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工程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材料与化工专业（代码: 085600）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本学科、领域简介

“材料与化工”类别工程硕士学位点在原“材料工程”和“纺织工程”专业领域工程硕士学位

点基础上结合化工工程发展形成。2011 年我校获得“材料工程”和“纺织工程”专业学位授权点。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和安徽省学位办有关专业学位授权点调整通知要求，2019 年原“材料工程领域”

和“纺织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点合并调整为“材料与化工”类别专业学位点。

“材料与化工”类别工程硕士学位点包括材料工程领域、化学工程领域和纺织工程领域。该学

位点拥有“安徽高性能有色金属材料省级实验室”、“安徽省再制造材料及装备工程研究中心”、

“安徽省洁净能源材料与催化物质转化化学重点实验室”、“安徽省洁净催化工程实验室”、“安

徽省功能配合物材料化学与应用重点实验室”、“安徽省矿用电缆工程技术中心”、“安徽省纺织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安徽省高等学校纺织面料重点实验室”、“安徽省纺织行业创新服务中心”、

“安徽省纺织行业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安徽省纺织印染行业技术中心”、“安徽省纺织结构复

合材料国际合作研究中心”等省级学科建设平台；拥有“安徽鼎恒再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安

徽工程大学再制造表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安徽工程大学增材制造研究院”、“安徽工程大学

化学功能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等校企合作建设学科平台；拥有“机械与材料工程实习实训基地”、

“化工环境类专业实习实训中心”、“生物化工虚拟仿真实验中心”、“纺织工程实习实训示范中

心”等省级实习实训基地；拥有工科化学系列课程建设、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等省

级教学团队；拥有“安徽省 115 产业创新团队”、“芜湖市 5111 产业创新团队”和“安徽工程大

学催化材料与技术创新团队”等科技创新团队；建立“安徽省功能性产业用纺织品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安徽省纺织服装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产业联盟。

该学位点拥有一支科研能力强，教学水平高，学历、职称和年龄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其中：

材料工程方向学科队伍 29 人，其中皖江青年学者 1 人，115 创新产业团队带头人 1 人，教授 6

人，副教授 10 人，高级职称人员占 53.33%；学科队伍中有博士 22 人，硕士 8 人。45 岁以下 20

人，占 66.67%。具有硕士学位及以上人数 30 人，达到 100%，具有博士学位及以上人数 20 人，占

66.67%。具有海外经历的人数比例达到 26.67%。另有兼职教授 3 人、柔性引进人才 1 人。另有兼

职教授 3 人、柔性引进人才 1 人、外聘专业学位第二导师 9 人。

化学工程方向学科队伍 23 人，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9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导师占 80%。1

人次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 人次入选国家级“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1

人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 人次安徽省高等学校首批“皖江学者”特聘教授。省中青年学科带头

人 2 人。

纺织工程学科队伍 51 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21 人，具有博士学位 28 人，博士学位人数

占团队比例为 54.9%，具有海外经历 16 人，占比为 31.4%，45 岁以下 32 人，占 62.7%。省级教学

名师 2 人，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1 人，省级教坛新秀 2 人。另有柔性引进国际知名教

授 3 人，产业教授 3 人，外聘企业导师 10 余人。



二、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国家和区域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优良的思想政治品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

职业道德；掌握材料与化工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

担所在专业或领域的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专业技术人

才和管理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和安徽省学位办要求及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导意见，结合

我校学科优势与特色，我校“材料与化工”类别专业学位点定位及研究方向如下：

（1）高性能金属材料。结合我校安徽省高性能有色金属材料省级实验室优势，发展高性能金

属材料工程，主要涉及金属及其合金设计、制备和成型研发，具体包括高性能合金钢、铝合金、铜

合金、高温合金、高熵合金和新型焊材等高比强、高比模、多功能、低成本金属材料研发；

（2）增材制造与再制造。结合我校增材制造研究院、再制造表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安徽鼎

恒再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校企合作平台优势，发展增材制造与再制造工程，主要涉及激光增材制

造、结合金属沉积增材制造或增材再制造技术、专用金属粉末、装备研发；

（3）纳米复合材料及其应用。结合我校安徽省教育厅洁净能源材料与催化物质转化化学重点

实验室优势，发展环境化学工程和能源化工，重点在光催化与新能源利用、环境保护与传感检测、

水资源保护与循环利用和天然物质资源化利用等领域开展相关研究；

（4）绿色化工工艺。结合我校安徽省发改委洁净催化工程实验室，围绕精细化工、石油化工、

天然气化工（C1化学与化工）及资源化利用等领域开展化工过程转化的工艺优化，减少相关化工

领域的生产污染，主要涉及清洁添加剂、低碳分子转化、天然物质资源化利用等方面的研究。

（5）新型高分子合成催化。结合我校功能配合物材料化学与应用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安徽省

