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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培养方案修订中课程设置的详细说明

1.通识教育课程

（1）公共基础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课程、体育、计算机、

军训及军事理论，共计 25 学分。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包括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

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形势与政策等，为

全校必修课程，共计 11 学分。其中 1学分为思政实践学分，可在学期内进行，也可在

假期内完成。

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课程包括技能类、应用类、文化类和文学类课程，其中技能

类课程分为基础、提高和发展三个级别，为全校必修课程，在本科 1-2 学年开设，共

计 6 学分。学生在入学初参加英语分级考试，根据学生英语水平实行分类教学。入学

英语水平测试达到发展级且大一英语成绩优秀者可申请大二免修，但需参加期末考试。

体育包括体育保健康复课、体育基础课、体育选项课和体育专项课，为全校必修

课程，第 1-4 学期共计 3 学分，第 5-6 学期的体育专项为选修，不设学分。学生入学

时需参加体质健康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分为 A、B、C、D四个等级，对应四个层次体育

课程，实施分类教学。

计算机包括大学计算机—计算思维导论（理工管专业）和大学计算机—计算机应

用基础（文科专业），为全校必修课程，2学分。

军训及军事理论安排在新生入学初进行，为全校必修课程，3学分。

（2）文理通识课程

文理通识课程包括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和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理工科专业不

少于 40 学分，人文经管专业不少于 18 学分。

数学与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包括数学类、物理类、化学类和生物类课程。各专业应

高度重视学生的理学基础，理工科专业分不少于 30 学分，人文经管专业不少于 8学分。

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包括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文化素质教育选修课、文化素质教

育讲座，共计 10 学分。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包括四类十一个模块：人文（哲学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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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历史与文化、人生与发展、语言与文学、艺术与审美）、社会（环境、科技与社会，

当代中国与世界）、科学（数学与自然科学、科学史）和工程（工程方法与系统、创新

方法与实践）。鼓励并支持理、工、经、管、文、法、艺等多学科大力建设一批高水平、

受学生欢迎的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建设和引进优质文化素质教育选修课程；文化

素质教育讲座要求学生听 8 次讲座。建议理工科专业加强人文精神的熏陶，人文艺术

社科类专业加强科学精神的教育。

2.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包括专业基础课程（大类及跨大类平台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

选修课程、实习实训和毕业设计（论文），理工科专业不多于 95 学分，人文经管专业

不多于 97 学分。

专业基础课程是指专业核心课程的先修课程，一般是大类及跨大类平台课程，培

养学生具有扎实、深厚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具备在某一专业领域从事

科学研究、工程实践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专业基础课程的具体学分要求可根据专

业培养目标设置。专业核心课程是构建学生专业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大类教学委员

会应合理规划、系统精炼专业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程是扩展学生专业宽度和深度的

课程，鼓励教师开设反映学科发展前沿和新兴学科的课程，将科研成果固化为教学内

容。鼓励提高专业课程整合度和挑战度、建设大学分课程，解决课程的“重重陈”问

题。

实习实训包括认识实习、生产实习、金工实习、电子工艺实习、毕业实习等。毕

业设计（论文）时间一般为 12-14 周，12-14 学分。各专业可根据自身特点安排实习实

训、毕业设计（论文）的形式和时间，可以安排在两个学期或一个学期，要做细做实。

3.个性化发展课程

个性化发展课程是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的课程，包括本专业选

修课程、外专业基础与核心课程、研究生课程、创新创业课程、创新创业实践，共计

10 学分。创新创业课程包括创新思维与方法课程、创新实验课程、创新研修课程、创

业基础课程、企业管理课程等。创新创业实践包括项目学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创新创业竞赛和创业实践。各专业应对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课程进行指导，不建议

按照专业限定学生选择范围。

4.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环节包括思政实践、军训及军事理论、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

实习实训、创新创业实践等。各专业科学设置实践教学环节，强化培养学生的工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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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能力、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实践教学环节的学分数应不少于总学

分的 30%。理工科专业应不断完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聘请企业专家开设选修课或讲座

不少于 1 学分，并鼓励聘请企业专家与在校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毕业设计（论文）。

5.辅修专业、攻读双学位教学计划的学分规定

辅修专业总学分不少于 25 学分，所修课程为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

双学位总学分不少于 45 学分，所修课程为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选

修课程，且必须包含毕业设计（论文），毕业设计（论文）可与主修专业毕业设计（论

文）结合进行。同一专业的辅修课程应是该专业双学位课程的子集。

6.学生课内外学习学时比例要求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课程要求课堂学习学时与课外学习学时

