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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 

 

一、培养目标 

城乡规划学以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与城乡建设为研究对象，以城乡物质空间规划与设计为

学科核心。本学科培养适应我国城乡规划与建设发展需要的， 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术修

养， 掌握了本学科理论基础和技术开发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适合进入各级政府管理部门、规划设计单位、建设与开发企业等从

事高级专业工作。 

二、培养年限 

硕士研究生培养年限为 2.5 年，其中 0.75 年时间为课程学习，1.75 年时间完成硕士学

位论文。 

三、培养方式 

深圳研究生院采用多种培养方式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主要包括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与

香港有关大学合作培养、与企业联合培养和在深圳研究生院实验室培养等多种方式，并将逐

步实行因材施教、专才专育的培养模式。 

学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深圳研究生院刚入学的新生需要在学院内修满学分，在修

读学分期间，学生由责任导师负责；修满学分后在企业进行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实

行双导师制，即深圳研究生院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在实验室培养的研究生由学校导

师指导。深圳研究生院导师应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对每个硕士研究生

制订培养计划。深圳研究生院导师和企业导师要全面地关心硕士研究生的成长，做到既教

书又育人。在培养过程中要注意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和思想教育并重。 

四、硕士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我院自 2010 级研究生开始全面进行培养模式改革，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按两个系列设

置，分别是学术研究型和应用研究型。其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如下： 

1．学术研究型 

学术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修学分的总和不得少于 32 个学分（学位课

不少于 19学分），其课程体系如下： 



 

（1）通识课：（5学分） 

通识课包括：政治(3学分)、英语(2学分) 

（2）专业基础课：(6 学分～12学分) 

（3）专业课：(6 学分～12学分) 

（4）人文选修课（不少于 1学分） 

（5）专题课：（2～3学分） 

（6）学术交流：(1～2学分)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 5 次或以上的学术交流，春季学期结束前将集齐的学术

讲座小票交各学院秘书处以便记载学分。 

（7）开题报告：（1学分）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该学分。 

（8）中期检查：（1学分）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该学分。 

注：学位课包括：通识课、专业基础课；学位课要求为考试课。 

2．应用研究型 

应用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修学分的总和不得少于 33 个学分（学位课

不少于 17学分），其课程体系如下： 

（1）通识课：（5学分） 

通识课包括：政治(3学分)、英语(2学分) 

（2）应用基础课：（2学分～6学分） 

（3）应用技术课：(4 学分～8学分) 

（4）专业课：(8 学分～12学分) 

（5）人文选修课（不少于 1学分） 

（6）专题课：（2～3学分） 

（7）学术交流：(1～2学分)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 5 次或以上的学术交流, 春季学期结束前将集齐的学术

讲座小票交各学院秘书处以便记载学分。 

（8）实践教学：(2学分) 

实践教学可以下列方式实施：具有特定主题的系列实验课或以实验为主的专题课； 

与学科应用技术相关的硬件、软件设计或机构设计；在本学科实践教学基地或与企业

联合建立的实践基地进行工程设计、项目研究等方面的实践教学。 

（9）开题报告：（1学分）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该学分。 

（10）中期检查：（1学分）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该学分。 



 

注：学位课包括：通识课、应用基础课、应用技术课 

学科专业代码：0833 

学科专业名称：城乡规划学 

类型：学术研究型 

研究方向： 

1. 生态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       2. 数字城市规划技术与方法 

3. 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           4. 城市规划实施与管理 

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通识课 

S8700001Q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2 32 秋季  

S8700002Q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秋季  

S8700003CQ 英语 2 32 春、秋季  

专业基础课 

S8601001C 城市设计理论与过程框架 2 32 春季  

S8601002Q 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演变 1.5 24 秋季  

S8601003Q 生态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 2 32 秋季  

S8601004Q 城市发展中的应用经济学 2 32 秋季  

S8601005C 地理信息系统理论与方法 2 32 春季  

S8601006Q 研究方法论 1 16 秋季  

S8601007Q 专题设计 3 48 秋季  

S8601008C 城市交通 1 16 春季  

专业课 

S8601009Q 城市阅读 3 48 秋季  

S8601010Q 城市气候与城市规划 1 16 秋季  

S8601011C 空间分析高级应用 1 16 春季  

S8601012C 城市设计实施与管理 1 16 春季  

S8601013Q 
城市区域热气候与风环境

CFD 模拟 
1 16 秋季  

S8601014C 城市发展政策评估 1 16 春季  

S8601015Q 滨水城市设计方法与实践 2 32 秋季 暂不开 

S8601016Q 景观建筑与环境心理学 2 32 秋季  

S8601017C 绿色社区与绿色建筑 1 16 春季  



 

S8601018C 景观美学 1.5 24 春季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专业课 

S8601019C 城市与景观规划专题 2 32 春季  

S8601021C 
西方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更

新 
1 16 春季  

S8601023C 
旅游景观规划设计方法与实

践 
1 16 春季 暂不开 

前沿文献阅读（选修） 2 写出不少于 5000 字的英文报告，

经导师通过后记为 2 学分 

0～4 学分为跨一级学科专业课 

专题课 S8601025Q 理想城市理论与实践 2 32 秒季  

人文选修课 

S8700028Q 历史文明与国际关系 1 16 秋季  

S8700025Q 
中国传统智慧与 TRIZ 创新

方法 
2 32 秋季  

S8700026Q 幸福与公正 1 16 秋季  

S8700031Q 文艺与审美鉴赏 1 16 秋季  

S8700029Q 科学技术史 1 16 秋季  

S8700027Q 创业工程学 1 16 秋季  

必 

修 

环 

节 

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参加 5 次～9 次，记为 1 学分；参加 10 次或 10 次以上记为 2 学分 

