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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学学院 
 

一、学院概况 

工程科学学院由力学和机械工程系、精密机械与精密仪器系、热科学和能源工程系、

安全科学与工程系和中国科学院材料力学行为和设计重点实验室组成，前身是钱学森先生

于 1958 年创建并担任首届系主任的近代力学系，现任院长崔尔杰院士。 

工程科学（Engineering Science）属于应用科学层次，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之间

的桥梁。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给工程科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向工程科学提出了

更高的挑战。学院摒弃传统“工科型”的办学模式，坚持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强化学科交叉等办学思想，将现代工程科学的知识建立在数学、物理、力学、材

料、热物理、电子与计算机、控制、机械等基本理论之上，同时加强学生现代新型工程技

能的训练。学院一方面强化学生基础理论的学习，另一方面建立了包括力学基础、机械及

测控基础、热科学基础、材料力学、电工基础及 CAI(计算机辅助)等实验室的工程科学教

学实验中心，还建立了旨在加强先进实验能力培养的专业实验室，同时建设了大学生实践

创新基地，使培养的学生既具有良好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又掌握了先进的

工程思想和工程手段，逐步形成了我校工程科学学院鲜明的办学特色。每年学院有 70％

以上的本科毕业生进入国内外著名大学、研究机构深造，直接参加工作的毕业生就业面广，

既能从事工程技术研发与应用，又能从事与工程有关的科学理论研究，深受用人单位的欢

迎。 

学院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家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术

机构均建立了长期的合作研究和人才交流关系，科研实力雄厚。学院充分利用多年形成的

研究基础，发挥具有的学科群优势，已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90 多项，国家 863、973

等高科技项目 60 余项，国家教育部博士点专项基金近 30 余项，其它各类科研项目 310 多

项。1990 年以来，学院先后获得 6 项国家级科研成果奖，48 项中科院及省部委级科研成

果奖。 

    学院师资阵容强大，现有两院院士 3人、博士生导师 50 人，教授 65 人。学院的各个

学科中，"理论与应用力学"专业为全国理科力学人才培养基地；流体力学和固体力学为全

国重点学科；精密仪器与机械、工程热物理为省级重点学科点；“力学”和“工程热物理”

为中科院博士生重点培养基地；安全工程专业为国家教委“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 

●理论与应用力学：国家理科力学人才培养基地，设有专门的基地学生优秀学生奖学

金，在力学学科的基础理论与工程基础上，开设一系列交叉学科的课程，特别注重学生计

算力学以及工程软件的研究与应用方面的训练，重点突出数理和力学基础，使学生更适应



未来社会的需求，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融合了机械、自动控制、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光电

技术等领域最新成就,是交叉性、应用性很强的工程技术学科。在科学仪器与机电系统的

智能化、自动化、精密化和微型化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先后承担多项大中型企业的

重要科研题目和国家的大科学工程，均是当今在各工程领域中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前沿问

题。专业办学方针为在理科的氛围中宽口径培养工程研究型人才，强化数理力学基础，强

调机、光、电、自动控制和计算机一体化，侧重精密机械与精密仪器。 

●热能与动力工程：创办于 1958 年，是我国高校中最早设置的热科学系。主要培养

具有深厚扎实的数理基础，熟练掌握计算机和现代实验技能，能够从事热科学和能源领域

的科学研究，诸如蒸汽动力、航天热控、新能源、建筑热环境、生物医学中热物理现象的

研究以及新材料制备等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 

●安全工程：以工程热物理与安全工程交叉领域发展起来的热安全工程为专业特色，

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依托于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热安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要培养具有宽厚数理基础，熟练掌握外语、计算机和现代热安全高

新技术，能从事安全科学、技术与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程设计、咨询、教

学和管理等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 

 

二、院系专业设置 

力学和机械工程系：    理论与应用力学 

精密机械与精密仪器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 

    热科学和能源工程系：  热能与动力工程 

    安全科学与工程系：    安全工程 

 