比例为 1:1，其他课程要求课堂学习学时与课外学习学时比例为 1:2，课外学习学时不

计学分。教师应按照学生课内外学时比例要求，组织课内外教学活动。

7．课程设置与培养质量

专业培养目标、培养要求、课程目标、课程教学是一个有机的质量体系。参照专

业评估和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等有关标准，修订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应支撑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同时要具备专业特点，并体现我校的专

业特色。

培养目标是学生毕业后预期能在社会与专业领域达到成就的概括性描述。培养目

标要与学生培养成效中所描述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紧密关联。

培养要求是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成效，是学生通过本专业学习毕业时应该掌握的知

识、能力和素养。

课程目标是课程学习成效，学生完成该门课程学习后所能达到的知识、能力和素

质要求。课程目标应支撑专业培养要求的达成。

培养目标、培养要求、课程目标之间的关系可由下表矩阵关系描述。

专业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m

专业

培养要求

培养要求 1 √ √

培养要求 2 √ √

培养要求… √

培养要求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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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设置

课程 1 课程 2 课程… 课程 n

专业

培养要求

培养要求 1 √ √ √

培养要求 2 √ √

培养要求… √

培养要求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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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培养方案修订的时间安排

1．2016 年 5 月 12 日，本科生院布置本科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2．2016 年 5 月 30 日，本科生院请承担公共基础课程、文理通识课程、专业基础

课程的部分院系介绍相应课程的设置情况，供专业院系参考选择；

3．2016 年 6 月 15 日，专业院（系）提交大一学生课程选择目录；

4．2016 年 9 月 30 日，院（系）提交本科生课程体系框架初稿；

5．2016 年 12 月 30 日，院（系）完成各专业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框架；

6．2017 年 3 月 30 日，院（系)提交培养方案初稿、课程教学大纲；

7．2017 年 4 月 30 日，院（系）组织校内专家对培养方案进行评审，本科生院参

与；

8．2017 年 6 月 30 日，院（系）根据审查意见修改本科生培养方案、课程中英文

简介和课程教学大纲；

9．2017 年 7 月 30 日，本科生院组织校内外专家对培养方案进行评审，并将意见

反馈给相关院系；

10.2017 年 12 月 30 日，完成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含核心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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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科专业课程体系及学分结构要求

（四年制工科专业适用，170 学分）

课程类别 学分 占比

通识教育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 11

25 14.7%

外语 6

体育 3

计算机 2

军训及军事理论 3

文理通识课程

数学与自然科学
基础课程

文化素质教育课程 10 5.9%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大类及跨大类平台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可按模块设置）

专业选修课程（可按模块设置）

实习实训

毕业设计（论文）

个性化发展课程

本专业选修课程

10 5.9%

外专业核心课程

研究生课程

创新创业课程

创新创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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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理科专业课程体系及学分结构要求

（理科专业适用，160 学分）

课程类别 学分 占比

通识教育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 11

25 15.6%

外语 6

体育 3

计算机 2

军训及军事理论 3

文理通识课程

数学与自然科学
基础课程

文化素质教育课程 10 6.3%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大类及跨大类平台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可按模块设置）

专业选修课程（可按模块设置）

实习实训

毕业设计（论文）

个性化发展课程

本专业选修课程

10 6.3%

外专业核心课程

研究生课程

创新创业课程

创新创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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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经管专业课程体系及学分结构要求

（经管专业适用，150 学分）

课程类别 学分 占比

通识教育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 11

25 16.7%

外语 6

体育 3

计算机 2

军训及军事理论 3

文理通识课程

数学与自然科学
基础课程

文化素质教育课程 10 6.7%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大类及跨大类平台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可按模块设置）

专业选修课程（可按模块设置）

实习实训

毕业设计（论文）

个性化发展课程

本专业选修课程

10 6.7%

外专业核心课程

研究生课程

创新创业课程

创新创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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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文法艺类专业课程体系及学分结构要求

（人文、法学、艺术等专业适用，150-160 学分）

课程类别 学分 占比

通识教育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思想政治理论课 11

25

外语 6

体育 3

计算机 2

军训及军事理论 3

文理通识课程

数学与自然科学
基础课程

文化素质教育课程 10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
(大类及跨大类平台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可按模块设置）

专业选修课程（可按模块设置）

实习实训

毕业设计（论文）

个性化发展课程

本专业选修课程

10

外专业核心课程

研究生课程

创新创业课程

创新创业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