开题报告 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 1 学分 

中期检查 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 1 学分 

 
 
 
 
 
 
 
 
 
 
 
 
 



 

 
 
学科专业代码：0833 

学科专业名称：城乡规划学 

类型：应用研究型 

研究方向： 

1. 生态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      2. 数字城市规划技术与方法 

3. 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          4. 城市规划实施与管理 

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通识课 

S8700001Q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2 32 秋季  

S8700002Q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秋季  
S8700003CQ 英语 2 32 春、秋季  

应用基础课 

S8601001C 城市设计理论与过程框架 2 32 春季  

S8601002Q 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演变 1.5 24 秋季  

S8601003Q 生态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 2 32 秋季  

应用技术课 

S8601004Q 城市发展中的应用经济学 2 32 秋季  

S8601005C 地理信息系统理论与方法 2 32 春季  

S8601006Q 研究方法论 1 16 秋季  

S8601007Q 专题设计 3 48 秋季  

非 

学 

位 

课 

专业课 

S8601009Q 城市阅读 3 48 秋季  

S8601010Q 城市气候与城市规划 1 16 秋季  

S8601011C 空间分析高级应用 1 16 春季  

S8601012C 城市设计实施与管理 1 16 春季  

S8601013Q 
城市区域热气候与风环境

CFD 模拟 
1 16 秋季  

S8601008C 城市交通 1 16 春季  

S8601014C 城市发展政策评估 1 16 春季  

S8601015Q 滨水城市设计方法与实践 2 32 秋季 暂不开 

S8601016Q 景观建筑与环境心理学 2 32 秋季  

S8601017C 绿色社区与绿色建筑 1 16 春季  



 

S8601018C 景观美学 1.5 24 春季  

S8601019C 城市与景观规划专题 2 32 春季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非 

学 

位 

课 

专业课 

S8601021C 
西方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更

新 
1 16 春季  

S8601023C 
旅游景观规划设计方法与实

践 
1 16 春季 暂不开 

前沿文献阅读（选修） 2 写出不少于 5000 字的英文报告，

经导师通过后记为 2 学分 

0～4 学分为跨一级学科专业课 

专题课 S8601025Q 理想城市理论与实践 2 32 秋季  

人文选修课 

S8700028Q 历史文明与国际关系 1 16 秋季  

S8700025Q 
中国传统智慧与 TRIZ 创新方

法 
2 32 秋季  

S8700026Q 幸福与公正 1 16 秋季  

S8700031Q 文艺与审美鉴赏 1 16 秋季  

S8700029Q 科学技术史 1 16 秋季  

S8700027Q 创业工程学 1 16 秋季  

必 

修 

 

 

 

 

实践教学 确定实践教学的具体方式，经导师或课题组通过后记 2 学分 

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参加 5 次～9 次，记为 1 学分；参加 10 次或 10 次以上记为 2 学分 

环 开题报告 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 1 学分 

   
 

中期检查 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 1 学分 

 

 

 

 

 

 



 

 

 

风景园林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 
 

一、培养目标 

1．该学科培养风景园林领域历史理论、遗产保护、规划设计、园林植物应用等方面的

专业人才。 

2．掌握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各种专业技能，具有良好专业修养和团队合作精神，具备

扎实的规划设计能力和研究能力； 

3．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 

4．学位获得者可在政府部门、规划设计、环境保护、园林绿化和教育等部门或单位从

事专业性工作，也可进一步攻读相关学科的博士学位。 

二、培养年限 

硕士研究生培养年限为 2年—2.5 年，其中 0.75 年时间为课程学习，1.25 年—1.75年

时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 

三、培养方式 

深圳研究生院采用多种培养方式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主要包括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与

香港有关大学合作培养、与企业联合培养和在深圳研究生院实验室培养等多种方式，并将逐

步实行因材施教、专才专育的培养模式。 

学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深圳研究生院刚入学的新生需要在学院内修满学分，在修

读学分期间，学生由责任导师负责；修满学分后在企业进行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实

行双导师制，即深圳研究生院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在实验室培养的研究生由学校导

师指导。深圳研究生院导师应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对每个硕士研究生

制订培养计划。深圳研究生院导师和企业导师要全面地关心硕士研究生的成长，做到既教

书又育人。在培养过程中要注意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和思想教育并重。 

四、硕士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我院自 2010 级研究生开始全面进行培养模式改革，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按两个系列设

置，分别是学术研究型和应用研究型。其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如下： 

1．学术研究型 

学术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修学分的总和不得少于 32 个学分（学位课

不少于 19学分），其课程体系如下： 



 

（1）通识课：（5学分） 

通识课包括：政治(3学分)、英语(2学分) 

（2）专业基础课：(6 学分～12学分) 

（3）专业课：(6 学分～12 学分) 

（4）人文选修课（不少于 1学分） 

（5）专题课：（2～3学分） 

（6）学术交流：(1～2学分)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 5 次或以上的学术交流，春季学期结束前将集齐的学术

讲座小票交各学院秘书处以便记载学分。 

（7）开题报告：（1学分）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该学分。 

（8）中期检查：（1学分）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该学分。 

注：学位课包括：通识课、专业基础课；学位课要求为考试课。 

2．应用研究型 

应用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修学分的总和不得少于 33 个学分（学位课

不少于 17学分），其课程体系如下： 

（1）通识课：（5学分） 

通识课包括：政治(3学分)、英语(2学分) 