三、院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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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应用力学专业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系统、扎实的数学、物理、力学基础理论、基本实验方法和技能，可进一步

深造以从事流体力学，固体力学，工程力学，材料力学和设计，生物工程力学，微系统力

学，工程安全和防护技术等力学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新技术开发的高级专门人才。 

本科毕业生应具有坚实的数理基础、必要的工程知识及熟练地使用计算机的能力；熟

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并能顺利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受到严格的科学思维训练、具有

良好的科学素养、创新意识和综合素质。 

 

二、学制、授予学位及毕业基本要求 

本科阶段学制 4年。弹性学习期限 3-6 年。 

毕业要求： 

总学分修满 163 分并毕业论文答辩通过，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直博要求： 

在滚动竟争中不被淘汰； 

总学分修满 178.5 学分（包括限选课、选修课和本硕贯通课的学分）； 

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并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课程设置的分类及学分比例如下表： 

基地班要求： 

类      别 学    分 比    例 

通   修   课 88 49.30 % 

学科群基础课 28.5 15.97 % 

专   业   课 30+限选 9+导选 13=52 29.13% 

集 中 实 践 8+2 5.60% 

合     计 178.5  

   普通班的要求： 

类      别 学    分 比    例 

通   修   课 88 53.99 % 

学科群基础课 29 17.79 % 

专   业   课 30+选修 6=36 22.09% 

集 中 实 践 8+2 6.13% 

合     计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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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读课程要求 

要求修读的课程分为四个层次，每个层次的课程设置及结构如下： 

1、通修课：（88 学分） 

参照学校关于通修课的课程要求。其中选修如下课程： 

微机原理与接口（3.5 学分）、大学物理-现代技术实验（1.5 学分）、电子线路基础（4

学分）、电子线路基础实验（1学分）、大学物理-研究型实验（1.5 学分）（选修）； 

2、学科群基础课：（普：28.5 学分，基：29 学分） 

MA02*（数学类课程）：（9 学分） 

复变函数（A）（3学分）、数理方程（A）（3学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3学分）； 

ME02*（力学类课程）：（9学分） 

力学漫谈（1学分）、理论力学（1）（4学分）、材料力学（1）（4学分）； 

TS02*（动力工程类课程）：（普：3.5 学分，基：4学分） 

普通班：热物理基础（3.5 学分）；基地班：热力学和统计物理（4学分）； 

PI02*（仪器与机械类课程）：（7学分） 

电工基础（2学分）、机械制图（1）（3学分）、AutoCAD（2 学分）； 

3、专业课：（基地班：30+9+13=52 学分，普通班：30+6=36 学分） 

 专业基础必修课：ME03*（力学类课程）：（30 学分）(9 门) 

理论力学(2)(2 学分)、流体力学基础(4 学分)、弹性力学(4 学分)、计算力学基础(4

学分)、力学基础实验(4 学分)、实验力学(4 学分)、振动理论(3 学分)、FORTRAN 语言和

计算方法(3 学分)，张量分析和连续介质力学概论（2学分）； 

 基地班限修课程：ME03*（力学类课程）：（9学分） 

气体动力学基础（3学分）、应力波基础（3学分）、材料科学基础(3 学分)； 

 导师指导选修课：(基地班：13 学分，普通班：6 学分) 

