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数学”学科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 070104 ）（2012 年修订）

数学是一门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下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它

的根本特点是从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量的侧面抽象出一般性的规律，预见事物的发展并指导

人们能动地认识和改造世界。数学是各门科学的基础，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起

着思想库的作用，又是经济建设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工具，对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增强综合国力至

关重要。

应用数学则是联系数学理论知识和应用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的重要纽带，它的主旨是研究数

学各分支的理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问题中的应用技术，也即研究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信息、经济、管理等科学中的数学问题，包括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利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等

等。

一、培养目标

1、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树立科学的

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科学道德。品行优良。

2、本学科研究生应能够适应科学进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应用数学方面的高层次的专门人才 ，

应掌握现代应用数学方面的基础理论，具有坚实宽广的数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本学

科研究的前沿领域和发展动态；熟悉本学科理论及应用方面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计算机综

合应用能力，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分析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进行应用数学理论的某些

领域或数学建模或大型科学计算的科学研究能力和良好的科学作风；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熟练的

阅读能力，一定的写、译能力和基本的听、说能力；能胜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和其他单位

的教学、科研和技术管理工作，也可进一步攻读相关学科的博士学位。

3、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具有健康的体魄。

二、研究方向

1、微分方程理论及应用：该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微分方程、差分方程、时滞动力方程的有关数学

理论及其在控制、图像处理等工程技术中的应用问题。

2、不确定性数学理论及应用：该研究方向主要研究自然界中不确定问题的数学理论，如随机理

论、模糊集理论、粗糙集理论、概念格理论及其在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工业工程、航天技术等应

用问题。

3、智能计算理论与优化控制：该研究方向主要是研究有关智能计算和优化控制方面的数学理论

及其运用有关数学理论研究生物、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中的优化控制等领域中的各种智能计算

问题。

4、密码学与信息安全：该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加密技术、签名与认证技术、密钥协议、数据库安

全及网络安全等有关数学理论及其在通讯、军事、金融证券、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领域中的应用

问题。



5、图论与组合优化：该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图的经典理论（染色和标号、匹配、连通性及随机图

等理论）、化学图论及组合最优化理论等内容。

6、代数结构、表示理论及应用：该研究方向主要研究代数的结构理论和表示理论,包括有限维

代数的表示理论,有限群的数量性质及其对结构理论的影响, 模糊代数理论等,以及这些数学理论

在量子信息、范畴、几何、信息等领域中的应用。

三、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制为 3 年。研究生在校修业年限（含休学、保留学籍、延期毕业）

最长不得超过 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最低学分要求为 33 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 21 学分，

非学位课不少于 9学分，教学实践为 1学分，社会实践为 1学分，学术活动为 1学分。

外国语以英语为主要语种，实行分类教学，必修 6 学分。其中基础英语 3 学分，专业英语 1.5

学分，为公共必修课；高级英语和应用英语类课程为任选课，每门课 1.5 学分，至少选修一门。

研究生基础英语，凡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26分及以上或雅思成绩6.5分及以上或托福成绩85

分及以上者，均可申请免修研究生基础英语，直接获得 3学分；不符合免修条件的研究生，应参加

研究生基础英语课程学习，考试合格方可获得 3学分；既不符合申请免修条件又不参加研究生基础

英语学习的研究生，须与研究生处签订协议，在申请硕士学位前自学研究生基础英语并达到上述申

请免修条件，方可获得 3学分。

研究生高级英语，凡获得基础英语免修资格的研究生可以选修高级英语课程，考试合格，可取

得 1.5 学分。

研究生应用英语类课程，研究生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选修研究生应用英语类课程，考试合格，

可取得 1.5 学分。

专业外语一般应与专业课学习及外文文献查阅或学位（毕业）论文准备工作相结合，要求学生

阅读量不低于 15 万字。

具体的课程设置见“应用数学”学科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1、学位课程

学位课均属必修课程，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政治和外语水平，强化和加深学生的学科基础理论

水平，并为学生进一步深造打基础。所有学位课程均属考试课程，考试成绩 60 分及以上为合格。

2、非学位课程

非学位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类，是学位课程的补充与扩展，主要为一般性的学科应用基础课

和与研究方向有关的相应课程。

非学位课程的考核方式由各任课教师自行决定，成绩 60 分及以上为合格。

考试成绩一律采用百分制记分。

3、补修课程

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必须补修本学科大学本科主要课程 2-3 门。补修课程为《数学分析》、《高



等代数》。补修课程由学院根据本科生的教学计划，统筹安排。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部分研究生因进一步学习需要或科研工作的需要，需补修大学本科的部分课程（指同等学力研

究生需要补修研究生课程以外的课程），此类课程不能顶替本学科规定的学位课程和非学位课程，不

计学分。

4、实践环节与学术活动

包括教学实践、社会实践和学术活动，均为必修环节。

（1）教学实践：教学实践是培养研究生教学工作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教学实践必须面向本科

生，参加教学第一线工作，其工作量约折合讲课学时 16 个学时，时间一般安排在第二学年，经导师

考核，成绩合格以上为通过，计 1学分。

（2）社会实践：学院及研究生导师应为研究生安排不少于 2个月的社会体验或社会服务，一般

安排在第一学年末的 8月至 10 月份。导师可以安排研究生做有工程应用背景的课题或从事社会调查

研究；可以安排研究生到“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或企、事业单位结合专业特色解决技术问题；可