矿用电缆工程技术中心和安徽工程大学化学功能材料与技术重点实验室，重点围绕金属配合物在高

分子合成中的应用、天然高分子改性、生物医用高分子合成和无机-高分子复合材料制备、加工和

应用等领域，主要从事稀土催化剂体系开发、天然高分子高值化利用、生物医用高分子设计与制备、

无机-高分子复合阻燃材料与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6）先进纤维及纺织印染加工技术。结合我校安徽省纺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安徽省纺织行

业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安徽省纺织印染行业技术中心和安徽省纺织结构复合材料国际合作研究中心

等省级科研平台优势，围绕先进纤维材料及应用、先进纺织加工技术、生态染整及功能纺织品等领

域，重点开展新型微纳米纤维的制备及应用、基于功能性纤维的新型非织造材料制备及应用、纺织

结构复合材料设计及应用、纺织浆料与浆纱技术、染整新技术与理论、先进功能性纺织品开发及应

用等方面的研究；

（7）服装科学与工程技术。结合我校安徽省纺织服装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安徽省高等学

校“纺织面料”重点实验室优势，发展服装设计与工程，重点在功能性服装面料、服装数字化技术、

服装智能制造、智能可穿戴技术、服装洗涤性能等领域开展研究。

四、学制、学习年限及毕业学分

学制 3 年，学习年限 3～4 年。



毕业总学分不少于 36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6 学分(学位课程学分不少于 15 学分，非学

位课学分不少于 11 学分)，实践环节 6 学分，必修环节 4 学分。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每 18 学时记 1 学分。

五、课程体系及学分要求

课程包括学位课和非学位课。学位课分为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两类。非学位课包括公共选

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必修环节、实践环节学分设置如下：

安徽工程大学材料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开课学期 学时/学分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公共学位课

000000101 科技英语阅读 1 30/1

必修5
学分

学位课

程学分

不少于

15 学

分

000000102 实用英语写作 1 30/1

0000001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1 36/2

000000104 自然辩证法 1 18/1

专业学位课

0805002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1 36/2

必修

10学
分

080500202 现代材料表征及测试技术 2 36/2

080500203 材料合成与制备 1 36/2

080500204 材料表面与界面 2 36/2

080500205 工程高等数学 1 36/2

非

学

位

课

程

公共必修课

000000201 知识产权 1 20/1

必选 3 学分000000202 工程伦理 1 18/1

000000203 论文写作指导 1 16/1

专业选修课

080500301 专业外语 1 18/1 必选 1 学分

080500302 金属合金材料设计 1 36/2

专业选修课学

分不少于 7学分

080500303 固态相变及性能效应 2 36/2

080500304 增材制造技术 1 36/2

080500305 再制造表面工程 2 36/2

080500306 材料结构与性能 1 36/2

080500307 纳米材料与器件 2 36/2

080500308 新能源材料 1 36/2

080500309 化工产品合成 2 36/2

080500310 化工研究进展 1 36/2

080500311 化工工艺学 2 36/2

080500312 现代高分子化工 1 36/2

080500313 绿色化学与化工 2 36/2

080500314 高技术纤维及应用 1 36/2

080500315 染整新技术与应用 2 36/2

080500316 服装舒适性与功能 1 36/2

080500317 现代纺织技术 2 36/2

080500318 纺织品功能整理 1 36/2



080500319 服装数字化技术 2 36/2

补修课程

材料科学基础

不计学分

由导师指定同

等学力、跨学科

专业学生补修

课程 1-2 门

材料力学性能

材料成型原理

化学前沿

纳米科学与技术

纺织材料学

纺纱学

织造学

非织造学

染整工艺原理

服装生产工艺

课程考核要求：学位课考试；非学位课考试或考查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不少于 5 次） 1-5 1

学位论文开题及文献阅读综述 2 不计学分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3 不计学分

社会责任感教育（每学年 1 学分） 1-6 3

实践环节 专业实践 2-5 6

六、必修环节

(1) 学术活动。学院和学科开展的重要学术交流活动，以及各导师组或学科团队组织的学术研

讨活动。以现场签到、会议通知、会议论文或学术交流心得体会等为依据考核。达到要求，记 1

学分。

(2) 论文开题及文献阅读综述

见本方案“八、科研与学位论文”。

(3) 中期检查

见本方案“八、科研与学位论文”。

(4) 社会责任。参照校字[2016]3 号“安徽工程大学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培养方案及学分认定办