（2）应用基础课：（2学分～6学分） 

（3）应用技术课：(4 学分～8学分) 

（4）专业课：(8 学分～12学分) 

（5）人文选修课（不少于 1学分） 

（6）专题课：（2～3学分） 

（7）学术交流：(1～2学分)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 5 次或以上的学术交流, 春季学期结束前将集齐的学术

讲座小票交各学院秘书处以便记载学分。 

（8）实践教学：(2学分) 

实践教学可以下列方式实施：具有特定主题的系列实验课或以实验为主的专题课； 

与学科应用技术相关的硬件、软件设计或机构设计；在本学科实践教学基地或与企业

联合建立的实践基地进行工程设计、项目研究等方面的实践教学。 

（9）开题报告：（1学分）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该学分。 

（10）中期检查：（1学分）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该学分。 



 

注：学位课包括：通识课、应用基础课和应用技术课。 

 

 

学科专业代码：0953 

学科专业名称：风景园林 

类型：应用研究型 

研究方向： 

1.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2. 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城市景观     

3.生态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 

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通识课 

S8700001Q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2 秋季  

S8700002Q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秋季  
S8700003CQ 英语 2 32 春、秋季  

应用基础课 

S8601001C 城市设计理论及过程框架 2 32 春季  

S8601018C 景观美学 1.5 24 春季  

S8601016Q 景观建筑与环境心理学 2 32 秋季  

应用技术课 

S8601019C 城市与景观规划专题 2 32 春季  

S8601023C 旅游景观规划设计方法与实践 1 16 春季 暂不开 

S8601003Q 生态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 2 32 秋季  

S8601007Q 专题设计 3 48 秋季  

S8601017C 绿色社区与绿色建筑 1 16 春季  

非 

学 

位 

课 

专业课 

S8601002Q 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演变 1.5 24 秋季  

S8601005C 地理信息系统理论与方法 2 32 春季  

S8601011C 空间分析高级应用 1 16 春季  

S8601013Q 城市区域热气候与风环境 CFD 模拟 1 16 秋季  

S8601006Q 研究方法论 1 16 秋季  

S8601009Q 城市阅读 3 48 秋季  

S8601004Q 城市发展中的应用经济学 2 32 秋季  

S8601015Q 滨水城市设计方法与实践 2 32 秋季 暂不开 



 

S8601008C 城市交通 1 16 春季  

S8601012C 城市设计实施与管理 1 16 春季  

S8601024C 建筑环境模拟与研究方法 1 16 春季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非 

学 

位 

课 

专业课 

S8601021C 西方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 1 16 春季  

S8601014C 城市发展政策评估 1 16 春季  

S8601010Q 城市气候与城市规划 1 16 秋季  

前沿文献阅读（选修） 2 写出不少于 5000 字的英文报告，

经导师通过后记为 2 学分 

0～4 学分为跨一级学科专业课 

专题课 S8601025Q 理想城市理论与实践 2 32 秋季  

人文选修课 

S8700028Q 历史文明与国际关系 1 16 秋季  

S8700025Q 中国传统智慧与 TRIZ创新方法 2 32 秋季  

S8700026Q 幸福与公正 1 16 秋季  

S8700031Q 文艺与审美鉴赏 1 16 秋季  

S8700029Q 科学技术史 1 16 秋季  

S8700027Q 创业工程学 1 16 秋季  

必 

修 

 

 

 

 

实践教学 确定实践教学的具体方式，经导师或课题组通过后记 2 学分 

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参加 5 次～9 次，记为 1 学分；参加 10 次或 10 次以上记为 2 学分 

环 开题报告 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 1 学分 

   
 

中期检查 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 1 学分 

 

 

 

 

 

 

 

 



 

 

 

 

建筑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 

一、培养目标 

建筑学是一门横跨人文、艺术和工程技术的学科， 主要研究建筑物及其空间布局， 为

人的居住、社会和生产活动提供适宜的空间及环境， 同时满足人们对其造型的神秘要求。 本

专业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具备本学科理论基础和基本知识体系和涉及技能，具有较好

的创造性思维和学术修养，了解本学科的基本历史和现状，能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具备

独立进行建筑设计和研究的能力的高级建筑学专业型人才。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可在建筑设计单位从事建筑设计和研究，也可从事管理、教育、开

发、咨询等方面的工作，也可进一步攻读相关学科的博士学位。 

二、培养年限 

硕士研究生培养年限为 2.5 年，其中 0.75 年时间为课程学习，1.75 年时间完成硕士学

位论文。 

三、培养方式 

深圳研究生院采用多种培养方式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主要包括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与

香港有关大学合作培养、与企业联合培养和在深圳研究生院实验室培养等多种方式，并将逐

步实行因材施教、专才专育的培养模式。 

学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深圳研究生院刚入学的新生需要在学院内修满学分，在修

读学分期间，学生由责任导师负责；修满学分后在企业进行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实

行双导师制，即深圳研究生院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在实验室培养的研究生由学校导

师指导。深圳研究生院导师应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对每个硕士研究生

制订培养计划。深圳研究生院导师和企业导师要全面地关心硕士研究生的成长，做到既教

书又育人。在培养过程中要注意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和思想教育并重。 

四、硕士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我院自 2010 级研究生开始全面进行培养模式改革，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按两个系列设