粘性流体力学（2 学分）、塑性力学（2 学分）、复合材料力学(2 学分)、材料现代测

试技术(2 学分)、爆轰理论(3学分)、固体缺陷与强度（2 学分）、材料制备和分析（2 学

分）、自动控制(2 学分)、专业科技英语（2学分）、工程材料(2 学分)、渗流力学(2 学分)、

结构静力学(3学分)、气体爆炸与工业安全(2 学分)、爆炸动力学及其应用(2 学分)、粘弹

性力学(2 学分)、细观实验力学(2 学分)、理论物理(4学分)、断裂与损伤力学(2 学分)、

复合材料及力学性能(2 学分)、材料设计专题讲座(3 学分)、先进工程材料专题讲座(2 学

分)、固态相变(2 学分)、多相流体力学(2 学分)、VC++（2 学分）、CAE基础（2学分）、网

络数据库（3 学分）、一维不定常理论（2 学分）、固态相变（2 学分）、Seminars课程、

本硕贯通课程、导师指定的交叉学科课程等。 

4、集中实践环节：（10 学分） 

校外实习（1）、金工实习（1）、毕业论文（8）

批注 [微软用户1]: 08 级普通

班也上了这 3 门课，前 2 门

是选修。 

批注 [微软用户2]: 想改为 2

学分 

批注 [微软用户3]: 想改为 2

学分 

批注 [微软用户4]: 想改为 2

学分 

批注 [微软用户5]: 想改为 2

学分 

批注 [微软用户6]: 想改为 2

学分 



四、主要课程关系结构图 

理论与应用力学专业主要课程关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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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导性学习计划表 

年制指导性学习计划 理论与应用力学专业四

一          年          级 

秋 春 

新课号 老课号 程名称 学时 学分 新课号 老课号 程名称 学时 学分课 课

PS01001 无 形势与政 马克思主  策讲座  1 PS01003 104007 义基本原理 60 3 

PS01002 104006 中国近代史纲要 40 2 FL01002 018502 综合英语二级 80 4  
PS01004 104 8 律基础 0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60 3 PE012** 103B01 基础体育选项 40 1 

FL01001 018501 综合英语一级 40 4 CS01003 210503 数据结构与数据库 6 30/30 .5

PE011** 103A01 基础体育 40 1 PH01701 022162 大学物理－基础实验 60 1.5

CS01001 210505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20 1 MA01002 001513 多变量微积分 120 6 

CS01002 210502 C 语言程序设计 240/30 .5 PH01001 022153 力学与热学 80 4 

MA01001 001512 单变量微积分 120 6 PI02002 009133 电工基础 60 2 

MA01003 001514 线性代数 80 4 PI02001 009002 机械制图（1） 60 3 

ME02003 005137 力学漫谈 20 1   文化素质类课程   

小     10 ）门课 5.5    ）门课 27.5 计 （ 2 小 计 （ 9+1* 

二      年   级            

秋 春 

新课号 老课号 程名称 学时 学分 新课号 老课号 程名称 学时 学分课 课

  军事理论 体育选项  1 PE013** 103D01 （2） 40 1 

PS01005 104009 重要思想概 微机原理与接论 80/80 6 CS01005 210506 口 60/30 3.5

FL01003 018 03 三级 5 综合英语 80 4 ME02002 005004 材料力学（1） 80 4 

PH01702 022163 大学物理－综合实验 60 1.5 MA02501 001506 数理方程(A) 60 3 

PE013** 103C01 体育选项（1） 40 1 TS02002 013145 热物理基础（普通班） 60/20 3.5

PH01002 022154 电磁学 80 4 PH02105 005144 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基地班） 80 4 

ME03007 005118 FORTRAN 语言和计算方法 60 3 MA02504 01708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6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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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          级 

