规定》执行。 

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答辩工作按照《北京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北京理工大学关于

博士学位论文匿名评阅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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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申请者发表学术论文的规

定》、《北京理工大学关于硕士学位申请者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外国留学生申请硕士学位者，暂不

要求发表学术论文；外国留学生申请博士学位者，应满足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博士学位申请者发表学

术论文的系列规定之一。 

本学科对符合要求的学位申请人授予工学硕士学位或工学博士学位。 

 

 

附表  相关环节时间节点要求 

 2 年制硕 3 年制硕 普博 
本直博 

硕一转博 
硕二转博 

学制（年） 2 3 4 5 6 

文献综述 第三学期第五周前 第三学期末前 第四学期末前 第五学期末前 第七学期末前

开题报告 第三学期第五周前 第三学期末前 第四学期末前 第五学期末前 第七学期末前

中期检查 第三学期第十周前 第四学期末前 第五学期末前 第七学期末前 第九学期末前

培养环节审查 第三学期末前 第五学期末前 第七学期末前 第九学期末前 第十一学期末前

答辩 
距离开题 

至少 9 个月 

距离开题 

至少 12 个月
距离开题至少 1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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