置，分别是学术研究型和应用研究型。其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如下： 



 

1．学术研究型 

学术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修学分的总和不得少于 32 个学分（学位课

不少于 19学分），其课程体系如下： 

（1）通识课：（5学分） 

通识课包括：政治(3学分)、英语(2学分) 

（2）专业基础课：(6 学分～12学分) 

（3）专业课：(6 学分～12学分) 

（4）人文选修课（不少于 1学分） 

（5）专题课：（2～3学分） 

（6）学术交流：(1～2学分)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 5 次或以上的学术交流，春季学期结束前将集齐的学术

讲座小票交各学院秘书处以便记载学分。 

（7）开题报告：（1学分）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该学分。 

（8）中期检查：（1学分）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该学分。 

2．应用研究型 

应用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修学分的总和不得少于 33 个学分（学位课

不少于 17学分），其课程体系如下： 

（1）通识课：（5学分） 

通识课包括：政治(3学分)、英语(2学分) 

（2）应用基础课：（2学分～6学分） 

（3）应用技术课：(4 学分～8学分) 

（4）专业课：(8 学分～12学分) 

（5）人文选修课（不少于 1学分） 

（6）专题课：（2～3学分） 

（7）学术交流：(1～2学分)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 5 次或以上的学术交流, 春季学期结束前将集齐的学术

讲座小票交各学院秘书处以便记载学分。 

（8）实践教学：(2学分) 

实践教学可以下列方式实施：具有特定主题的系列实验课或以实验为主的专题课； 

与学科应用技术相关的硬件、软件设计或机构设计；在本学科实践教学基地或与企业联合

建立的实践基地进行工程设计、项目研究等方面的实践教学。 



 

（9）开题报告：（1学分）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该学分。 

（10）中期检查：（1学分）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该学分。 

注：学位课包括：通识课、专业理论课、应用基础课和应用技术课。 

学科专业代码：0813 

学科专业名称：建筑学 

类型：学术研究型 

研究方向： 

1.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         2.绿色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3.建筑遗产保护与更新        4. 建筑环境模拟 

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通识课 

S8700001Q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2 秋季  

S8700002Q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秋季  
S8700003CQ 英语 2 32 春、秋季  

专业基础课 

S8601001C 城市设计理论与过程框架 2 32 春季  

S8601022Q 当代西方建筑思潮与语言 2 32 秋季  

S8601016Q 景观建筑与环境心理学 2 32 秋季  

S8601024C 建筑环境模拟与研究方法 1 16 春季  

S8601007Q 专题设计 3 48 秋季  

S8601017C 绿色社区与绿色建筑 1 16 春季  
S8601021C 西方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 1 16 春季  

S8601020C 城市与建筑设计专题 2 32 春季  

非 

学 

位 

课 

专业课 

S8601009Q 城市阅读 3 48 秋季  

S8601006Q 研究方法论 1 16 秋季  

S8601012C 城市设计实施与管理 1 16 春季  

S8601013Q 城市区域热气候与风环境 CFD 模拟 1 16 秋季  

S8601014C 城市发展政策评估 1 16 春季  

S8601015Q 滨水城市设计方法与实践 2 32 秋季 暂不开 

S8601018C 景观美学 1.5 24 春季  

S8601023C 旅游景观规划设计方法与实践 1 16 春季 暂不开 

S8601003Q 生态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 2 32 秋季  



 

S8601002Q 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演变 1.5 24 秋季  

S8601004Q 城市发展中的应用经济学 2 32 秋季  

 S8601010Q 城市气候与城市规划 1 16 秋季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非 

学 

位 

课 

专业课 
前沿文献阅读（选修） 2 写出不少于5000字的英文报告，

经导师通过后记为 2 学分 

0～4 学分为跨一级学科专业课 

专题课 S8601025Q 理想城市理论与实践 2 32 秋季  

人文选修课 

S8700028Q 历史文明与国际关系 1 16 秋季  

S8700025Q 中国传统智慧与 TRIZ创新方法 2 32 秋季  

S8700026Q 幸福与公正 1 16 秋季  

S8700031Q 文艺与审美鉴赏 1 16 秋季  

S8700029Q 科学技术史 1 16 秋季  

S8700027Q 创业工程学 1 16 秋季  

必 

修 

环 

节 

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参加 5 次～9 次，记为 1 学分；参加 10 次或 10 次以上记为 2 学分 

开题报告 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 1 学分 

中期检查 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 1 学分 

 
 
 
 
 
 
 
 
 
 
 
 
 
 
 
 
 



 

 
 
 
 
学科专业代码：0813 

学科专业名称：建筑学 

              建筑学硕士（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同此方案 

类型：应用研究型 

研究方向： 

1.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        2.绿色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3.建筑遗产保护与更新       4. 建筑环境模拟 

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通识课 

S8700001Q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2 32 秋季  

S8700002Q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秋季  
S8700003CQ 英语 2 32 春、秋季  

应用基础课 

S8601001C 城市设计理论与过程框架 2 32 春季  

S8601022Q 当代西方建筑思潮与语言 2 32 秋季  

S8601016Q 景观建筑与环境心理学 2 32 秋季  

应用技术课 

S8601007Q 专题设计 3 48 秋季  

S8601017C 绿色社区与绿色建筑 1 16 春季  

S8601024C 建筑环境模拟与研究方法 1 16 春季  

S8601020C 城市与建筑设计专题 2 32 春季  

S8601021C 西方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 1 16 春季  

非 

学 

位 

课 

专业课 

S8601009Q 城市阅读 3 48 秋季  

S8601006Q 研究方法论 1 16 秋季  

S8601012C 城市设计实施与管理 1 16 春季  

S8601013Q 
城市区域热气候与风环境 CFD
模拟 

1 16 秋季  

S8601014C 城市发展政策评估 1 16 春季  

S8601015Q 滨水城市设计方法与实践 2 32 秋季 暂不开 

S8601018C 景观美学 1.5 24 春季  

S8601023C 旅游景观规划设计方法与实践 1 16 春季 暂不开 



 

