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授权学科 

（类别） 

名称：力学 

代码：0801 

 

授权级别 
□ 博 士 

■ 硕 士 

 

 

2022 年 2 月 28 日  



 

 — 1 — 

 

 

一、学位点建设基本情况 

（一）培养目标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勇于创新，具有良好的品德和为科学事业献身

的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具有坚实的数学和力学基

础理论知识、计算分析和试验研究能力，深入了解力学学科的研究现状及

发展动向，了解力学与土木工程、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相关学科

的交叉渗透，能够研究和解决与力学学科相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具有较

强工程软件应用能力和一定的软件研发能力，并具有在力学及土木工程、

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相关工程领域中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

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并

具有一定的独立写作能力及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 

（二）学位标准 

1．学位授予质量标准的制定情况 

力学学位点在国家、学校和学院相关文件的指导下，以研究生培养大

纲的制定和完善为核心，从培养目标、培养方向、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的撰写等方面明确了学位授予的标准。结合本学科的

特点，先后修订了培养大纲、研究生选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答辩和研

究生奖学金评定等系列文件，为本学位点的学位质量奠定了坚实的政策保

障。 

2．学位授予质量标准的执行情况 

力学学位点基本学制为三年，修业年限在三年至五年之间。毕业时总

学分不低于 32 学分。要求掌握系统的力学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掌握一门

外语。在导师指导下，开展力学科学研究并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在学位

论文答辩前至少应在 CSCD 收录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 篇（第一作者

且第一单位署名均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完成学位论文，通过思想品德

考核，经同行专家评审，答辩合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有

关规定，达到我校研究生学位授予标准，授予工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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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落实学位授予质量标准的措施  

（1）齐抓共管，构建四位一体的质量保证体系。根据学校和学院的各

项制度以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力学学科学位授予标准，建立了“学校、学

院、学科、导师”四位一体的质量保证体系，对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

和答辩等培养过程加强管理，要求导师提前进行督导，学科定期进行检查。

学位论文评审之前由学院组织专家统一进行审核，通过者才能进行送审。 

（2）强化管理，实行培养环节的末位警示制。对参加开题、中期考核、

预答辩和答辩等培养过程的硕士研究生实行末位警示。要求每个培养环节

未达标的学生进行整改，重新进行答辩，通过后才能进入下一个培养环节。

对学位论文抽检实施学位论文答辩前“学院审核制”，严把培养质量的最

终环节。 

（三）培养方向与特色  

本学位点结合我校优势特色和本学科发展趋势，不断凝练学科方向，

提高人才培养与社会、科技发展的协同度，主要培养方向涉及工程力学、

固体力学和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具体涉及计算固体力学、损伤及断裂力

学、工程结构力学、古建筑结构保护、复合材料与结构力学、岩石力学、

微纳米与多尺度力学等。 

计算固体力学和损伤断裂力学等研究方向源于本学科早期有关有限元、

板壳力学等方面的学术积淀，近年来，在不断传承的基础上，结合学科发

展趋势，该方向在土与结构相互作用等方面不断发展，形成了一定的特色。 

工程结构力学立足我校行业背景，充分融合土建优势特色，瞄准工程

中的特种结构、大变形等复杂结构力学问题积极开展研究，不断加强力学

和土木工程的学科交叉融合，特色不断凸显。 

古建筑结构保护瞄准西部干旱区土遗址加固保护、砖石古塔的顶升纠

偏等问题开展研究，成果先后应用于新疆高昌古城、台藏塔、七个星佛寺

等数十个国家重点保护单位，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 

复合材料与结构力学方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围绕建筑固废循环利用

领域，在微波照射回收再生混凝土骨料、3D 打印再生混凝土等方面形成了

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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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力学围绕隧道开挖、建设领域的关键力学问题，针对软岩大变形、

隧道让压支护等方面开展研究，先后承担了多个国家重点项目，为区域基

础设施建设贡献了力量。 

微纳米与多尺度力学围绕石墨烯等 2 维纳米材料，以及纳米材料增强

水泥基、金属基材料的力学性能研究和多尺度建模方法研究，成为本学科

新的增长点。 

（四）师资队伍状况 

本单位高度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建立和形成了以知名教授为学科方

向带头人、以具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教师为主的结构合理的学科梯队。现

有教师 31 名，实验室专职工作人员 3 名，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12 人，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20 人；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9 人。该学科具有

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和较强的整体优势，研究生导师学术水平较高，指导经

验丰富。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情况、主要师资队伍情况详见表 1： 

表 1 培养方向带头人及学术骨干情况表 

学科方

向名称 
项目 

姓

名 

年

龄 
职称 代表性学术成果 

工程力

学 

带头

人 

邵

珠

山 

53 教授 

1. 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一项； 

2. 主持各类科研项目二十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2 项； 

3. Li X,  Shao Z*. Investigation of Macroscopic Brittle 

Creep Failure Caused by Microcrack Growth Under Step 

Loading and Unloading in Rocks. Rock Mechanics and Rock 

Engineering, 2016, 49(7): 2581-2593. 

