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控制工程[全日制硕士]--培养方案基本信息

一、学科简介

“控制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是江西省高水平学科（重中之重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是一门研究控制的理论
、方法、技术及其工程应用的学科。它以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为基础，研究各领域内独立于具体对象的共
性问题，它对各具体应用领域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而与各领域具体问题的结合，又形成了控制工程丰富多
样的内容。本学科对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并在学科交叉与渗透中展现出突出的活力。同
时，相邻学科如计算机、通信、微电子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促进了控制科学与工程的更新发展，使本学科研究
领域不断扩大。本学科点以有色、稀有金属生产过程为研究对象，以智能检测与复杂生产过程优化控制为重
点，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经过近20年的建设和发展，已形成相对稳定、在全国有优势和特色的
研究方向，包括：稀有金属生产过程建模与优化控制，先进控制理论及应用，智能检测与智能控制，工业系统
的故障检测、诊断与控制技术及应用。本学科点现有教授6名，副教授12名，博士10名。近年来，承担包括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计划、江西省重大科技攻关、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30多项，部分成果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5项。近年来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与学术会议上发表
论文140余篇，其中SCI、EI收录50余篇。着重研究以现代控制理论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通讯为手段，控制与
管理一体化的计算机集成自动化理论与方法。拥有“综合自动化研究生实验室”等多个研究生培养基地，成为
江西省自动化技术创新基地和自动化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二、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培养从事设备制造及生产、工程施工、经济社会系统运行中的控制系统设备、控制装置的设计、研发
、管理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控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要求掌握现代控制领域的基础理论、方法和技术。具有从
事实际控制系统、设备或装置的开发设计能力、工艺设计和实施能力及使用维护等能力。更重要的应具有一定
实际工作经验，能解决工程实际中出现实际问题，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顺利阅读本工程领域的科技资料及文献
。

三、培养年限

基本学制：3年，在校时间最长不超过5年

四、对学位论文的要求

五、对实践环节的具体要求

对必修环节的具体要求1、文献综述及开题报告研究生撰写开题报告之前应阅读至少50篇国内外重要文献其中
外文文献不少于三分之一。文献综述部分对课题有关的前人工作进行总结和归纳。研究计划部分就选题意义、
研究内容、预期目标、研究方法、实施方案、时间安排等进行论证。开题报告必须在审核小组会上宣读并答辩
。审核小组由至少3位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审核小组听取开题报告后，作出通过或不通过的决议。应在
第三学期未或第四学期初完成。2．学术交流活动在学期间至少应参加5次以上学术活动，其中本人进行正规性
的学术报告或学位论文阶段性报告1 次以上。每次参加学术活动要有500 字左右的总结报告，注明参加学术活
动的时间、地点、报告人、学术报告题目，简述内容并阐明自己对相关问题的学术观点或看法。提倡参加跨学
科学术活动。3、专业实践专业实践是培养过程中重要的教学和科研训练环节，充分的、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是
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各培养单位和指导教师必须高度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现场实践工作，主
动与厂矿企事业单位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或联合培养基地，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
的紧密联系，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为学生进行专业实践奠定基础。专业实践环节是全日制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一个特色和重要环节，研究生不参加专业实践或参加专业实践考核未通过，不得申请毕
业和学位论文答辩。专业实践的具体环节、要求及考核工作规定参照《华东交通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专业实践要求及考核办法》。

六、主要研究方向



本领域主要研究方向简介1、 工业生产过程建模与控制系统建模是用数学语言重构整个系统，是系统优化的基
础，也是系统分析的难点，优化控制是实现最优控制目标的方法，是系统控制的核心，复杂系统建模与优化控
制一直是自动化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研究方向围绕国家和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对自动化技术的需求，以江
西稀土、铜、钨等特色冶金，轨道交通等支柱产业的生产过程为研究对象，开展复杂工业过程建模与优化控制
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和应用实践，已形成相对稳定、在国内外有一定优势和特色的研
究方向，包括：①智能建模与优化控制；②关键工艺参数在线检测与软测量；③基于综合生产指标的过程优化
控制；④工业过程综合自动化系统设计和实施；⑤高速列车运行过程建模与优化控制。提供针对行业特点的过
程综合自动化系统全局解决方案，并在稀有稀土冶金、轨道交通行业建立综合自动化系统应用示范，实现复杂
系统的优化控制与运行。2、 集散控制系统和网络控制系统集散控制系统（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是
以微处理器为基础的对生产过程进行集中监视、操作、管理和分散控制的集中分散控制系统，简称系统。通过
网络形成闭环的反馈控制系统称为网络控制系统。网络控制系统在具有很多优点的同时，也使系统的分析变得
非常复杂，如网络诱导时延、数据包丢失、数据包的时序错乱、多速率采样、节点的时钟同步等基本问题都增
加了系统分析的复杂性。本方向研究DCS系统的应用和研究网络控制系统的建模、分析和综合问题。3、 智能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智能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是将自动化、电子、计算机、控制工程、信息处理、机械
等多种学科、多种技术融合为一体并综合运用的符合技术，广泛应用于交通、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各领
域自动化装备及生产自动化过程。本方向主要研究各种智能检测技术方法和自动化装置的实际与实现。4、 群
体系统理论与机器人控制技术群体系统以自然界或社会领域中的群体行为为对象，是一个由大量自主个体组成
的复杂系统，在缺少集中式控制和全局模型的情况下，一般通过个体的局部信息感知和自组织，在集体层面上
呈现出复杂有序的协同涌现行为，是复杂性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在数学上可以用图论方法进行描述和研究，
具体地说，一个群体系统可以表示为图G=V,E,A,其中V是非空节点集合，由所有个体组成，E是边的集合，描述
任意两个节点之间的连接关系，即个体的相互作用关系，A为邻接矩阵，描述图中所有节点之间的连接关系和
方式，刻画群体系统的关联拓扑结构。本方向以分布配置的大量自治或半自治个体组成的群体系统和机器人系
统为对象，以复杂网络为工具，主要开展网络化建模、一致性分析、优化控制等理论及应用基础研究。5、高
速列车运行过程监测与控制以交通工程理论及自动化控制理论为基础，结合通信、计算机、控制领域的新理论
、新方法及新技术，重点研究高速铁路列车运行系统的控制技术、系统设计及实现技术，保证高速铁路交通安
全、节能及高效。研究内容：高速铁路的控制理论、方法及技术；高速列车自动化调度指挥系统设计及实现技
术；高速列车运行自动控制系统（ATC）设计及实现技术等。 6、运动控制系统研究与开发从工业控制到医疗
设备，几乎所有的自动化装置都会通过对控制作用以完成所需要的运动。用于移动负载的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
控制电机的运动来实现。本方向主要研究基于交流永磁同步电机、步进电机、直流伺服和三相异步电机的运动
控制系统，包括驱动器的设计、控制器的设计。7、机器视觉技术及应用机器视觉主要是利用图像传感器采集
到物体的图像，经过算法处理分析和测量物体的各种特性，即利用机器实现人的视觉功能。由于其非接触检测
测量的特性，已经在工业制造业和自动化生产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主要分布在电子元器件、机械零部件、包七、课程设置

