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留学生） 

工程硕士点名称：安全工程 

专业代码：085224 

安全工程领域是以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发生的各种事故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自然科学、

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等方面的有关知识和成就，辨识和预测生产、生活活动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并

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防止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损失的工程领域。 

学科范围重点针对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领域，涉及土木、交通、运输、食品、航空、机电等多个

行业。主要交叉领域为：行业安全技术及工程、公共安全、防灾减灾、能源安全、环境与健康卫生等。 

一、 培养定位及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的专业硕士生应具有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良好人文素养、扎实的工科基础理论知

识和安全专业基础。培养具有较强的安全工程应用能力、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创新与创新精神、社

会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具体要求如下： 

1. 了解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与历史，掌握一定程度的汉语。 

2.掌握安全工程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熟悉相关领域安全工程生产、设计、

安全检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熟悉本专业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设备和

本专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熟悉行业领域的相关规范，在行业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担负工程设计、

工程实施、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工程管理等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二、 学习方式及修业年限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制为 2.5年，采用校企联合培养的模式，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5

年。其中理论课程学习时间为 1年，企业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1年。课程学习成绩有效期为 5年。

经过理论学习和专业实践，修完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全部课程、学分，可申请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三、 学科专业和研究方向 

1. 工业灾害防治技术 

2. 建筑安全技术及工程 

3. 公共安全管理与技术 

四、 培养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三者同等重要。 

1. 课程学习是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掌握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构建知识结构的主要途径。

课程学习须按照培养计划严格执行，其中公共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选修课程主要在培养单位集中学

习，校企联合课程、案例课程以及职业素养课程可在培养单位或企业开展。 

2. 专业实践是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获得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工程类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开展专业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3. 学位论文研究工作是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在一定

实践经验基础上，掌握对工程实际问题研究能力的重要手段。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

工程应用背景。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一般应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时间不少于 1年。 

五、 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研究生课程分为公共课程、专业基础课程、选修课程和必修环节四类。公共课程包括中国概况、

工程伦理、对外汉语；专业基础课程包括数学类课程、专业基础课程；选修课程包括专业技术课程、

人文素养课程、创新创业活动；必修环节包括专业实践等。研究生课程实行学分制，硕士研究生课程

学习的总学分应不少于 32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24学分）。数学类课程需在导师指导下从 6



 

门中选则 2门。对于本科专业为非安全工程专业的学生，需在老师指导下至少增选 1门安全工程本科

专业或研究生课程。具体课程设置见附表。研究生个人培养方案课程选择必须在导师指导下选修。 

安全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课程设置与学时分配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时/

学分 

开课学

期 
任课 

教师 
备注 

1 2 

公共课程 

DG2802004 工程伦理 16/1  √ 
马教部、

城建学院 
必修 

DG28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中国概况（留学生） 

36/2  √ 马教部 必修 

DG1102004 通用学术英语 I 32/2 √  外语学院 必修 

DG1102001 
工程学术英语 

对外汉语（留学生） 
32/2  √ 外语学院 必修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数学

类课

程 

DG2202009 应用数理统计基础 16/1 √  

理学院 

32/2必修

（导师

指导下

选则其

中的 2

门） 

DG2202010 多元统计分析 16/1  √ 

DG2202011 积分变换及其应用 16/1  √ 

DG2202012 数值计算 16/1 √  

DG2202013 最优化理论及应用 16/1  √ 

DG2202014 矩阵论 16/1 √  

专业

课程 

DZ0502001 现代安全管理与应用 32/2 √  城建学院 

≥4学分 

DZ0502009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32/2 √  城建学院 

DZ0502004 公共安全管理 32/2  √ 城建学院 

DZ0502005 高等热力学与传热学 32/2 √  城建学院 

DZ0502006 高等结构理论 32/2 √  城建学院 

DZ0502007 弹塑性力学与有限元 32/2 √  城建学院 

DZ0502008 高等流体力学 32/2  √ 城建学院 

选修课程 

NX0502006 火灾学 32/2  √ 城建学院 

≥11学

分 

NX0502007 火灾化学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08 安全法规与事故分析 16/1  √ 城建学院 

NX0502009 气溶胶力学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10 气体粉尘爆炸防治学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11 化工过程安全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12 安全行为学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13 通风除尘与净化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14 建筑环境测控技术 32/2 √  城建学院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时/