秋 春 

新课号 老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学时 学分 新课号 老课号 

ME02001 005020 理论力学  （1） 80 4 ME03006 005028 理论力学  （2） 40 2 

MA02505 001505 复变函数（A） 60 3 PH01703 022164 大学物理 实验 －现代技术 60 1.5

PI02003 009129 AutoCAD 40 2 PH01003 022155 光学与原子物理 80 4 

  文化素质类课程   ME03032 005133 张量分析和连续介质力学概论 40 2 

       文化素质类   

小    计 门课 29    27.( 10+1* ) 小 计 （ 11＋1* ）门课 27 或 5 

三          年          级 

秋 春 

新课号 老课号 课程名称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学时 学分 新课号 老课号 

IN01001 210508 电子线路 80 4 ME03701 005054 金工实习 54 1 基础  

IN01700 210509 电子线路 计算力学基础实验 40 1 ME03011 005101 基础 80 4 

ME03008 005007 流体力学基础 80 4 ME03012 005102 实验力学 80 4 

ME03009 005006 弹性力学 80 4 TS03007 013103 气体动力学基础（基地班） 60 3 

ME03010 005060 力学基础实验 80 4 ME03019 005018 应力波基础（基地班） 60 3 

PH01704 022165 大学物理-研究性实验（选 160 .5 ME03018 005021 塑性力学 40 2 

ME03013 005019 振动理论 60 3 ME03038 005010 断裂与损伤力学 40 2 

ME03016 005145 材料科学基础（基地班） 60 3 ME03023 005109 渗流力学 40 2 

ME03021 005053 自动控制 40 2 ME03015 005142 材料现代测试技术 40/20 2 

ME03020 005131 专业科技英语 40 2 ME03044 005129 VC++ 40 2 

  Seminar 40 2 ME03043 005139 CAE 基础 40 2 

  文化素质类课程   ME03022 005051 工程材料 40 2 

     ME03702 005140 校外实习  1 

       文化素质类课程   

小    计 ）门课 ≥24.5     5+* ）门课 ≥14 （ 8+* 小 计 （



小    计 课 ≥9 小    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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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年          级 

秋 春 

新课号 老课号 名称 学时 学分 新课号 老课号 名称 学时 学分课程 课程

ME03024 005036 复合材料力学 40 2   毕业论文  8 

ME03025 005037 结构静力学 60 2      

ME03028 005146 粘性流体力学 40 2      

ME03J01 005J01 固体缺陷与强度 40 2      

ME03046 005136 材料制备和分析 40 2      

ME03047 005111 多相流体力学 40 2      

ME03030 005041 爆炸动力学及其应用 40 2      

ME03026 005042 爆轰理论 60 3      

ME03029 005043 气体爆炸与工业安全 40 2      

ME03041 005089 先进工程材料专题讲座 40 2      

ME03040 005071 材料设计专题讲座 60 3      

ME03033 005133 网络数据库 60 3      

ME03027 005123 一维不定常理论 40 2      

ME03042 005135 固态相变 40 2      

ME03031 005124 粘弹性力学 40 2      

ME03035 005049 复合材料及力学性能 40 2      

ME03036 005072 细观实验力学 40 2      

ME03034 005138 理论物理 80 4      

          

  Seminars 40 2      

  文化素质类课程        

( *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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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简介 

课    号：ME02001、ME03006 
课程名称（中文）：理论力学（1、2） 

课程名称（英文）：Theoretical Mechanics 
学    时：80+40 

学    分：4+2 

开课学期：秋、春 

预修课程：MA01002 多变量微积分、PH01003 光学与原子物理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本课程是“理论与应用力学”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精密机械系；工程热物理系和安全技术专业学生的重要专业基础课，内容包括静力学、运

动学、动力学以及分析力学等几个大部分，是 95 年校定一类课程。 
 

课    号： ME02002 
课程名称（中文）：材料力学（1） 

课程名称（英文）：Strength of Materials I 
学    时：80 

学    分：4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本课程的内容包括变形体的物理模型，内力、应力和应变的概念，圣维南原理，以截面法

为基础的三条件法，工程实验科学的方法论；构件的拉压、剪切、扭转和弯曲变形的物理

模型和应力应变分析、强度条件和刚度条件、动状态和强度理论，组合变形、叠加原理以

及强度和刚度计算；能量法，超静定系统的力法；动载荷问题；压杆稳定问题；疲劳强度

问题等。 
 

课    号：ME03007 

课程名称（中文）：Fortran 语言和计算方法 

课程名称（英文）：FORTRAN Language and Computational Method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该课程系统介绍了 Fortran 语言的语法、数据结构、常用算法及其程序设计方法，着重讲述