S8601003Q 生态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 

 

2 32 秋季  

S8601002Q 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演变 1.5 24 秋季  

S8601004Q 城市发展中的应用经济学 2 32 秋季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非 

学 

位 

课 

专业课 

S8601010Q 城市气候与城市规划 1 16 秋季  

前沿文献阅读（选修） 2 写出不少于 5000 字的英文报告，

经导师通过后记为 2 学分 

0～4 学分为跨一级学科专业课 

专题课 S8601025Q 理想城市理论与实践 2 32 秋季  

人文选修课 

S8700028Q 历史文明与国际关系 1 16 秋季  

S8700025Q 
中国传统智慧与 TRIZ 创新方

法 
2 32 秋季  

S8700026Q 幸福与公正 1 16 秋季  

S8700031Q 文艺与审美鉴赏 1 16 秋季  

S8700029Q 科学技术史 1 16 秋季  

S8700027Q 创业工程学 1 16 秋季  

必 

修 

环 

节 

 

 

 

 

 

 

 

   
 

实践教学 确定实践教学的具体方式，经导师或课题组通过后记 2 学分 

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参加 5 次～9 次，记为 1 学分；参加 10 次或 10 次以上记为 2 学分 

开题报告 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 1 学分 

中期检查 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 1 学分 

 

 

 

 

 

 

 



 

 

 

 

金融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 
 

一、培养目标 

秉承本学院研究生教育坚持卓越创新的基本理念，金融学学科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需要的，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术修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和金融学理论基础和实践应

用能力，拥有国际化视野和良好的语言交流能力，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富有创新和进取精

神，能够服务于各类金融保险机构、咨询机构、企业及政府相关监管部门的金融专业高层次

科研工作者（学术研究型）或高级管理人才（应用研究型）。 

二、培养年限 

硕士研究生培养年限为 2年—2.5 年，其中 0.75 年时间为课程学习，1.25 年—1.75年

时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 

三、培养方式 

深圳研究生院采用多种培养方式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主要包括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

与香港有关大学合作培养、与企业联合培养和在深圳研究生院实验室培养等多种方式，并将

逐步实行因材施教、专才专育的培养模式。 

学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深圳研究生院刚入学的新生需要在学院内修满学分，在修

读学分期间，学生由责任导师负责；修满学分后在企业进行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实

行双导师制，即深圳研究生院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在实验室培养的研究生由学校导

师指导。深圳研究生院导师应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对每个硕士研究生

制订培养计划。深圳研究生院导师和企业导师要全面地关心硕士研究生的成长，做到既教

书又育人。在培养过程中要注意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和思想教育并重。 

四、硕士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我院自 2010 级研究生开始全面进行培养模式改革，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按两个系列设置，

分别是学术研究型和应用研究型。其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如下： 

1．学术研究型 



 

学术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修学分的总和不得少于 32 个学分（学位课

不少于 19学分），其课程体系如下： 

（1）通识课：（5学分） 

通识课包括：政治(3学分)、英语(2学分)。 

（2）基础理论课：(2 学分～9学分) 

（3）专业基础课：(6 学分～12学分) 

（4）专业课：(6 学分～12学分) 

（5）人文选修课：（不少于 1学分） 

（6）专题课：（2～3学分） 

     专题课由本专业教授结合本人的特色研究成果开设，根据学生考勤情况，出勤率

达到 90%以上可获得该学分。 

（7）学术交流：(1～2学分) 

 学院在春季学期主要为研究生搭建和提供国内（外）学术交流平台，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国

内外学者来校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和学术交流活动，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 5次或以

上的学术交流，春季学期结束前将集齐的学术讲座小票交各学院秘书处以便记载学分。 

（8）开题报告：（1学分）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该学分。 

（9）中期检查：（1学分）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该学分。 

注：（1）学位课包括：通识课、基础理论课、专业基础课；学位课要求为考试课。 

 

2．应用研究型 

应用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修学分的总和不得少于 33 个学分（学位课

不少于 17学分），其课程体系如下： 

（1）通识课：（5学分） 

通识课包括：政治(3学分)、英语(2学分)。 

（2）基础理论课：(2学分～6学分) 

（3）应用基础课：(2 学分～6学分) 

（4）应用技术课：(4 学分～8学分) 

（5）专业课：(8 学分～12学分) 

（6）人文选修课（不少于 1学分） 

（7）专题课：（2～3学分） 

    专题课由本专业教授结合本人的特色研究成果开设，根据学生考勤情况，出勤率达



 

到 90%以上可获得该学分。 

（8）学术交流：(1～2学分)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 5次或以上的学术交流，春季学期结束前将集齐的学术讲

座小票交各学院秘书处以便记载学分。 

（9）实践教学：(2学分) 