中

青

年

学

术

骨

干 

1 

胡

卫

兵 

56 

教授 

(教育

部力学

教学指

导委员

会委

员) 

1. 主持和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 项及省部级

项目 10 余项； 

2.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2 项，厅局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 

3. 曹琛, 郑山锁, 胡卫兵*, 赵彦堂, 郑捷, 周炎. 近海大

气环境下锈蚀 RC 框架梁恢复力模型研究. 工程力学, 

2019,36(4):10-16. 

2 
赵

冬 
62 教授 

1. 主要参与人参加国家级科研项目 4 项； 

2. 获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 

3. Guo C , Zhao D , Liu Z , et al. The 3D-Printed 

Honeycomb Metamaterials Tubes with Tunable Negative 

Poisson Ratio for High-Performance Static and Dynamic 

Mechanical Properties[J]. Materials, 2021, 14(6):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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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

向名称 
项目 

姓

名 

年

龄 
职称 代表性学术成果 

3 

李

东

波 

39 教授 

1.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省部级项目 5 项； 

2. 第一完成人获省高等学校科技进步一等奖。 

3. 李东波, 刘秦龙, 张鸿驰,等. 基于分子动力学的氧化石

墨烯拉伸断裂行为与力学性能研究. 力学学报, 2019，

51(5): 66-78. 

4 

毛

筱

霏 

42 副教授 

1. 参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等 4

项； 

2. 获省高等学校科技进步一等奖； 

3. 毛筱霏, 胡富利, 王茜,等. 夯筑遗址加固中楠竹锚杆应

力分布变化规律研究. 应用力学学报, 2021, 38(1):9-18. 

5 
芦

苇 
34 讲师 

1.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 项，省部级项目 4 

项； 

2. 发表论文十余篇，申报发明专利 6 项； 

3. 获省高等学校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 

固体力

学 

带头

人 

姚

尧 
44 

教授 

（首批

青年千

人） 

1.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金项目 3 项； 

2. 第一完成人获陕西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

项； 

3. Qiao J C ,  Yao Y* ,et al. Understanding of 

micro-alloying on plasticity in cu46zr47-xal7dyx (0≤ x ≤ 8) 

bulk metallic glasses under compression: based on mechanical 

relaxations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lasticity, 2016, 82:62-75. 

中

青

年

学

术

骨

干 

1 
刘

超 
39 教授 

1. 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17

项; 

2. 发表论文 60 余篇，陕西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入选陕西省“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获陕西省科学技术

一等奖 2 项。 

3. Liu C*, Lv Z, Xiao J, et al. On the mechanism of Cl− 

diffusion transport in self-healing concrete based on recycled 

coarse aggregates as microbial carriers. Cement And Concrete 

Composites 2021,124. 

2 
刘

韡 
51 教授 

1. 参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等 8

项； 

2. 主编《理论力学》获省优秀教材一等奖； 

3. 刘韡，矫桂琼. Z-pins 增强 C/SiC 复合材料层间 I 型断

裂韧性. 固体力学学报, 2013, 34(5)：466-472. 

3 
华

军 
51 教授 

1. 参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金面上项目等 5 项； 

2. 华军, 候燕, 段志荣, 贺煜. 石墨烯辐照损伤及力学性

能研究. 力学学报, 2016,48(5):8-18. 

3. Hua J, Liu Q , Yan H, Wu X, Zhang Y . Growth speed of 

single edge pre-crack in graphene sheet under tension. 

Engineering Fracture Mechanics, 2017, 182(1): 33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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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

向名称 
项目 

姓

名 

年

龄 
职称 代表性学术成果 

4 

王

春

玲 

58 教授 

1. 参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 5 项； 

2. 王春玲, 赵鲁珂, 李东波. 非饱和地基上多层矩形板稳

态响应解析研究. 岩土工程学报, 2019, 41(12):9. 