法”， 认定 2 学分。

七、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是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充分高质量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实践环节应达到基本熟悉本行业工作流程和相关技术规范，培养实践研究

和技术创新能力，结合实践内容完成论文选题。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实践内容，由校企双方

导师共同协商拟定，可采取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时间不少于半年。实践环节结束时

撰写实践总结报告，由导师签署意见，提交学院教授委员会认定，达到要求计 6 学分。

八、科研与论文

1. 选题要求

论文选题应源于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工程背景与应用价值，具有一定技术难度，体现所学知

识的综合运用，有足够工作量；论文研究应体现作者知识更新及在具体工程应用中的新意，论文研

究结果能对行业，特别是所在单位技术进步起到促进作用，可在以下几个方面选取。



(1) 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技术推广与应用；

(2) 新产品、新设计、新工艺、新材料、新应用软件的研制与开发；

(3) 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国外先进技术项目；

(4) 基础性应用研究或预研项目；

(5) 工程设计与实施项目；

(6) 较为完整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项目的规划或研究；

(7) 企业标准化项目。

2. 形式要求

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既可以是应用研究类学位论文，也可以是工程设计类、产品开发类或试

验研究类论文，如工程设计、产品研发、工程专业软件开发、大型工程或工艺试验研究等。

(1) 应用研究类学位论文。直接来源于材料工程实际问题或具有明确的材料工程应用背景，综

合运用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展应用性研究。研究成果能解决特定工程实际

问题，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2) 工程设计类学位论文。综合运用材料工程的理论、科学方法、专业知识与技术手段、设计

工具等，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工程项目、大型装备及其工艺等问题开展的工程设计。

(3) 产品研发类学位论文。来源于材料工程领域生产实际的新产品研发、关键部件研发、各类

应用软件开发、以及对国内外先进产品的引进消化再研发；包括了各种软、硬件产品的研发。

(4) 试验研究类学位论文。针对某个试验对象或实验任务开展的专门大型或工艺试验研究，或

目前尚无标准规范的试验方法研究。

3. 内容要求

学位论文可以有不同形式，具体要求如下。

(1) 应用研究类学位论文。应用研究类学位论文一般应包括针对研究命题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对拟解决问题所进行的理论分析，实验研究或数值仿真，要求研究工作具有一定难度及工作量；研

究方法应综合运用材料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对所研究的命题进行分析研究，采取规范、科学、

合理的方法和程序，通过资料检索、定性或定量分析等技术手段开展工作，实验方案合理，数据翔

实准确，分析过程严谨；论文研究成果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际应用价值，能体现作者的新思想

或新见解。

(2) 工程设计类学位论文。工程设计类学位论文一般应包括文献综述及设计方案、设计报告和

设计说明三部分内容。文献综述及设计方案包括在对国内、外同类工程设计综述的基础上提出自己

的设计方案，可以是工程图、工程技术方案、工艺方案等，可以用文字、图纸、表格、模型等表述。

设计报告包括基本设计思路、设计分析和设计依据等。设计说明是按照工程类设计规范必备的各类

辅助性技术文件，包括工程项目概况、所遵循的规范标准、技术经济指标等。

(3) 产品研发类学位论文。产品研发类学位论文一般应包括文献综述及研发内容、研发方法和

产品成果三部分内容。文献综述及研发内容包括在对国内、外同类产品综述的基础上对所研发产品

进行的功能及需求分析，提出论文研发产品的性能指标和技术指标；阐述研发的技术思路与技术原

理，给出研发的方案设计、产品详细设计、分析计算或数值仿真等；对产品的试制或量产，以及所

进行的各种性能测试等。研发方法包括产品研发的完整工作流程，所采用的科学原理、技术规范和



技术手段等。研发成果包括对所研发产品的详细描述，产品所达到的行业规范，以及产品生产所需

满足的相应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等。

(4) 试验研究类学位论文。试验研究类学位论文可以试验报告的形式体现，一般应包括在国内、

外同类试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试验方案、完成试验设计、试验数据处理及试验结果分析等部分

内容。试验方案包括试验对象、试验目标、试验条件、试验规范、试验技术思路。试验设计包括试

验方案的技术实现，即试验平台的设计和测试方法的设计。试验数据处理及试验结果分析包括数据

处理的数理方法及不确定度分析、对试验结果作客观评价。论文要求试验方法具有先进性，研究工

作具有一定的难度及工作量。

4. 撰写要求

学位论文结构应符合不同形式的要求，条理清楚，用词准确，表述规范。学位论文包括摘要、

正文、参考文献、致谢等组成部分。正文字数一般不少于 3 万字。

对于论文主体部分，不同形式的学位论文有不同的组成，分别如下。

(1) 应用研究类学位论文

绪论。阐述应用研究命题的背景及必要性，对应用研究命题的国内外现状应有清晰的描述与分

析，并简述应用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

研究与分析。综合运用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对所解决的工程实际问题进

行理论或实验研究，或者进行数值分析。

应用及检验。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或进行检验，并对成果的先进性、实用性、可靠性、局限