了解题算法的设计和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 
 

课    号：ME03008 
课程名称（中文）：流体力学基础 

课程名称（英文）：Elementary Fluid Mechanics 
学    时：80 

学    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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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ME03006 理论力学（2）、ME03002 材料力学（1）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阐述流体的力学特性、运动规律和分析方法。主要内容包括：守恒定律、本构关系、运动

学、静力学、无粘流的一般理论和关于不可压缩势流、水波、旋涡以及简单粘性流动等问

题的理论。注重物理概念和数学模型的建立与求解、物理过程和流动图象的分析与阐明以

及理论知识和工程实际的有机结合。 
 
课    号：ME03009 
课程名称（中文）：弹性力学 

课程名称（英文）：Elasticity 
学    时：80 

学    分：4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ME03006 理论力学（2）、ME03002 材料力学（1）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该课程介绍应力、应变的基本概念，建立了弹性本构关系和基本方程，讨论力法和位移法

两种基本解法，并引进能量（变分）原理，讨论了直接解法。 
 
课    号：ME03010 
课程名称（中文）：力学基础实验 

课程名称（英文）：Fundamentals of Experiments in Mechenics 
学    时：80 

学    分：4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1、数据采集实验(1)；2、数据采集实验(2)；3、静态应变测量；4、动态应变测量和加速度

测量；5、变性测量(1)(2)(3)；6、风速管校准；7、氢气泡显示；8、纹影法观测气体密度；

9、固体中波速测量；10、固体中冲击测量；11、结构综合实验；12、冲击综合实验；13、

流体力学综合实验。 

 

课    号：ME03011 
课程名称（中文）：计算力学基础 

课程名称（英文）：Fundamentals of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学    时：80 

学    分：4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ME03002 材料力学（1）、ME03009 弹性力学、MA01003 线性代数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本课程着重讲授各种常用的计算机数值方法（有限元法、有限差分法等）的基本概念，基

本特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在力学各专业（流体力学、固体力学、结构力学、瞬态

动力学等）中的应用。加强计算机新技术在计算力学课程中的应用，增强课程的实用性。

培养学生应用力学基础知识，采用计算机新技术，解决科研和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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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号：ME03012 
课程名称（中文）：实验力学 

课程名称（英文）：Experimental Mechanics 
学    时：80 

学    分：2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M303010 力学基础实验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实验力学是理论与应用力学专业本科生的一门必修课程。本课程包含了流体力学、固体力

学、工程力学领域内有关的基本实验内容。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同学们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掌握力学领域的实验模拟方法、基本实验设备的原理、各种新的测试技术，并且通过实际

操作，掌握一定的实验技能。 
 
课    号：ME03013 
课程名称（中文）：振动理论 

课程名称（英文）：Theory of Vibration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介绍振动系统的描述方法，解决振动问题途径，振动理论的基本概念。着重讨论单自由度

系统的自由振动，在周期和非周期激励下的强迫振动。多自由度系统的自由振动与强迫振

动及模态综合问题；实模态理论与复模态理论；弹性体振动（包括杆的纵振动，梁的横间

振动和薄膜振动）；连续系统的离散化与近似解法；振动理论的典型应用等。还给出两个结

合振动工程应用关于振动测试分析方法的演示实验，培养学生具备从理论与实验的结合上

初步解决工程中振动问题的能力。 
 

课    号：ME03015 
课程名称（中文）：材料现代测试技术 

课程名称（英文）：Modern Techniques for Materials Analysis 
学    时：80 

学    分：4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PH01003 光学与原子物理、ME03016 材料科学基础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本课程分为 X 射线衍射分析、电子显微分析电子和其它显微分析方法（电子探针、离子探