根据学生选定的具有特定主题的系列实验课或以实验为主的专题课等多种形式，鼓励应

用研究型研究生根据即将进入的学位论文研究需求积极参与校内外的有关实践活动。实践教

学结束后根据学生报告内容确定学生是否获得该学分。 

（10）开题报告：（1学分）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该学分。 

（11）中期检查：（1学分）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该学分。 

注：（1）学位课包括：通识课、基础理论课、应用基础课和应用技术课。 



 

学科专业代码：020204 

学科专业名称：金融学 

类型：学术研究型 

研究方向： 

1. 金融工程     2. 证券与投资     3. 金融机构与市场     4. 公司金融 

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通识课 

S8700001Q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2 32 秋季  

S8700002Q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秋季  

S8700003CQ 英语 2 32 春、秋季  

基础理论课 

S8602001Q 高级运筹学 2 32 秋季  

S8700006Q 应用随机过程 2 32 秋季  

S8700004Q 矩阵分析 2 32 秋季  

S8700007Q 优化算法 2 32 秋季  

专业基础课 

S8602002Q 投资学 2 32 秋季  

S8602003Q 货币金融学 2 32 秋季  

S8602004Q 固定收益证券分析 1.5 24 秋季  

S8602005Q 金融衍生工具 1.5 24 秋季  

S8602006C 证券价值评估与应用 1.5 24 春季  

S8602007C 高级财务管理 1.5 24 春季  

非 

学 

位 

课 

专业课 

S8602008Q 行为金融学 1 16 秋季  

S8602009C 金融数据分析工具与应用 1.5 24 春季  

S8602010Q 税收学 1.5 24 秋季  

S8602011Q 行为科学研究方法 2 32 秋季  

S8602012Q 计量经济学 1.5 24 秋季  

S8602013Q 会计学 1.5 24 秋季  

S8602014Q 组织行为学 1.5 24 秋季  

S8602015Q 运营管理 1.5 24 秋季  

S8602016Q 创业学 2 32 秋季  

S8602017Q 国际企业管理 1.5 24 秋季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非 

学 

位 

课 

专业课 

S8602018Q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1.5 24 秋季  

S8602019C 财务管理 1.5 24 春季  

S8602020C 人力资源管理 1.5 24 春季  

S8602021C 营销管理 1.5 24 春季  

S8602022C 战略信息管理 1 16 春季  

S8602023C 项目管理 1.5 24 春季  

前沿文献阅读（选修） 2 
写出不少于 5000 字的英文报

告，经导师通过后记为 2 学分 

0～4 学分为跨一级学科专业课 

专题课 
S8602024C 创新管理 1 16 春季  

S8602025C 公司金融 1  16 春季  

人文选修课 

S8700026Q 幸福与公正 1 16 

 
秋季  

S8700028Q 历史文明与国际关系 1 16 

 
秋季  

S8700031Q 文艺与审美鉴赏 1 16 

 
秋季  

S8700030Q 数学之美 1 16 

 
秋季  

S8700029Q 科学技术史 1 16 

 
秋季  

S8700025Q 
中国传统智慧与 TRIZ创

新方法  
2 32 秋季  

必 

修 

环 

节 

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参加 5 次～9 次，记为 1 学分；参加 10 次或 10 次以上记为 2 学分 

开题报告 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 1 学分 

中期检查 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 1 学分 

 
 
 
 
 
 
 
 
 
 
 



 

学科专业代码：020204 

学科专业名称：金融学 

类型：应用研究型 

研究方向： 

1. 金融工程   2. 证券与投资   3. 金融机构与市场   4. 公司金融 

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通识课 

S8700001Q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 
2 32 秋季  

S8700002Q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秋季  

S8700003CQ 英语 2 32 春、秋季  

基础理论课 

S8602001Q 高级运筹学 2 32 秋季  

S8700006Q 应用随机过程 2 32 秋季  

S8700004Q 矩阵分析 2 32 秋季  

S8700007Q 优化算法 2 32 秋季  

应用基础课 

S8602002Q 投资学 2 32 秋季  

S8602003Q 货币金融学 2 32 秋季  

S8602004Q 固定收益证券分析 1.5 24 秋季  

应用技术课 

S8602005Q 金融衍生工具 1.5 24 秋季  

S8602006C 证券价值评估与应用 1.5 24 春季  

S8602007C 高级财务管理 1.5 24 春季  

非 

学 

位 

课 

专业课 

S8602008Q 行为金融学 1 16 秋季  

S8602009C 金融数据分析工具与应用 1.5 24 春季  

S8602010Q 税收学 1.5 24 秋季  

S8602011Q 行为科学研究方法 2 32 秋季  

S8602012Q 计量经济学 1.5 24 秋季  

S8602013Q 会计学 1.5 24 秋季  

S8602014Q 组织行为学 1.5 24 秋季  

S8602015Q 运营管理 1.5 24 秋季  

S8602016Q 创业学 2 32 秋季  

S8602017Q 国际企业管理 1.5 24 秋季  

S8602018Q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1.5 24 秋季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非 

学 

位 

课 

专业课 

S8602019C 财务管理 1.5 24 春季  

S8602020C 人力资源管理 1.5 24 春季  

S8602021C 营销管理 1.5 24 春季  

S8602022C 战略信息管理 1 16 春季  

S8602023C 项目管理 1.5 24 春季  

前沿文献阅读（选修） 2 写出不少于 5000 字的英文报告，

经导师通过后记为 2 学分 

0～4 学分为跨一级学科专业课 

专题课 
S8602024C 创新管理 1 16 春季  

S8602025C 公司金融 1  16 春季  

人文选修课 

S8700026Q 幸福与公正 1 16 秋季  

S8700028Q 历史文明与国际关系 1 16 秋季  

S8700031Q 文艺与审美鉴赏 1 16 秋季  

S8700030Q 数学之美 1 16 秋季  

S8700029Q 科学技术史 1 16 秋季  

S8700025Q 
中国传统智慧与 TRIZ创新方

法  
2 16 秋季  

必 

修 

环 

 

