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5211 计算机技术工程硕士培养方案

一、学位类别、代码

学位类别：计算机技术

代码：085211

二、专业简介

计算机技术领域重点研究如何扩展计算机系统的功能和发挥计算机系统在

各学科、各类工程、人类生活和工作中的作用。计算机技术是信息社会中的核心

技术，其应用已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许多

学科的新发展，是各国竞相发展的重要技术领域。郑州大学 “计算机技术”专

业隶属于郑州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郑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科的前身是创建于 1972 年的郑州大学计算技术专业,是河南省最早的计

算机专业，1972 年开始计算技术专业本科招生，1985 年开始计算机软件专业硕

士研究生班招生，1992 年获计算机软件与理论硕士学位授予权，1995 年获计算

机应用技术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 年计算机技术工程硕士获准招生，2009 年开

始招生计算机技术专业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2010 年计算机技术专业获批为

国家级专业学位改革试点,2013 年通过教育部改革试点验收,评为优秀。计算机

技术下设网络工程、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与集成、图形图象处理技术四个专业

培养方向。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和积累，该学科已具有较好的硬件条件和学术积

淀，形成了一支教学经验丰富，科研实力较强，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和年龄结构

合理的研究与教学队伍，并依托企业和行业资源优势建立了 14 个校外创新实践

基地。学院坚持以人为本，以质量为核心，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用人单位近距

离考察、学生零距离就业为办学目标，科学确定课程体系，结合学生特点及个性

化发展需要制定培养计划，紧密结合学科前沿及业界实际需要，实施高层次应用

型计算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战略。

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产业型与实用型高层次 IT 人才为目标。要求

学生掌握本专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了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的最新成果和发展方向，守职业道德，具有一定人文素养和较强的英语运用能力，

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先进技术和现代化手段, 具有综合运用技术知识和手段高

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独立从事本专业领域的系统设计、软件开发与系统集

成，并具有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能

力。

四、培养方向

计算机技术领域下设四个研究与培养方向：

网络工程：包括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与应用、云计算与移动 APP、电子商务与

电子政务、网络计算与分布式系统等；

嵌入式系统：包括嵌入式系统设计、嵌入式信息处理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

及相关应用软件研发等；

软件开发与集成：主要包括软件体系结构、软件工程方法与技术、智能软件

开发技术、信息安全、软件服务与应用；

多媒体与图象处理：主要包括多媒体信息处理、图形图象处理技术、虚拟现



实、计算机视觉、仿真、3D 打印等。

五、学习年限

本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3 年，课程学习 1年，实践教学不少于 1年，

采取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生提前达到毕业要求的，按照《郑

州大学研究生提前毕业暂行规定》，经考核批准，可以提前毕业。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可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其中全日

制学习方式和非全日制学习方式的学制均为 3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延期期限最

长为 2年；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延期期限最长为 3年。

经批准休学的研究生，复学后相应延长修学年限；经批准公派出国、出境联

合培养或执行合作科研任务的研究生，在外学习时间连续计入修学年限。

六、培养方式

1）采用全日制研究生管理模式，实行集中在校学习方式。

2）实行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内导师负责研究生的业务指导

和思想政治教育。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课程与论文等多个环节的

指导工作。

3）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加强与政府、企业、事业或实体等

单位合作，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目前，已

有联合培养基地：VCom 公司、河南省网络重点实验室、东华软件股份公司、郑

州信大捷安有限公司、河南省青年创业软件工程中心等。

4）研究生入学后在导师的指导下，制定出符合专业培养方案的学习计划。

第一学年以课程学习为主，同时进行学术报告、学术研讨和文献阅读等环节。

5）实践环节是专业学位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必要环节。第二学年，结合硕

士研究生个人的不同情况，可在导师的指导下，进入相应的培养基地，参与工程

设计、软件开发和项目管理等工作，并在实践中确立论文题目和形式。对实践环

节要有明确的内容要求，足够的时间和严格的考核办法，考核合格方可取得相应

学分。

硕士在读期间应该参与不少于 180 学时的实验、工程实践等教学实践环节，

参加应用性科研开发项目一项。

七、学分要求

课程学习和专业实践实行学分制，总学分应不少于 32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

26 学分，课程学习 16 学时计作 1学分，专业实践 6学分。开题报告 3学分，预

答辩 3学分，学位论文 10 学分。

研究生培养实行学分制，分为课程学分、实践环节学分和论文学分。本专业

研究生总学分必须修满最低 48 学分。培养环节分四大类：基础知识模块、专业

知识模块、实践技能模块和学位论文。本专业研究生课程学分必须修满不低于

26 学分。其中，专业必修课程不少于 14 学分，行业校企联合课程（专业选修课

程）不低于 4学分（包含行业发展前沿讲座 1学分的必修课）。另外，“行业发

展前沿讲座”课程 2学分。实践环节是指在读研期间必须参与工程设计、软件开

发和项目管理等工作，实践环节 6学分。包括文献阅读、科学报告会、学术研讨

班、开题报告等形式，但不计入最低学分。其中，开题报告 3学分，预答辩 3

学分，学位论文 10 学分。学分分布如表 1：



学分要求分布表

项目 子项目 学分 备注

课程学分

基础教育（必修） ≥8

≥26 学分
专业课程模块（必修） ≥14

行业校企联合课程（选修） ≥3

行业发展前沿讲座（必修） 1

实践环节 实践环节 ≥6 ≥6 学分

论文学分

开题报告 3

16 学分预答辩 3

学位论文 10

八、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见附表。
郑州大学计算机技术工程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课程模块 课程类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中、英文） 学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基础