性等工作性能进行分析。

总结。系统地概括应用研究所开展的主要工作及结论，并明确指出作者在研究中的新思想或新

见解；简要描述成果的应用价值，并对未来改进研究进行展望或提出建议。

(2) 工程设计类学位论文

绪论。阐述所开展的工程设计的背景及必要性，重点阐述设计对象的技术要求和关键问题所在，

对设计对象的国内外现状应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并简述本工程设计的主要内容。

设计报告。详细描述工程设计过程中的设计理念、设计方法和技术原理等；对比分析国内外同

类设计特点；针对不同工程设计项目，还可包括科学计算与分析、技术经济分析、测试分析、仿真

实验分析、结果验证等具体描述。

总结。系统地概括工程设计所涉及的所有工作及其主要结论，并明确指出作者在设计中的新思

想或新见解；简要描述给出的工程设计的优缺点，并对进一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附件。给出设计方案及设计说明。

(3) 产品研发类学位论文

绪论。阐述所研发产品的背景及必要性、国内外同类产品研发和应用的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并阐述本产品研发的主要工作内容。

研发理论及分析。对所研发的产品进行功能需求分析与总体设计，确定性能技术指标，

给出设计思路与技术原理，采取科学、合理地方法对其进行详细设计和校核计算，并对其性能

进行数值仿真及分析。

实施与性能测试。对所研发的产品进行开发或试制，并对产品性能进行测试和分析，对照产品

设计指标进行比较，必要时进行改进或提出具体改进建议。



总结。系统地概括产品研发中所涉及的主要工作及其主要结论，并明确指出作者产品研发中的

新思想或新见解；对所研发产品的应用前景，以及进一步改善、提高产品性能的方法、手段进行展

望。

(4)试验研究类学位论文

绪论。对所要进行的试验问题有清晰描述，对国内、外现状进行客观综述，重点分析国内外解

决此类实验的代表性方法，阐述所进行试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简述论文的主要内容。

试验方案。在绪论综述的基础上，比较和分析各种方法优缺点，提出本论文试验方法或方法体

系，并阐述获取试验参数的科学原理和试验的技术思路。

试验设计。详细描述实验方案的技术实现，给出试验平台的设计和测试方法的设计依据和设计

结果。

试验数据处理及结果分析。阐述数据处理方法，进行试验的不确定度分析。针对试验目标对试

验结果进行分析、评价。

总结。系统地概括试验中所涉及的相关工作及其主要结论，重点描述试验中发现的新问题、新

现象及新规律，简要描述该项试验工作的价值，同时简要给出进一步工作的建议。

5. 时间节点

(1) 学位论文开题

工程硕士学位论文应按本领域学位标准要求选题，并组织开题论证。开题报告要求在第二学期

暑假期间完成。

(2) 中期检查

中期检查一般应于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四学期末完成。

(3) 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一般在第六学期进行。硕士研究生在申请答辩前，必须按规定修满 36 学分，并

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必须是导师)在三类及以上期刊或学科组认定的刊物上公开发表或正式录用

且经导师认可，与硕士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1 篇或以上；或以第二作者(第一作者必须是导师)

在二类及以上期刊上公开发表。与毕业课题相关的学术论文 1 篇或以上；或获得授权发明专利或授

权实用新型专利(导师是第一发明人，研究生为第二发明人，安徽工程大学为第一申请单位)1 项；

或能证明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与专业水平(如：获得省级以上科研奖励的主要参与者、参加企业技

术改造或新产品开发并取得较大突破等)技术报告 1 份；或获得 B 级学科竞赛一等奖及以上第一名

或获得 A 级学科竞赛一等奖及以上前三名、二等奖第一名。

九、培养方式与方法

采用全日制培养方式，导师应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和因材施教的原则，针对每个研究生的具体

情况，制定其培养计划；采取学校与企业联合培养的形式，合作培养的校企双方共同组织硕士研究

生的课程学习、实践环节教学和学位论文写作，在指导上采用双导师负责制和所在导师组集体培养

相结合的方法。

该学位点硕士研究生，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和学分，成绩合格，完成实践环节并通过考核，

完成学位论文工作，通过论文答辩，经过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达到培养目标要求，可被授予该学位

点专业硕士学位。



十、附则

本方案适用于材料与化工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自 2020 级研究生开始实行，执行周期

为三年。如有异议，以研究生部解释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