3. 王春玲, 赵鲁珂. 成层非饱和地基上矩形基础稳态响应

解析研究. 应用力学学报, 2020, 37(3):8. 

5 

郑

耀

庭 

36 副教授 

1.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省部级 1 项； 

2. Zheng Y, Xuan F, Wang Z. A dominant role of 

stress-dependent oxide structure on diffusion flux in the 

strain-reaction engineering. Chemical Physics Letters, 2015, 

626:25-28. 

3. Zheng Y, Xuan F, Wang Z. Surface roughness of the 

strained polycrystalline copper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xidation.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Science, 2016, 

114:183-188. 

一般力

学与力

学基础 

带头

人 

孙

博

华 

58 

教授 

（南非 

科学院

院士） 

1. 中国力学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特邀理事； 

2. 出版专著《量纲分析与 Lie 群》； 

3. Bohua SUN. Scaling laws of compressible turbulence.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English edition, 

2017,38(6):765-778. 

中

青

年

学

术

骨

干 

1 

徐

亚

洲 

46 教授 

1.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教育部博士点项目等 5

项； 

2. 获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3 项，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

项； 

3. Xu Y, Ren Q, Bai G, Li H.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design wind loads of large air-cooling structures. Wind and 

Structures, 2019, 28(4): 215-224. 

2 

郭

秀

秀 

37 教授 

1.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省级项目 2 项； 

2. 出版著作《Frontiers in Applied Mechanics》； 

3. Guo S, Shi Q, Xu Z. Nonstationary Seismic Responses of 

Nonlinear Structural Systems to Modulated Earthquake 

Excitations[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 2019, 

145(12):04019100. 

3 

时

朋

朋 

35 教授 

1.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级项目等 5 项； 

2. Shi P. Magneto-mechanical model of ferromagnetic 

material under a constant weak magnetic field via analytical 

anhysteresis solu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2020, 

128(11):115102. 

3. Shi P. Magneto-elastoplastic coupling model of 

ferromagnetic material with plastic deformation under applied 

stress and magnetic fields. Journal of Magnetism and 

Magnetic Materials, 2020, 512:166980. 

4 耿 36 副教授 1.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省部级 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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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

向名称 
项目 

姓

名 

年

龄 
职称 代表性学术成果 

谦 2. Geng Q, Li Y. Solutions of dynamic and acoustic 

responses of a clamped rectangular plate in thermal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Control, 2016, 22(6): 

1593-1603. 

3. 主编专著《热结构的声振特性》。 

（五）研究生招生选拔情况 

2020 年度共报考 37 人，最终录取 13 人，录取比例 35.13%。其中，本

校生源 6 人，占比 46.15%；外校生源 7 人，占比 53.85 %。 

2021 年度共报考 52 人，最终录取 25 人，录取比例 48.08%。其中，本

校生源 9 人，占比 36.00%；外校生源 16 人，占比 64.00 %。 

（六）就业发展状况 

2020 年度毕业研究生 14 人，就业 13 人，继续深造 1 人。其中 12 人就

业去向为设计院、施工企业或房地产公司等土建行业，1 人担任高校教师。 

2021 年度毕业研究生 15 人，就业 14 人，继续深造 1 人。其中 12 人就

业去向为设计院、施工企业或房地产公司等土建行业，1 人去向为管理岗位。 

因此，本学科毕业生就业去向主要以土建相关领域为主。 

（七）研究生奖助情况 

学校设有完备的奖助体系，主要包括国家助学金、国家奖学金、学业

奖学金、社会奖（助）学金等，在奖学金的设置、评选细则等方面设定有

详细的政策制度，包括《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办法》、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等。 

各奖学金和其覆盖面具体为： 

（1）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于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2014 年秋季

学期起实行。资助范围为国家招生计划内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非定向），

资助标准为硕士每生每年 6000 元。该奖学金全覆盖所有硕士研究生。 

（2）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表现突出的全日制研究生，奖励标

准为硕士每生每年 20000 元。本学位点每年度资助比例一般为 5%左右。 

（3）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用于奖励支持研究生更好地完成学业。学校

根据研究生学业成绩、科研成果、社会服务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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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覆盖面、等级、具体标准和评定办法。该奖学金每

年度资助比例为 35%左右。 

（4）学校设有 20 余项企业奖学金。该奖学金涉及本学位点比例为 5%

左右。 

（5）学校设立优秀研究生论文奖，鼓励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高水平学

术论文。该奖项每年度资助比例为 65%左右。 

（6）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学校为其提供“助教、助研、助管”