 

 

实践教学 确定实践教学的具体方式，经导师或课题组通过后记 2 学分 

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参加 5 次～9 次，记为 1 学分；参加 10 次或 10 次以上记为 2 学分 

节 

 

开题报告 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 1 学分 

 中期检查 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 1 学分 

 

 

 

 

 



 

 

企业管理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 

 
一、培养目标 

企业管理学科是研究盈利性组织经营活动规律以及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与技术

的科学。本专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教育致力于培养两类人才： 

1. 学术研究型人才 

培养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了解本学科发展现状及方向，具有主动

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志向和能力的科研型人才。 

该类型学生毕业后适合进入各大专院校或科研机构从事研究工作。 

2. 应用研究型人才 

培养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习经历，了解本学科在实践中的发展现状及方向，

具有组织，管理，沟通和传播能力等优秀的综合素质的高级管理人才。  

该类型学生毕业后适合进入各类工商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从事管理工作。 

二、培养年限 

硕士研究生培养年限为 2 年—2.5 年，其中 0.75 年时间为课程学习，1.25 年—1.75 年时

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和实习（应用研究型）。 

三、培养方式 

我院自 2011 级研究生开始全面进行培养模式改革，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按两个系列设

置，分别是学术研究型和应用研究型，培养方式也有所区别： 

1、双导师制 

所有学生培养均实行双导师制，其中责任导师（第一导师）须为在校全职教师。 

学术研究型硕士生的第二导师（称外研导师）须为国外（境外）大学教授，由责任导师

协助确定； 

应用研究型硕士生的第二导师（称实践导师）须为来自各类工商企业、非营利组织或政

府机构的经理级管理人员，由责任导师协助确定。 

2、分类培养 

无论学术研究型还是应用研究型，第一年均以修读课程为主。 

从第一年结束的暑假开始，按照学术研究型和应用研究型分类培养： 

学术研究型暑假开始在责任导师和第二导师的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暑假结束时，提

http://baike.baidu.com/view/21023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05.htm�


 

交学术研究报告一份； 

应用研究型暑假开始在责任导师和实践导师的指导下，自行从事管理实践，暑假结束时，

提交实践研究报告一份。 

四、硕士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1. 学术研究型 

学术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修学分的总和不得少于 32 个学分（学位课

不少于 19 学分），其课程体系如下： 

（1）通识课：（5学分） 

通识课包括：政治(3学分)、英语(2学分)。 

（2）基础理论课：(2 学分～9学分) 

基础理论课包括：运筹学(2 学分)、行为科学研究方法(2 学分)、 计量经济学(1.5 学

分)。 

（3）专业基础课：(6 学分～12 学分) 

专业基础课包括：会计学(1.5 学分)、组织行为学(1.5 学分)、运营管理(1.5 学分)、创业

学(2 学分)、国际企业管理(1.5 学分)、和物流与供应链管理(1.5 学分)。 

（4）专业课：(6 学分～12学分) 

（5）人文选修课：（不少于 1学分） 

（6）专题课：（2～3学分） 

     由工商管理中心全体老师共同完成，根据学生考勤情况，出勤率达到 90%以上可获得

该学分。 

（7）学术交流：(1～2学分)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 5 次或以上的学术交流,第一学年结束前将集齐的学术讲

座小票交各学院秘书处以便记载学分。 

（8）开题报告：（1学分）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该学分。 

（9）中期检查：（1学分）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该学分。 

注：（1）学位课包括：通识课、基础理论课、专业基础课；学位课要求为考试课。 

 

2．应用研究型 

应用研究型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所修学分的总和不得少于 33 个学分（学位课

不少于 17 学分），其课程体系如下： 



 

（1）通识课：（5学分） 

通识课包括：政治(3学分)、英语(2学分)。 

（2）基础理论课：(2 学分～6学分) 

（3）应用基础课：(2 学分～6学分) 

（4）应用技术课：(4 学分～8学分) 

（5）专业课：(8 学分～12学分) 

（6）人文选修课（不少于 1学分） 

（7）专题课：（2～3学分） 

     由工商管理中心全体老师共同完成，根据学生考勤情况，出勤率达到 90%以上可获得

该学分。 

（8）学术交流：(1～2学分)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 5 次或以上的学术交流,第一学年结束前将集齐的学术讲

座小票交各学院秘书处以便记载学分。 

（9）实践教学：(2学分) 

根据学生选定的具有特定主题的系列实验课或以实验为主的专题课等多种形式，鼓励应

用研究型研究生根据即将进入的学位论文研究需求积极参与校内外的有关实践活动。实践教

学结束后根据学生报告内容确定学生是否获得该学分。 

（10）开题报告：（1学分）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该学分。 

（11）中期检查：（1学分）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该学分。 

注：（1）学位课包括：通识课、基础理论课、应用基础课和应用技术课。 

 

 
 



 

学科专业代码：120202 

学科专业名称：企业管理 

类型：学术研究型 

研究方向： 

1、会计与财务管理           2、人力资源管理与战略管理 

3、市场营销与国际商务       4、运营管理与信息管理 

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通识课 
S8700001Q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2 32 秋季  

