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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机械及工程 
（080703） 

 

一、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动力机械及工程学科前身是内燃机专业，始建于 1953 年，1981 年首批获军用车辆工程（含内

燃机）博士学位授予权，1993 年更名为“动力机械及工程”学科，同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并设博士

后流动站，2002 年进入国家级重点学科行列。本学科点多年来一直从事车用内燃机的教学与科研工

作，是车辆动力领域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本学科点在教学与科研的各个领域和国内外有关机构建

立了长期的联合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关系。 

本学科点现有教授 22 名、博士生导师 24 名，副教授、高级工程师和高级实验师 34 名、硕士

生导师共计 47 名，形成了以中青年教师为主导的，年龄、学历和学缘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建有“汽

车动力性及排放测试国家专业实验室”、“军用车辆动力系统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和“北京市清

洁车辆重点实验室”；设备资产总额近亿元，实验室面积近 6000 平方米，形成了从理论研究到产

品开发的科研体系、先进的试验研究开发平台、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和稳定的研究方向。主要研究

方向有：  

1.动力机械系统工程与控制理论：车辆动力系统建模仿真及一体化集成设计方法研究、发动机

及其动力系统电子控制技术研究、混合动力及新概念车辆动力系统研究、动力系统热管理和能量梯

级利用研究等。 

2.内燃机燃烧、排放与环境效应：不同燃料的物理化学物性及其燃烧特性、燃料与空气的匹配

与流动控制、机内燃料混合与燃烧放热过程及其机理、燃烧产物的生成机理及其环境效应、内燃机

后处理技术与理论、新能源新动力装置开发应用、太阳能综合利用技术。 

3.动力机械结构强度与振动噪声：动力机械复杂结构静动力学分析理论与实验、内燃机结构热

负荷与热强度、内燃机结构振动及表面辐射噪声、机构动力学及摩擦磨损、动力机械承力结构仿生

及优化设计。 

4.叶轮机械与流体动力学：叶轮机械内部流动特性与叶轮设计方法、车用发动机涡轮增压系统

的设计与匹配、车用燃气轮机技术、两栖车辆的水上航行特性与减阻技术、喷水推进系统与叶片泵

的性能预测、空化与超空化流动特性及其在水中航行器的应用等。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应坚持党的基本路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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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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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本学科的现代实验方法和技能；

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一定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具有独立地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并有良

好的合作精神，能够在科学研究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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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制 

学生类型 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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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上普博生和硕博连读生应在第一学年内完成课程学习，本科直博生应在前两学年内完成课

程学习，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工作时间不应少于 3 年。  

博士生最长学习年限在基本学制基础上延长 2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类别 适用范围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备注 