等三助兼职岗位。该资助每年度涉及学生比例为 10%左右。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研究生党建情况 

1.坚持以党建思政教育为龙头。通过创新研究生党支部管理模式，不断

强化导师思想政治教育责任意识，推进导师参与研究生党建、科技创新等

活动，形成导师开展思政教育新载体。疫情期间，本学科研究生积极为抗

疫做贡献，组织“抗疫路上，我们力行”线上活动。多名研究生荣获党员

标兵和优秀共青团学生干部等称号。 

2.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发挥教育引领和头雁作用。打造政治过硬、业务

精湛的“双带头人”支部书记队伍。支部建设与学科发展同谋划、同部署、

相融合、共促进，支部工作以立德树人为主线，立足师德传承，服务师生，

以为党育人为宗旨，组织师生党员参加“重温党旗下的宣誓”、“重走西

迁路”等主题党日活动，坚持学习教育常态化，切实发挥党组织的教育引

领作用。 

3.党的建设不断加强，“两个作用”更加凸显。实施样板党支部和双带

头人培育工程，先后组织 100 余人次参加“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

新时代”等主题系列活动 53 次。通过系列活动，学生的爱国情怀更加深厚，

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力学系党支部荣获学校 2020 年“样板党支部培育对象” 

称号。研究生力学党支部邢璐同学获得“校党员标兵”称号，武怡文同学

积极响应“西部计划”号召，深入洋县一中开展支教工作，为山区教育贡

献自己的力量。在先进榜样的感召下，2 年来，先后有 8 名同学光荣加入中

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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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阵地建设更加巩固，价值引领成效显著。建立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实

行报告会和讲座分级、分类审批管理制度，意识形态管理工作进一步细化，

确保了各类讲坛立德树人价值引领的正面作用，建立并严格管控“西建大

理院学生之家”公众号平台，抢占思政教育新高点，掌控主流话语权，把

控学生思想引领，形成了健康向上、风清气正的网络育人环境。近年来，

本学科毕业生践行“西迁精神”，80%扎根西部，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  

5.辅导员队伍建设成果丰硕，育人领航能力突出。配齐配强思政队伍，

不断强化能力提升。近年来，主持或参与“辅导员工作室”建设项目、共

青团中央思政课题、校级辅导员专项课题 4 项，发表思政论文 17 篇，教育

成效逐年提升。获“陕西省辅导员技能大赛二等奖”、“校辅导员技能大

赛一等奖”、“校共青团干部素质能力大赛二等奖”等荣誉称号。 

（二）思政教育情况 

本学位点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西迁精神”，培养

立足西部服务全国的力学领域高级专门人才。着力构建了“青春铸魂”“青

春励学”“青春实践”三大育人平台，从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

社会实践教育等方面，不断深化“三全育人”改革，凝聚教师、辅导员、

管理人员等一体化育人合力，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和各环

节，形成了教书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组织育人长效机制，育人成

效被“中国招生考试网”等多家媒体报道。 

1.开展课程思政建设，落实德育为本理念。坚持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

价值引领“三位一体”原则，实施课程思政育人计划，挖掘学科专业思政

元素，深化教学改革，组织开展了力学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建设工作，建立

力学类课程思政案例集，并作为校级重点教材立项出版；上线一批课程思

政示范微课，发挥了课堂育人的主渠道作用。 

2.组织专业社会实践，发挥实践育人作用。鼓励师生将专业知识运用到

服务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先后组织了赴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延安

等地的红色筑梦之旅、支教扶智和科技扶贫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

生扎根西部和使命担当精神，获社会实践优秀团队、优秀指导教师和优秀

调研报告等荣誉，实践育人成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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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坚持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人

才培养首位，定期举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报告会，

树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织参观西安交大西迁博物馆，坚定学生“听

党指挥跟党走”信念；举办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等主题活动，培养学生爱国精神和家国情怀。落实学生网络信息平台使用