针、低能电子衍射、俄歇电子能谱仪、场离子显微镜、扫描隧道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三部分。介绍 X 射线物理学基础、衍射原理与衍射仪及解析应用、特

征 X 射线衍射谱分析，和电子光学基础、电子衍射与衬度原理、晶体薄膜衍衬成像原理、

透射电子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的结构与应用，以及其它常用材料表面显微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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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号：ME03016 
课程名称（中文）：材料科学基础 

课程名称（英文）：Foundations of Materials Science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PH01003 光学与原子物理、CH22*化学及相关实验 CH27*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普通物理、普通化学及相关实验。本课程包含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金属学基础知识。

包括原子结构及其键合类型；金属晶体结构和晶体几何学；晶体缺陷和固态扩散；合金相

图及固态相变；金属的变形与断裂。第二部分介绍常用工程材料基本知识。包括金属材料、

陶瓷材料、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加工工艺和力学性能。 
 

课    号：TS03007 
课程名称（中文）：气体动力学基础 

课程名称（英文）：Fundamentals of Gasdynamics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无 

可被替代课程：ME03008 流体力学基础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气体动力学是流体力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可压缩流体的运动规律及其与固体的相互作用。

该课程系统介绍了可压缩流动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和基本方程组，着重讨论了一维定常

流动、激波与膨胀波理论、二维和三维小扰动线化理论与特征线方法，简要讨论了一维非

定常流动、跨声速和高超声速流动。 
 

课    号：ME03018 
课程名称（中文）：塑性力学 

课程名称（英文）：Theory of Plasticity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ME03009 弹性力学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本课程致力于弹塑性本构关系的讨论并介绍小变形条件下弹塑性平衡边值问题的处理，内

容由浅入深，注意物理观念的阐述，取材精简又兼顾到理论体系的完整。 
 

课    号：ME03019 
课程名称（中文）：应力波基础 

课程名称（英文）：Foundation of Stress Wave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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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修课程：ME03009 弹性力学、ME03018 塑性力学、MA02501 数理方程（A）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弹性力学、塑性力学、数理方程本课程以一维杆问题为例，由浅入深，依次讲述了一维应

力的弹性波、弹塑性波、冲击波及粘弹塑性波，并进而推广到一维应变的平面波、球面波

和柱面波，最后又简单介绍了一般情况下的弹性波理论。 
 

课    号：ME03020 

课程名称（中文）：专业科技英语 

课程名称（英文）：Science English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FL01003 综合英语三级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针对目前大多数学生在达到四级大学英语要求后，直接阅读英语科技资料仍有许多困难的

情况，本课程直接从 各类英语科技文章中 选取材料，不加删减或简写，仅对重要的科技

词汇和常见的语法现象做出注释，指导学生阅读。教材选取的文章类型多样，内容新颖，

覆盖面广，并适当照顾到本系不同专业的区别；教材分成课堂精讲和课后阅读两部分，相

互衔接配套。学生在学习中有机会将教师的指导立即用于课后自己的阅读，从而培养独立

阅读英语科技资料的能力。 

 

课    号：ME03022 
课程名称（中文）：工程材料 

课程名称（英文）：Engineering Materials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ME03009 弹性力学、ME03018 塑性力学、ME03002 材料力学（1）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材料科学是现代技术的三大支柱之一。现代材料科学不仅研究现有材料的物理、化学和力

学性质，而且研究如何根据使用条件来改变或设计材料的组成或结构，制备具有优良性能

的新颖材料。本课程较全面介绍各种工程材料的力学性质，并从固体材料微观结构出发，

介绍各种材料的微观结构，结构中的缺陷分布和运动，以及结构和缺陷对材料力学性质的

影响，使学生对材料力学性质的本质有较深刻的认识。 
课程分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金属的晶体结构和结构中的缺陷、金属的力学性质；