S8700002Q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秋季  

 S8700003CQ 英语 2 32 春、秋季  

基础理论课 

S8602001Q 高级运筹学 2 32 秋季  

S8602011Q 行为科学研究方法 2 32 秋季  

S8602012Q 计量经济学 1.5 24 秋季  

专业基础课 

S8602013Q 会计学 1.5 24 秋季  

S8602014Q 组织行为学 1.5 24 秋季  

S8602015Q 运营管理 1.5 24 秋季  

S8602016Q 创业学 2 32 秋季  

S8602017Q 国际企业管理 1.5 24 秋季  

S8602018Q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1.5 24 秋季  

非 

学 

位 

课 

专业课 

S8602019C 财务管理 1.5 24 春季  

S8602020C 人力资源管理 1.5 24 春季  

S8602021C 营销管理 1.5 24 春季  

S8602022C 战略信息管理 1 16 春季  

S8602023C 项目管理 1.5 24 春季  

S8602004Q 固定收益证券分析 1.5 24 秋季  

S8602005Q 金融衍生工具 1.5 24 秋季  

S8602002Q 投资学 2 32 秋季  

S8602003Q 货币金融学 2 32 秋季  

S8602006C 证券价值评估与应用 1.5 24 春季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非 

学 

位 

课 

专业课 

S8602007C 高级财务管理 1.5 24 春季  

S8601004Q 城市发展中的应用经济学 2 32 秋季  

S8601014C 城市发展政策评估 1 16 春季  

前沿文献阅读（选修） 2 写出不少于 5000 字的英文报告，

经导师通过后记为 2 学分 

0～4 学分为跨一级学科专业课 

专题课 S8602026Q 工商管理前沿专题 2 32 秋季  

 

 

 

人文选修课 

S8700028Q 历史文明与国际关系 1 16 秋季  

S8700029Q 科学技术史 1 16 秋季  

S8700030Q 数学之美 1 16 秋季  

S8700025Q 
中国传统智慧与 TRIZ 创新

方法 
2 32 秋季  

S8700026Q 幸福与公正 1 16 秋季  

S8700031Q 文艺与审美鉴赏 1 16 秋季  

必 

修 

环 

节 

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参加 5 次～9 次，记为 1 学分；参加 10 次或 10 次以上记为 2 学分 

开题报告 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 1 学分 

中期检查 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 1 学分 

 

 



 

学科专业代码：120202 

学科专业名称：企业管理 

类型：应用研究型 

研究方向： 

1、会计与财务管理           2、人力资源管理与战略管理 

3、市场营销与国际商务       4、运营管理与信息管理 

课程设置：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通识课 

S8700001Q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2 32 秋季  

S8700002Q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6 秋季  

S8700003CQ 英语 2 32 春、秋季  

基础理论课 

S8602001Q 高级运筹学 2 32 秋季  

S8602011Q 行为科学研究方法 2 32 秋季  

S8602012Q 计量经济学 1.5 24 秋季  

应用基础课 

S8602013Q 会计学 1.5 24 秋季  

S8602014Q 组织行为学 1.5 24 秋季  

S8602015Q 运营管理 1.5 24 秋季  

应用技术课 

S8602016Q 创业学 2 32 秋季  

S8602017Q 国际企业管理 1.5 24 秋季  

S8602018Q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1.5 24 秋季  

非 

学 

位 

课 

专业课 

S8602019C 财务管理 1.5 24 春季  

S8602020C 人力资源管理 1.5 24 春季  

S8602021C 营销管理 1.5 24 春季  

S8602022C 战略信息管理 1 16 春季  

S8602023C 项目管理 1.5 24 春季  

S8602004Q 固定收益证券分析 1.5 24 秋季  

S8602005Q 金融衍生工具 1.5 24 秋季  

S8602002Q 投资学 2 32 秋季  

S8602003Q 货币金融学 2 32 秋季  
S8602006C 证券价值评估与应用 1.5 24 春季  

S8602007C 高级财务管理 1.5 24 春季  



 

课程

性质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内/实验 
学期 备注 

非 

学 

位 

课 

专业课 

S8601004Q 城市发展中的应用经济学 2 32 秋季  

S8601014C 城市发展政策评估 1 16 春季  

前沿文献阅读（选修） 2 
写出不少于 5000字的英文报

告，经导师通过后记为 2学分 

0～4 学分为跨一级学科专业课 

专题课 S8602026Q 工商管理前沿专题 2 32 秋季  

人文选修课 

S8700028Q 历史文明与国际关系 1 16 秋季  

S8700029Q 科学技术史 1 16 秋季  

S8700030Q 数学之美 1 16 秋季  

S8700025Q 
中国传统智慧与 TRIZ 创新

方法 
2 32 秋季  

S8700026Q 幸福与公正 1 16 秋季  

S8700031Q 文艺与审美鉴赏 1 16 秋季  

必 

修 

 

 

 

 

实践教学 确定实践教学的具体方式，经导师或课题组通过后记 2 学分 

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参加 5 次～9 次，记为 1 学分；参加 10 次或 10 次以上记为 2 学分 

环 开题报告 学生通过开题报告后获得 1 学分 

   
 

中期检查 学生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 1 学分 

 

 

 

 

 

 

 

 

 


	一、培养目标
	二、培养年限
	三、培养方式
	四、硕士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四、硕士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一、培养目标
	二、培养年限
	三、培养方式
	四、硕士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一、培养目标
	二、培养年限
	三、培养方式
	四、硕士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