管理规定，多种途径加强对学生意识形态教育和引导。 

4.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发挥教育引领作用。发挥头雁作用，打造政治过

硬、业务精湛的“双带头人”支部书记队伍。支部建设与学科发展同谋划、

同部署、相融合、共促进，支部工作以立德树人为主线，立足师德传承，

服务师生，以为党育人为宗旨，组织师生党员参加“重温党旗下的宣誓”、

“重走西迁路”等主题党日活动，坚持学习教育常态化，切实发挥党组织

的教育引领作用。 

5.组织整合思政队伍，凝聚思政育人合力。构建了覆盖导师、专兼职思

政工作者和学生干部的思政队伍，注重优势互补和凝聚合力，定期召开导

师和学工干部联席会议，落实各项学生思政教育任务。成立了由导师和政

工干部共同负责的学生社团--力学协会，以周培源力学竞赛等双创教育活动

为载体，凸显思政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凝聚了思政育人的

合力。 

（三）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本学科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师德师风

作为评价教师的第一标准，建立了完备的师德师风建设制度体系和长效机

制，确保师德师风建设效果。 

1.思想铸魂的引领机制。建立思想政治工作和理论学习制度，以制度巩

固初心；实施“样板党支部”及“双带头人”培育工程，开展教师“三盯”

工程实践，落实教师“双培养”机制；创新学习方式，开展“微党课教学”、

“红色实践”、“党员教师进书院”等常态化活动，坚定使命担当。  

2.规则立德和典型树德的协同机制。全面梳理纪律要求，强化规则立德，

开展系统化、常态化宣传教育及节点性警示教育，引导教师自重自省自警，

坚守师德底线。构建舆论导向机制，开展“寻根求源”活动，集体学习陈

叔陶、钟朋、梅占馨、黄义等老一辈力学家先进事迹，综合运用专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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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报告、示范教学、学术讲坛等手段，充分发挥典型引领作用，营造榜

样在身边，人人可学可做的氛围。  

3.师德建设全程贯穿的约束机制。在教师引进中，明确师德考察的标准、

程序，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严把教师入口。规范教师资格

申请，开展青年教师师德师风岗前专项培训，配备师德导师，严格把关入

职考核。落实师德第一标准，在职称评审、人才推荐、评优评先、年度考

核等方面采用多种评价方式，严把政治关和师德关。  

4.广泛监督和严格惩戒的预防机制。建立校院两级师德督导，常设师德

师风问题投诉信箱，发挥群众民主监督作用；支部组织党员公开签署承诺

书，定期开展师德研判，明确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支部述职内容，狠抓责任

落实；强化师德考核结果运用，在年度考核、职称评聘等方面施行“一票否

决”制。  

5.夯实师德师风建设的责任机制。明确将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建

设的首要任务，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教师自我约束的领导

体制和工作机制。明确支部书记、系主任作为本学科师德师风建设第一责

任人，严格责任落实机制，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确保师德建设工作

长效机制。 

（四）学风建设情况 

1、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展情况 

（1）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方面：学院结合教育部《关于改

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中加强研究生学术规范和诚信教育的要

求，在全院研究生范围内开展“学术诚信，从我做起”系列教育活动，进

一步提高研究生科学道德和诚信教育水平。以导师责任制为基础，结合《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实施细则》、《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和处理办法》要求，采取新导

师培训、强化开题及中期考核质量、末位学生科研进展跟踪等手段，全面

加强对研究生导师本身的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水平。同时，通过上述措施，

配合研究生课程《科技论文写作》，开展关于学术规范的讲座，将科学道

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贯穿研究生整个科研过程，从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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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全环节实现逐级考核、层层把关、持续跟踪，保证研究生导师及研究

生心中时刻存在一条科研道德的高压线。 

（2）研究生学风建设方面：学科首先全面聚焦优良学风创建，构建实

施“全员导学，全过程督学，全方位助学”的“三全”学风建设体系，扎

实有效推进优良学风建设工作。营造研究生科研氛围，邀请新加坡、美国、

澳大利亚等力学领域知名专家开展“学科前沿青年讲座”，举办力学奥林

匹亚论坛、“师生互研、研途共赢”等各类学术讲座 20 余次，开展“国奖

分享会”、“见贤思齐、研精致思”研究生高水平论文展等活动，累计参

与近 1000 人次。2021 年学院成立研究生学术科创协会，进一步加强研究生

科研学术创新氛围营造，规范研究生宿舍安全卫生和学风纪律。引导学生

加强健康管理，提升自律能力，聚焦学生学习主责主业。在上述措施下，

研究生学风及学术道德水平整体良好，且学术成果质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目前，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的科研论文数量和质量均有明显提升，学术成

果体现形式愈加多样化、高水平化，学位论文整体质量较好。 

2、学术不端及处理情况 

截止目前，本学位点无学术不端情况发生。 

 