第二部分介绍非金属（高聚物、陶瓷、复合材料）的组织结构和力学性质；第三部分介绍

新型材料（纳米材料、非晶金属、功能梯度材料）的结构和性能。 
 

课    号：ME03023 
课程名称（中文）：渗流力学 

课程名称（英文）：Fluid Flow Through Porous Media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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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该课程介绍流体在多孔介质中流动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方程和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着

重讨论达西定律，稳定渗流，非稳定渗流，多相渗流学模型。 
 

课    号：ME03024 

课程名称（中文）：复合材料力学 
课程名称（英文）：Mechanics of Composite Materials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ME03009 弹性力学、ME03018 塑性力学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本课程系统介绍复合材料的现代含义、构成和分类，复合材料力学的任务和方法论；介绍

单向板的宏观力学模型以及变形特征、破坏特征和现代唯象强度理论；介绍层合板的宏观

力学模型，经典层合理论和热应力，层合板质变理论，层合板的层间应力；介绍复合材料

的细观力学，包括经典的微结构理论和夹杂理论，单向复合材料的统计强度理论及其最新

进展等。 
 
课    号：ME03025 

课程名称（中文）：结构静力学 

课程名称（英文）：Structural Statics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ME03002 材料力学(1)、ME03009 弹性力学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介绍工程结构在静载荷下的内力、应力、应变和位移的研究方法。通过一些假设建立既能

充分反映结构真实受力情况和几何特征，又便于计算的力学模型，再对它进行分析计算。

对于平面杆系结构，介绍了它的几何分析，静定和超静定结构的内力及位移的分析计算；

对于薄壁结构，介绍了薄板的小挠度弯曲理论，薄壳的无矩理论，园柱壳的有矩理论。 
 

课    号：ME03026 

课程名称（中文）：爆轰理论 

课程名称（英文）：Theory of Detonation 
学    时：60 

学    分：3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ME03008 流体力学基础、ME03030 爆炸动力学及其应用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本课程主要介绍爆轰波在气体、液体、固体炸药中传播规律和机理，内容包括：爆轰波的

C—J 理论；爆轰波波面参数的近似计算；爆轰波产物区流动特性及一维抛射；化学反应介

质中的非平衡流动及爆轰波的稳定性理论；三维爆轰波胞格结构的实验与理论研究状况。

实验课内容为：气体爆轰波速度、压力测量，爆轰波胞格结构观测。 



 272

 
课    号：ME03027 

课程名称（中文）：一维不定常流动 
课程名称（英文）：One-dimensional Non—steady Flow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MA02002 数学分析（3）、MA02014 偏微分方程、PH02105 热力学和统计物理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本课程用流体里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描述爆炸现象。在建立了一维不定常流动的基本方程

组之后，首先在小扰动条件下对方程组进行线化处理，得到该条件下方程组的通解并阐明

通解的物理意义；然后在有限振幅的条件下，阐明非线性波与线性波在运动图象和处理方

法上的区别，介绍几种常用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数值解法。课程着重讨论一维不定常冲

击波的传播规律和相互作用。 
 

课    号：ME03028 

课程名称（中文）：粘性流体力学 

课程名称（英文）：Viscous Fliud Dynamics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ME03008 流体力学基础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粘性流体力学研究真实流体的运动规律及流体与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高雷诺数下的边界

层理论是其中的主要内容。本课程将介绍粘性流体运动的基本性质，低速层流和湍流边界

层流动的基本概念和解法。从理论分析和实际应用出发，介绍湍流的半经验分析方法和湍

流模式。在高速流动中将讨论典型的可压缩边界层流动，其中包括对流热交换问题。 
 

课    号：ME03029 

课程名称（中文）：气体爆炸与工业安全 

课程名称（英文）：Gaseous Explosion and Industrial Safety Protection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ME03008 流体力学基础、ME03030 爆炸动力学及其应用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本课程首先讨论了可燃气体爆炸理论和实验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及主要结论。其次介绍了