八、学分与课程学习基本要求

控制工程[全日制硕士]--培养方案课程信息

课程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 开课院系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是否必修 多选组

公共选修课

0000111101 专利与文献检索 研究生院 1 16 春季 选修

0000111130 知识产权 研究生院 1 16 秋季 选修

0000111131 信息检索 研究生院 1 16 秋季 选修

0000111150 矩阵理论及其应用 研究生院 2 32 秋季 选修

0000111151 应用数理统计 研究生院 2 32 秋季 选修

0000111201 心理健康与调适 研究生院 1 16 秋季 选修



公共选修课

0000121201 工程伦理 研究生院 1 16 秋季 必修

0800111101 数学物理方程 研究生院 2 32 秋季 选修

0800111201 创新创业与自我管理 研究生院 2 32 春季 选修

0921021320 第二外语（德语2） 研究生院 2 32 春季 选修

0931021306 第二外语（法语1） 研究生院 2 32 秋季 选修

0931021315 第二外语（日语2） 研究生院 2 32 春季 选修

0931021317 第二外语（法语2） 研究生院 2 32 春季 选修

0931021318 第二外语（德语1） 研究生院 2 32 秋季 选修

0931021319 第二外语（日语1） 研究生院 2 32 秋季 选修

14001111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研究生院 1 16 春季 选修

14001111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研究生院 1 16 春季 必修

1400111104 国学 研究生院 1 16 春季 选修

学科基础课

0212011106 线性系统理论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3 48 秋季 必修

0212011109 控制系统建模与仿真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2 32 秋季 选修

0212011205 智能控制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2 32 春季 选修

0212011206 最优控制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2 32 春季 选修

0212011207 系统辨识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2 32 春季 选修

0212011208 自适应控制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2 32 春季 选修

0212011209 模式识别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2 32 秋季 选修

公共基础课

0000111110 综合英语 研究生院 4 64 秋季 必修

14001111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研究生院 2 32 秋季 必修

0000121102 英语与科技写作 研究生院 2 32 春季 选修

3选10000121103 商务英语 研究生院 2 32 春季 选修

0000121104 英语听说 研究生院 2 32 春季 选修

专业前沿课 0212011110 控制工程专业前沿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1 16 秋季 必修

必修环节

0000111102 开题报告 研究生院 2 0 秋季 必修



必修环节
0000111105 专业实践 研究生院 6 0 春季 必修

0000111107 学位论文 研究生院 16 0 秋季 必修

0000121101 文献综述 研究生院 2 0 秋季 必修

补修课

0212014201 计算机仿真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0 32 秋季 选修

0212014203 电力电子技术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0 32 秋季 选修

0212014204 自动控制原理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0 32 秋季 选修

0212014205 信号与系统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0 32 秋季 选修

专业选修课

0211011202 交流调速系统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2 32 春季 选修

0212011102 DSP原理及其应用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3 48 秋季 选修

0212011107 专业外语与科技写作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2 32 春季 选修

0212011201 嵌入式系统开发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2 32 春季 选修

0212011210 现代过程控制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2 32 春季 选修

0212011212 现代传感与检测技术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2 32 春季 选修

0212011213 计算机控制系统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2 32 秋季 选修

0212011214 智能优化算法及应用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2 32 秋季 选修

0212011215
复杂网络的控制与同

步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2 32 春季 选修

0212011216 机器视觉技术及应用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2 32 春季 选修

0212011217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2 32 春季 选修

0212011218
集散控制系统与现场

总线技术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2 32 秋季 选修

0212011219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d its 

Application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
学院

1 16 秋季 选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