三、学位点研究生培养主要情况 

（一）课程与教学情况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力学学科评议组所制定的力学研究生课程共 10 门，

其中，连续介质力学、高等动力学、计算力学、实验力学 4 门课程为核心

基础课，非线性动力学、高等流体力学、高等固体力学、工程力学、生物

力学、数学建模等 6 门课程为核心专业课。要求一级学科硕士授权单位，

至少应开设 4 门核心基础课程中的 2 门，并根据所设立研究方向，开设 2

门以上的核心专业课程。 

依据上述要求，本学位点目前开设了计算力学、实验力学、高等计算

力学、工程力学 1-薄板理论、工程力学 2-复合材料力学等 5 门核心课程。

选派各方向学术骨干为研究生授课，并通过督导听课、同行评议、学生评

教等环节确保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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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方面，成立教材审查小组，对于选用的教材，鼓励优先选用国家

优秀、经典教材，从意识形态、学术水平等方面严格审核教学所用教材。

鼓励针对特色方向自编教材，目前，已先后出版了《塑性力学》、《复合

材料力学》、《断裂力学》等教材 3 部，《有限单元法》教材已完成前期

准备工作，正在交由出版社办理相关出版手续。  

（二）导师选聘、培训与考核情况 

1、导师选聘 

（1）施行导师竞争上岗、动态管理。依据学校与本学科自身特点，逐

步多元化落实硕士生培养经费，将研究生招生名额向学术活跃度高、学生

培养质量高的导师倾斜；加强导师考评，形成规范合理、进退有序的动态

调整机制，强化岗位意识；评聘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教师。 

（2）依据培养目标施行分类选聘。研究生校内导师重在考察学术活跃

度、学术成果；研究生校外导师重在考察行业背景、实践经验等，计划试

点把具有多年行业从业经历、业界良好口碑等作为校外导师遴选条件。 

（3）因材施教，采用双导师制实施联合培养。计划未来每年遴选部分

优秀保研学生进入“本硕一体化”培养序列，为其配备由校内高层次人才

与海内外名师组成的导师组，促进创新人才培养。扩大交叉学科平台培养

研究生的规模，由力学、数学、物理、土木、建筑、冶金等多学科导师联

合指导，促进复合型人才培养。争取与中建、中铁、中交等国内大型行业

集团、重点企业建立联合培养基地，提高聘请企业导师的数量和质量，与

校内导师合作指导面向工程实践的应用型力学学科研究生，从基础力学理

论与工程实践结合的角度联合攻关国家发展急需的关键技术。 

2、导师培训 

研究生导师培训是开展“导师指导能力提升计划”，加强导师队伍建

设、提高导师队伍水平的重要举措。每年的 9-12 月期间，学校、学院均会

通过丰富的培训专题内容，引入优质培训资源，实施导师培训的“量”与

“质”的双线提升。 

根据国家加强导师岗位培训要求，学校构建了新增导师岗前培训、在

岗导师研修培训、导师综合业务强化培训三个层面的培训体系。自 2020 起，

学校每年投入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导师指导能力提升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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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开展新聘导师系列培训，采用校、院两级集中线下培训方式，从

研究生导师学术品德、研究生管理政策制度等方面明确了我校研究生导师

要求，采用院内新老导师交流、线上优秀导师讲座、设立学习小组、阶段

性学习成果汇报等形式，先后邀请陕西师范大学房喻院士、清华大学殷雅

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周光礼教授、中建西北设计研究院屈培青总建筑师

等专家从思想道德引领、政策法规明晰、培养经验分享、导学关系和谐等

四个维度开设了高质量、多视角、重实效的培训课程，多元化开展并丰富

了新聘导师培训，创新了“线上线下结合+团队合作”的新模式，实现了培

训的“量”与“质”双线提升。 

此外，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精神和导师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学校还联合清华大学开设了“研究生导