教育

平台

基础

知识

模块

公共必修课 9951002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研究（学位课）
2 1 必修 2 学分

公共必修课 995301002 工程伦理 1 1 必修 1 学分

专业基础课 365507902
专业英语 Specialty English

（学位课）
2 1 必修 2 学分

公共基础课 995300302 数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2 1 必修 2 学分

综合

素养

模块

公共选修课 人文素养课程 必修 1 学分

专业

教育

平台

专业

课程

模块

专业必修课365504202 分布式计算（学位课） 2 1

必修 14 学分

专业必修课365504302 设计模式（学位课） 2 1

专业必修课365503702 高级计算机网络（学位课） 2 1

专业必修课365504502 图形图像处理 2 1

专业必修课365504702 嵌入式系统 2 2

专业必修课365504802 数据挖掘 2 2

专业必修课365504902 高级软件体系结构（学位课） 2 1

行业 专业必修课365507001 行业知识前沿、技术前沿和 1 1,2 必修 1 学分



校企

联合

课程

发展趋势的讲座

专业选修课365626802 高级算法设计与分析 1 1

选修≥3学分

专业选修课365608901 Web 设计与开发 1 2

专业选修课365609001 高级软件工程 1 2

专业选修课365609201 虚拟现实技术 1 2

专业选修课365609301 虚拟仪器设计 1 2

专业选修课365608401 自然语言处理 1 2

专业选修课365609501 嵌入式操作系统 1 2

专业选修课365608101 网络安全技术 1 2

专业选修课365609701 高级软件测试技术 1 1

专业选修课365607801 数据库设计与应用 1 2

专业选修课365609901 网络协议分析 1 2

专业选修课365610001 Linux 操作系统内核 1 2

专业选修课365608601 移动计算 1 2

专业选修课365608701 医学信息学 1 2

补修

模块

专业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

实践技能模

块

专业实践模

块
995400106 专业实践 6 - 必修 6 学分

学位论文

培养过程 995400303 开题报告 3

必修 16 学分培养过程 995400503 预答辩 3

培养过程 995499910 学位论文 10

此外，在第一年培养计划内，鼓励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跨学科、系选修其

它课程，多选修实用技术和开发工具相关课程。

九、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是计算机技术专业学位硕士培养的重要环节，是确保研究生质量的

基础。计算机技术专业实践为期 40 周，要求 70%以上的研究生在实践基地结合

具体工程项目进行计算机工程专业实践，部分研究生也可在校结合指导教师申请

的工程性项目完成计算机技术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结束后需提交“郑州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

登记表”，完成 1 篇不少于 5000 字的专业实践总结报告，并在本专业领域内进

http://www.baidu.com/link?url=ASj7eqLd1eED-LQyAObujBJo5CNgFqJ2azz-3Zt4FUI7_oskcVrYxgUDyj8awn8ubno_B_yjRdCNd-zOlBLZxcX6Aom02ExEhX58_vBfwXZXKjZuygHd8s5u5gfulBCuw7yTlP9s47CjhvPAS81b8gQv-KODAlFWn_fuowdT_qe


行交流。同时，由一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对学生的计算机技术专业实践成果进

行评价，出具评审意见书，评价学生的实践成果是否达到下列要求：

1）工程性要求：项目必须为有适当规模的工程性研发项目，一般不应该是

预研项目或前瞻性研究项目。

2）技术性要求：项目在技术性上应该能反映当前软件技术应用的发展水平。

3）实用性要求：项目成果必须有明显的实际应用背景，是可运行或实施的

系统。

4）相对完整性要求：如果研究生参加多人完成的大型项目，其本人贡献必

须具有相对完整性。

5）独立性要求：研究生在项目中的独立贡献必须可以界定。

十、科研要求

计算机技术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等科研成果具体要求，满

足下列任意一项即可视为达到基本要求。

1）研究生在学期间应以第一作者身份(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

在所属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内 SCI、EI 收录的期刊上发表 1篇学术论文,或在北

大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 1篇学术论文，或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收录 ISTP（CPCI）

学术论文 1篇；

2）研究生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 1项（获得授权或进入实审阶段），或获得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或获得软件著作权 1项，（排名前 3名，署名郑州大学）；

3）研究生参加厅局级及以上竞赛获奖（厅局级排名前三、省部级三等奖以

上、国家级获奖）；

4）研究生参与制定政策法规、发展规划、法律条款，或撰写研究报告、提

供决策咨询服务并通过相关行业评审或验收，获得县区级以上党政部门采纳或县

处级以上党政领导批示（排名前三）；或编写国际、国家及行业、企业标准一项。

编写国际、国家标准（前 5名）或编写行业、企业标准（前 3名）；

5）学校与大型科研院所签订协议时明确提出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要求的，

以协议为准。

十一、学位论文

参照全国教指委的相关规定和《郑州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基本

要求》，论文规范和水平要求见各专业学位授权点学位授予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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