学分 

开课学

期 
任课 

教师 
备注 

1 2 

NX0502015 高等动力学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16 
工程结构安全评估技术与

方法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17 工程结构抗震与抗风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18 能源安全工程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19 职业卫生学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20 建筑性能化防火设计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21 工程风险评估与管理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22 
公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与

救援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23 
人员运动规律与疏散动力

学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24 
公共安全预案编制与演习

设计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25 城市环境安全学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28 安全工程概论 32/2 √  城建学院 

NX0502027 现代安全工程学 32/2  √ 城建学院 

NX2202001 数学建模 16/1  √ 理学院 

NX0502029 科技论文和专利写作 16/1  √ 城建学院 

NX2102001 文学欣赏 16/1 √  人文学院 

必修 

环节 

B0502000 学术讲座和学术沙龙 2学分    

≥10次

（在读

期间累

计） 

B0502001 专业实践 6学分    ≥1年 

六、 开题报告 

为保证专业硕士论文质量，研究生入学第三学期应进行开题报告。硕士生应首先把握学科发展和

应用的前沿，围绕课题搜集有关文献资料，结合专业实践的前期调查，在此基础上，撰写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应在专业实践基地或校内作公开报告、答辩，经由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组成的导师组审核，

经审核通过者才可进入学位论文工作。 

七、 中期考核 

为保证研究生质量，在入学后第四学期末之前进行中期考核。由导师组成的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

对研究生的政治思想表现、学位课程情况、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等方面进行考核，考核小组本着公平、

公正、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生作出评价，评定成绩，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确有困难者，

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 

所有学生进入第三个学期起，必须完成至少一次学术沙龙报告，作为中期考核的必要条件。没有

进行学术沙龙报告的学生，中期考核视为不合格。 

八、 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教学和科研训练环节，是提高研究生创新意识

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保证。专业实践应有明确任务要求和考核指标，实践成果能够反映工程类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在工程能力和工程素养方面取得的成效。研究生要提交企业实践证明，撰写实践学习总结

报告，不参加专业实践或参加专业实践考核未通过者，不得申请毕业和学位论文答辩。 

专业实践特指：1.从事导师主持或主要参与、科技处认定的在研横向课题，该课题与学位论文紧

密相关，且经常走进对接企业接触实践；2.若导师无在研横向课题，学生必须进入学校认可的专业学

位实践基地进行企业课题研究。具体要求依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企业实践环节

要求及考核办法》执行。 

九、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硕士生基础理论知识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具体体现，是硕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 

1、学位论文的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技术背景，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工程技术

项目的设计或研究课题，可以是技术攻关、技术改造专题，可以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产品

的研制与开发等。论文的内容可以安全工程技术项目的开发和研究、某一项目的风险评估、项目的安

全检测技术应用、也可以是项目的安全管理等方面内容；论文应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

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并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具有先进性、实用性；论文应具备一定的

技术要求和工作量。 

2、论文必须由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者本人独立完成，具备相应的技术要求和较充足的工作量，

能体现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先进性、实用性，取得较

好的成效。 

3、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完成，指导实行双导师制，其中一位导师来自培养单位，另一位

导师来自企业的与本领域相关的专家。 

4、论文可以采用产品研发、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工程/项目管理、调研报告等多种形式。 

5、学位论文具体格式参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撰写要求》执行。 

6、凡通过课程学习、专业实践考核、完成学位论文工作的硕士生，经导师及导师组审核，认为

该生符合答辩要求的，可以组织论文评审答辩。答辩按要求在高校或企业进行答辩，答辩组成员由高

校的导师和企业导师双方组成。 

7、硕士生除完成学位论文外，需按照《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关于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授予学

位科研成果要求的规定》（上应研〔2017〕15号）发表相应的论文或申请专利等。 

8、专业实践期间从事毕业论文的工作内容，所取得成果的知识产权，根据合作协议判定知识产

权归属。 

十、 学位授予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按要求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修满规定学分，通过实践考核和论文答辩，

经审核通过，获得本领域工程硕士毕业证书。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授予其本领域工程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学位的申请与授予工作按《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试行）》

（上应研〔2017〕14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