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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程 
（085233） 

 

一、培养目标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品行端正、身心健康，

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掌握航天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

承担专业技术工作，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工程项目设计与研发能力、终身知识更新能力、创

新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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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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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 名校内学术导师和 1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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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制 

1.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2 年，最长学习年限在基本学制基础上延长 0.5 年，

原则上应在 1 学年内完成课程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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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为 3 年，最长学习年限在基本学制基础上延长 2 年。非全

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允许提前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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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01 数值分析 32 2 1/2 是 

1700002 矩阵分析 32 2 1/2 是 
≥2 学分 

0100015 飞行器总体分析与设计 32 2 2 选修 

0100072 战术导弹自动驾驶仪和制导律设计 32 2 1 选修 

0100039 航天器自主导航 32 2 2 选修 

0100038 航天器姿态动力学与控制 32 2 1 选修 

0100035 航天器轨道动力学与控制 32 2 1 选修 

0100029 固体火箭推进基础及发展 48 3 1 选修 

0100032 航空宇航测试与试验技术 48 3 2 选修 

0100043 结构动力学 32 2 2 选修 

 

 

 

 

专 

业 

课 

0100047 空间环境与试验导论 32 2 2 选修 

 

 

 

 

≥ 1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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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必修 备注 

0100005 飞行动力学建模与仿真 32 2 1 选修 

0100036 航天器系统仿真与 CAD 48 3 1 选修 

0100034 航空宇航推进原理 32 2 1 选修 

0100077 组合导航技术 32 2 2 选修 

0100001 变结构控制系统 32 2 1 选修 

0100060 现代测试技术与信号处理 48 3 1 选修 

注： 

1.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免修硕士英语的条件： 

①CET-6、TOEFL、IELTS、GRE、PETS、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的成绩之一达到入学当年研究

生院公布的免修分数线； 

②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所获学分中不少于9学分课程为全英语授课； 

③以研究生院最新发布的“研究生英语免修条件”为准。 

2.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免修实践环节的条件：获得中级工程师或以上级专业技术职

务资格证书。 

 

五、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0.5 学分）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应参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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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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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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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内容可根据不同的实践形式由

校内导师或校内及企业导师决定。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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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专业实践环节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低于 6 学分。 

5)在导师指导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要制定并提交专业实践计划、撰写专业实践总结报告。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参加专业实践或未通过专业实践考核的，不得申请毕业和学位论文答辩。 

6)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的地点可以是相关领域的科研院所、生产企业、国家或省部级

重点实验室和创新平台；专业实践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a.到企业各部处（包括人力资源、财务、技术质量、安全保障等）进行参观学习，了解企业的

运营模式。 

b.到企业相关技术岗位进行挂职锻炼，参与工程研究人员的项目攻关，体验企业文化，逐步提

炼硕士论文研究方向。 

c.根据选定的硕士论文研究方向，定点到相应的技术岗位开展工作，积极参与项目研究，提高

自身工程实践能力，最终完成硕士论文的既定研究目标。切实做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或提高实践中

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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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实践环节相关要求按《北京理工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工作基本要求及考核工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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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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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本研究课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包

括研究现状、水平、发展趋势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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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开题由学院负责组织完成，成立由 3~5 名本领域或相关领域的副高级及以

上职称专家或硕士生导师组成的小组（至少含 1 名校外社会实践部门的专家）。 

开题报告完成时间要求见附表。 

3. 中期检查 

学院具体负责从课程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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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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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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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答辩工作按照《北京理工大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工作暂行规定》

进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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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关于硕士学位申请者发表

学术论文的规定》。 

本领域对符合要求的学位申请人授予航天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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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相关环节时间节点要求 

 2 年制全日制专硕 3 年制全日制专硕、非全日制专硕 

学制（年） 2 3 

文献综述 第三学期第五周前 第三学期末前 

开题报告 第三学期第五周前 第三学期末前 

中期检查 第三学期第十周前 第四学期末前 

培养环节审查 第三学期末前 第五学期末前 

答辩 距离开题至少 9 个月 距离开题至少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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