以安排研究生到政府部门从事管理工作或服务性工作；研究生可以根据自身就业需要自己安排社会

实践（包括短期打工），目的是锻炼研究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实际工作能力、提高就业能力。该实践

结束后，研究生应写出不少于 3000 字的实践心得体会，实践单位签字盖章、导师签字后即可获得 1

学分。

（3）学术活动：研究生提交答辩申请前应结合自己的论文工作在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的范围

内作学术报告至少 2次，聆听学术报告 10次以上。提交答辩申请前，研究生应将学术活动登记表提

交导师，由导师评定成绩，通过者获得 1学分。

5、研究生应尽量在校内选课，如确需到校外选修课程，应由导师提议、学院分管院长同意、报

学校批准。课程结束以后，学校根据有关学校（科研院所）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出具的考试成绩单，

给予学分。

五、中期筛选

中期筛选是在研究生课程学习基本结束之后，学位论文研究之初，以研究生的培养计划为依据，

对研究生的学习成绩、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科研能力等方面进行的一次综合考核。具体操作参照

《济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期筛选暂行办法》。

六、学位论文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是能否授予学位的主要依据。研究生应在导

师的指导下认真做好论文工作计划与开题报告。论文工作应尽早开始，论文研究工作时间（从开题

报告通过之日起至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止）不得少于一年。

1、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内容、开题的程序及成绩评定等参照《济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开题及中期检查工作暂

行办法》执行。

2、论文中期检查

在学位论文工作中期，各学院应按学科专业组织检查小组对研究生的综合能力，论文工作进度



及工作态度、精力投入等方面进行检查。具体规定参照《济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开题及中期检查工

作暂行办法》执行。

3、论文答辩

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应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刊物上以第一作者至少发表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

的文章一篇（不包括增刊）。第一署名单位应为济南大学。

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工作按《济南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暂行实施细则》办理。

七、培养方式

1、政治理论学习与经常性的思想教育相结合，研究生除学习必须的政治理论课以外，还要加强

形势、政策、纪律、道德教育，积极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公益劳动等。

2、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采取系统理论学习、科学研究工作和社会实

践相结合的方式，课程学习和论文工作并重，在打好理论基础的同时，加强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的

锻炼。

3、硕士研究生的理论课学习，采取课堂讲授、自学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师在教学活动

中要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着重培养硕士研究生自我更新知识和调整知识结构的能力，

重在启发研究生深入思考与创新的意识，培养研究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增强研究生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4、导师要从每个研究生的具体情况出发，因材施教，严格要求，全面关心研究生的成长，要定

期了解研究生的思想、学习和科研状况，及时给予必要的指导与帮助，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5、导师要根据研究生的不同情况，精心制订每个研究生的培养计划， 学院要为研究生的培养

创造良好的条件。

八、毕业及学位授予

研究生在修业年限内按培养方案的要求，修满应修学分，完成必修环节，通过学位（毕业）论

文答辩，准予毕业并发给研究生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由学校颁发理学硕士学位证书。

九、其他

1、培养方案的制（修）订工作由学校统一布置，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经学校批准备案

后执行。

2、培养方案一经批准，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改动。如遇特殊情况确需修订的，必须按上述程

序审批。

3、指导教师或指导小组应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指导研究生制定出个人

培养计划。

4、此培养方案适用于本学科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自 2012 级开始实行，由研究生处负责

解释。



“应用数学”学科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

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备注

学

位

课

SS9910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6 2 秋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修

SS991015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秋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修

SS991004 研究生基础英语 64 3 秋 外语学院 必修

SS991005 高级英语 32 1.5 秋 外语学院 任选

至少

1 门

SS991006 英语口语口译 32 1.5 春 外语学院

SS991007 实用英文写作 32 1.5 春 外语学院

SS151001 专业外语 32 1.5 春 数学科学学院 必修

SS151002 泛函分析 64 4 秋 数学科学学院 必修

SS151003 代数学 64 4 秋 数学科学学院 必修

SS151004 拓扑学 64 4 春 数学科学学院 必修

非

学

位

课

SS153001 数学软件及应用 32 1 春 数学科学学院 必修

SS153002 矩阵理论 48 3 春 数学科学学院 必修

SS153003 微分方程续 32 2 秋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04 泛函微分方程 32 2 春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05 动力系统 32 2 春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06 稳定性理论 32 2 春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07 差分方程 32 2 秋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08 偏微分方程 32 2 春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09 模糊集理论及其应用 32 2 秋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10 粗糙集理论与方法 32 2 春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11 不确定决策理论与方法 32 2 春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12 核机器学习理论 32 2 春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13 应用数理统计 32 2 春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14 统计学习理论 32 2 秋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15 图论及其应用 32 2 秋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16 组合数学 32 2 春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17 图的染色理论 32 2 春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18 分数图论 32 2 春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19 现代控制理论 32 2 秋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20 密码学 32 2 秋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21 有限域 32 2 春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153022 信息安全原理 32 2 春 数学科学学院 选修

SS994001 知识产权与学术论文规范 24 1 春 法学院学报 选修

实践环节

社会实践 ≥2个月 1

必修教学实践 16 1

学术活动 ≥10次 1

备注：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必须补修本科主要课程 2-3 门。补修课程由导师参照专业方向提出建议 ，

学院根据本科生的教学计划，统筹安排。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