师能力提升高级研修项目”，累积完成 102 位研究生导师和管理人员的培

训，旨在搭建导师能力提升平台，引入高水平教育资源和理念，助力我校

导师更新育人理念，把牢育人方向，改进指导方法，掌握指导要点，为今

后更好地培养研究生提供借鉴。 

3、考核情况 

本学位点对导师开展年度考核与聘期考核相结合，考核导师在聘/在岗

期间的职责履行情况、招生培养任务完成情况、科研项目和高水平论文等，

实行动态调整，满足研究生招生资格条件的导师，每年进行申请，没有达

到招生资格或者违反导师管理规定的，取消导师资格，保障导师队伍质量。

2021 年本学位点导师均满足考核要求。 

（三）导师责任落实情况 

1、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度要求 

本年度学校修订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管理办法》，

明确了研究生导师的职责和权力、招生资格，以及申请和管理的办法。明

确导师是指导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岗位，而非固定的专业技术职务或终身

制的荣誉称号。学校、学院每年进行导师招生资格审核，逐步形成以能力

为导向、能上能下的导师动态管理机制。导师实行校、院二级管理体制：

学校负责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核及导师岗前培训工作，学院负责硕士研

究生导师的日常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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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师指导研究生执行方面 

首先，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前沿引导、科研能力培育和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导师切实履

行立德树人职责，掌握研究生思想状况，教育引导研究生坚定正确的理想

信念，坚定“四个自信”。其次，导师指导研究生确立研究方向，立足于

本学科拥有的陕西省力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西安市建筑材料力学重点实

验室等省部级实验平台，开展研究生科研创新与实践能力训练。再次，导

师严格落实“周例会与组会制度”，定期开展组内组外的学术研讨，实时

掌握研究生的研究进展。导师监督研究生如期完成学术论文开题、中期和

预答辩，定期检查论文进展，严把论文质量关，鼓励研究生及时发表已取

得的研究成果。最后，导师以身作则，养成良好的学术作风，认真审查研

究生提交的学位论文，并做好学位论文预答辩、正式答辩等环节的组织工

作。 

3、强化导师质量管控责任情况 

为打造高尚师德队伍，校、院相继制定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全面落

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和《理学院深化师德建设实施方案》，

把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作为新教师聘用和教师资格准入制度的必备条

件和重要考察内容；在职称评审、人才评定等方面坚决执行“师德师风一

票否决制”；并通过校、院组织的《站讲台》—师魂与师艺，丰富导师的

师德师风教育。针对新增和在岗导师，校、院分层次，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邀请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及本校等知名专家，开展如“落实立德树人，培养创新人才”、“研究生

培养点滴体会”等导师能力提升专项教育会。此外，力学学科针对学科特

色，定期举办“学科前沿青年讲座”学术交流活动，通过老中青传帮带、

力学与工程科学的科研融合，拓展力学学科导师的科研思路，深化研究生

培养。 

（四）学术训练情况 

本学科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积

极探索研究生成长、成才规律，不断提升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及科教融合

的培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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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以党建思政教育为龙头。通过创新研究生党支部管理模式，

不断强化导师思想政治教育责任意识，推进导师参与研究生党建、科技创

新等活动，形成导师开展思政教育新载体。疫情期间，本学科研究生积极

为抗疫做贡献，组织“抗疫路上，我们力行”线上活动。多名研究生荣获

党员标兵和优秀共青团学生干部等称号。 

（2）多措并举提升学术创新能力。培养扎实基础理论和系统专业知识，

倡导理论与技术前沿研究，注重科研与实践相结合，营造浓厚学术氛围。

通过本硕贯通的课程，构建系统性力学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计划。采用书

院制强化通识基础课教学，制订基于力学核心课程为主的主修课程群，通

过科教融合激发学生内生动力，培养学生科研能力。建立以创新性和实践

能力为核心的教学体系，增设创新创业系列课程，依托科研项目指导学生

科研训练，对周培源力学竞赛、 数学建模等进行专题培训。于 2018 年成

立了力学技术研究院(IMT)，全职引进南非科学院院士孙博华教授担任首席

科学家，先后邀请了杨卫院士、胡海岩院士、郑晓静院士、郭万林院士、

魏悦广院士等著名学者来校进行系列力学主题讲座指导学科发展。 

（3）健全体制机制，培养成效显著。学校划拨专项经费，并出台了系

列关于论文、专利等学术成果的奖励政策，争先创优、各类奖助学金等的

评选也与创新创业获奖、学术成果等相挂钩，积极鼓励研究生创新创业和

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出。近年来先后获得“互联网+”、数学建模等省部级

以上奖励 80 余人次，参加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类科研课题 100 余人次，累

计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50 余篇。 

（五）专业实践情况 

本学科无专业学位研究生。 

（六）学术交流情况 

1．本学科专项制定研究生境外交流支持机制，并配套专项资金。配备

有专人负责收集整理境外相关学术活动信息并及时公布，研究生可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自主申请赴境外进行学术交流。交流形式涵盖参与国际学术活