工业上各种可能发生的可燃气体爆炸灾害及其防治方法，包括防爆、阻爆、隔爆、容器与

建筑物的抗爆与卸压。最后介绍目前在工业安全防爆与监测技术方面的研究进展与应用。 
 
课    号：ME03030 

课程名称（中文）：爆炸动力学及其应用 

课程名称（英文）：The Dynamics of Explosion and Its Use 
学    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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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分：2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ME03006 理论力学（2）、ME03002 材料力学（1）、PH02105 热力学和统计物理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该课程较系统的介绍了在炸药爆炸的作用下，周围介质中所发生的一些力学效应，着重讨

论了空气和水介质中的爆炸参数问题、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在周围介质中的传播问题，同

时，还介绍一些爆炸技术和结构破坏时的药量计算。该课程理论联系实际，具有很宽的应

用背景，为学生以后的科研、教学等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    号：ME03031 

课程名称（中文）：粘弹性力学 

课程名称（英文）：Viscoelasticity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ME03009 弹性力学、MA01002 多变量微积分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粘弹性理论”是在力学和材料科学之间发展起来的边缘学科，是连续介质力学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它以具有固体性质的同时又表现出某些流体特征的粘弹性材料（如聚合物材料、

地质材料、混凝土、高温下的金属、生物材料等）为研究对象。该课程将介绍粘弹性力学

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这种讨论各种线性和非线性本构关系，同时结合典型工程问题介

绍粘弹性基本方程和处理粘弹性问题的方法及技巧。重点讲解线性粘弹性理论，同时介绍

非线性理论和热粘弹性理论。在论述过程中，还将介绍本课程教师在粘弹性动态响应 特性

以及应力波方面的研究成果。 
 

课    号：ME03032 
课程名称（中文）：张量分析和连续介质力学概论 

课程名称（英文）：Foundation of Continuum Mechanics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ME03006 理论力学（2）、ME03002 材料力学（1）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笛卡尔张量概论，连续介质受力状态和运动变形规律的描述方法，连续介质守恒定律及场

方程组的推导及物理意义，材料本构方程理论初步及几类常用的连续介质本构方程，连续

介质力学若干典型问题的求解方法。 
 

课    号：ME03036 
课程名称（中文）：细观实验力学 

课程名称（英文）：Experimental Mesomechanics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PH01003 光学与原子物理、ME03009 弹性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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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1、细观力学实验原理；2、双曝光全息干涉测量试件表面位移分布；3、时间平均法全息干

涉测量弹性体振型；4、散斑照相测量试件表面位移分布；5、散斑干涉测量离面位移；6、
平面光弹原理；7、全息光弹。 

 

课    号：ME03038 

课程名称（中文）：断裂力学和损伤力学 

课程名称（英文）：Fracture and Damage Mechanics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无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本课程系统讨论线弹性断裂力学理论和测试方法，并适当介绍弹塑性断裂力学、损伤力学

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以及损伤和断裂的关系。 
 

课    号：ME03043 

课程名称（中文）：CAE 基础 

课程名称（英文）：CAE Base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春 

预修课程：ME03011 计算力学基础、CS01003 数据结构与数据库、CS01002C 语言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本课程系统介绍了有关 CAE 中造型技术与模拟技术（部分内容）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和

基本方法，并介绍了国内外 CAE 应用技术的发展与现状。 

 

课    号：ME03047 

课程名称（中文）：多相流体力学 

课程名称（英文）：Multiphase Fluid Dynamics and Flow Through Porous Media 
学    时：40 

学    分：2 

开课学期：秋 

预修课程：ME03008 流体力学基础 

适用对象和学科方向：理论和应用力学  

主要内容：该课程介绍多相流体力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方程和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着重讨论单

颗粒动力学、气固二相流、气液二相流、多相流数学模型、数值解法和基本实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