D-B 27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1/2 必修 

D 2700003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6 2 1/2 必修 

D/D-B 2700004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8 1 2 选修 

D/D-B 240002* 博士英语# 48 2 1/2 免修 

DF 3700001 汉语 96 6 1+2 必修 

DF 3700002 中国概况 32 2 1/2 必修 

公共课 

D/D-B 22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诚信@ 16 1 1/2 必修 

D≥5 

DF≥8

D-B≥7

D/D-B 1700003 科学与工程计算 48 3 1/2 必修 

D/D-B 0300035 高等工程数学导论 48 3 1 必修 

D/D-B 0300090 数学思想方法及工程应用选讲 48 3 1 必修 

D/D-B 0300030 非线性系统与智能控制 48 3 1 必修 

D/D-B 0300026 动力机械系统工程学 48 3 1 必修 

D/DF 0300036 高等工程数学(全英文） 48 3 2 必修 

D/DF 0300044 工程管理(全英文) 32 2 2 必修 

D/DF 0300039 高等计算流体力学（全英文） 32 2 2 必修 

D/DF 0300070 先进控制工程(全英文) 32 2 1 必修 

D/DF 0300046 机械结构疲劳寿命设计（全英文） 32 2 1 必修 

D/DF 0300068 车辆技术科学基础(全英文) 32 2 1 必修 

D-B 0300033 高等工程热力学 48 3 1 必修 

D-B 0300040 高等流体力学 48 3 1 必修 

D-B 0300022 弹塑性力学 B 48 3 1 必修 

D-B 0300025 动力机械控制工程 48 3 1 必修 

D-B 0300041 高等内燃机学 48 3 1 必修 

D-B 0300050 结构强度与疲劳分析 32 2 2 必修 

D-B 0300078 叶片机械理论及设计方法 32 2 2 必修 

 

 

 

 

 

 

 

 

 

专业课 

D-B 0300077 新能源动力系统技术 32 2 2 必修 

 

 

 

 

 

 

 

D≥6 

DF≥6

D-B≥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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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适用范围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备注 

D-B 0300002 内燃机性能仿真与测试 32 2 2 选修 

D-B 0300027 动力系统振动噪声理论与分析 32 2 2 选修 

D-B 0300067 系统动力学 32 2 2 选修 

D-B 0300079 有限元法原理 32 2 2 选修 

D-B 0300032 高等传热传质学 32 2 2 选修 

D-B 0300031 复杂流动与传热数值模拟 32 2 2 选修 

D-B 0300029 发动机标定与在线故障诊断技术 32 2 2 选修 

适用范围说明：“D”表示博士生，“D-B”表示本科直博生，“DF”表示博士留学生，“D/D-B”

表示该门课程既适用于博士生也适用于本科直博生，“D/DF”表示该门课程既适用于博士生也适用

于博士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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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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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博生、硕博连读生的博士阶段要求不少于 6学分的专业课程。 

本科直博生要求不少于 19 学分的专业课程，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17 学分（博士层次的专业必修

课不少于 6学分，高等工程热力学和高等流体力学两门课为必选课程），可有交叉学科课程 2学分。 

# 博士外语免修，采取博士生外语能力审核制，主要以英语六级、TOEFL、IELTS、PETS-5 或相

当等级的外语资格考试成绩等为依据，以成绩及格作为通过标准。 

@ 博士研究生已在其硕士阶段获得此课程学分的，可申请免修。 

 

五、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 

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是博士生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前的一次学科综合型考试，重点考察

博士生是否掌握了坚实和宽广的学科基础和专门知识，是否能综合运用这些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

是否具备进行创新性研究工作的能力和潜质。 

资格考试由学科统一组织，每学期举行一次，博士生在完成课程阶段学习后可以提出申请，最

多 2 次，资格考试成绩合格方能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环节，否则取消其博士生资格。 

机械与车辆学院动力机械及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均必须参加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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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次学术活动，其中至少参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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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

研究生尽可能多地参加跨学科的学术活动。 

学术活动内容应与博士研究生所在的研究领域密切相关。 

2.专业外语（0.5 学分） 

以学科研究方向为单位成立专业外语能力考核小组，以撰写外语文献综述报告、外语口头报告、

综合答辩等多种形式综合考察研究生的专业外语听、说、读、写能力，以考核成绩及格作为通过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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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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课程，进行实验等相关技能训练、

科学研究及创新能力培养，由导师负责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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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相关工作 

1.文献综述（0.5 学分） 

根据导师选定的研究方向，结合学位论文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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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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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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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科负责组织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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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采用中期答辩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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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估。 

中期答辩按照学科方向统一组织，对超过一定期限或中期答辩不通过的博士生实施中期淘汰或

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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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培养环节由学院负责进行审查,完成时间要求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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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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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学位论文评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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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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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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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申请者发表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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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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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 

 

附表  相关环节时间节点要求 

 普博 
本直博 

硕一转博 
硕二转博 

学制（年） 4 5 6 

文献综述 第四学期末前 第五学期末前 第七学期末前 

开题报告 第四学期末前 第五学期末前 第七学期末前 

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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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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