动、短期文化交流、境外短期交换联合培养等。通过资格审核的学生可获

得专项经费资助赴境外进行相应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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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积极探索本学科与“绿色+”、“工程+”、“国际+”融合路径，

打造“力学大讲堂”、“学科前沿青年讲座”高端学术品牌活动，邀请国

内外本领域知名专家开展报告 20 余场，促进了学科交叉，推进交流合作走

深走实，切实发挥了学术讲座作为研究生“第二课堂”的积极作用。 

3. 近年来，本学科先后承办了中国力学大会-地下空间环境安全力学、

西部力学沙龙等学术会议 5 场，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等 60 余人次。研究生

杨雅琦、吴奎、陈浩哲、胡慧敏等先后赴日本东北大学、澳大利亚南澳大

学、台湾地区朝阳科技大学等进行学术、文化交流；疫情期间，利用线上

会议等新技术方式，与南洋理工大学陈江海教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李庆

明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夏开文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张立海教授

等课题组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10 余次。 

（七）人才培养质量保证情况 

在培养过程中，贯彻理论学习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尤其注意培

养研究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创新能力，并倡导

研究生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和从事探索性研究。 

1. 围绕培养目标，严把课程教学质量。在课程设置、教师选派、教材

选用等环节不断优化，把好“顶层设计”关。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授课、

专题研讨和文献阅读等方式多元化开展专业学习，重视学科基础理论教育

的整体性和科学性，在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上拓展个人的专题研究方向。

在教学方法上，坚持教师重点讲授与指定文献阅读、学生自学、讨论和专

题作业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充分发挥导师积极引导与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动

性。 

2．多措并举，构建全过程课程质量管控机制。构建“校、院、学科、

导师”四位一体的教育质量监控体系，加强论文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

等培养过程管控。发挥教学督导能动性，常规审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全

过程评估培养方案、授课过程、育人效果等。创新监控手段，利用信息化

技术等进行评教、评导，丰富质量评价体系。  

3.多方协同，构筑内部与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在加强关键环节内部质量

监控的基础上，结合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质量专项检查及学位论文抽检

等外部质量监督措施，建立健全外部质量监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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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范研究生学位授予管理，健全分流淘汰预警机制。聚焦重点，严把

关键环节质量关 把控论文选题开题、中期考核、学业预警与分流、学位论

文抽检及评议等关键节点，实施学位论文答辩前“学院审核制”，严把培

养质量的最终环节。对于多次不合格的学生，进行必要的分流淘汰，确保

研究生培养质量。 

（八）学位论文质量情况 

学校和学院制定了系列有关学位论文规范、评阅规则和核查办法的相

关制度，主要包括：《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标准》《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盲审规定》《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本科）生学位论文参考文献及

注释方式补充规定》《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涉密管理办法》

等。在学生申请学位过程中，针对不同情况，依据以上相关政策严格执行，

确保学位论文质量。 

学位论文抽检及质量分析方面，除国家每年的例行抽检以外，学院每

年对所有研究生论文进行抽检，抽检比列不低于 10%，对于抽检发现的问

题，及时督促研究生和导师认真整改。截止目前，本学科在论文抽检中，

无问题论文发生。根据抽检结果，本学科论文整体质量较好，在学术水平、

学科相关度、撰写规范性方面均达到学位授予标准的相关要求。 

（九）科学研究情况 

2020 年度，完成各类科研项目 19 项，其中省部级以上 9 项，横向项目

累计到款 330 余万元。在研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4 项，省部级项目 13 项。2021 年度，完成各类科研项目 23 项，其

中省部级以上 8 项，横向项目累计到款 380 余万元，在研国家重点研发项

目课题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 项，省部级项目 15 项。 

依托各类科研项目，两年来，发表 SCI、EI 等高水平科研论文百余篇；

授权专列 20 余项，8 项实现成果转化；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2 项，陕西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西安

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校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获批陕

西省杰出青年基金 1 项；荣获陕西省特支计划青年杰出人才 1 人次，陕西

省科技新星 1 人次，校雁塔优秀学者 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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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服务贡献情况 

近年来，结合学科特色研究方向，面向深部地下工程开发中的岩爆、

挤压大变形等国际难题，展开深埋隧道围岩变形能量释放机理及处治措施

研究，为深部地下工程岩爆处置与大变形控制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参考。

研究成果在四川老鼻山隧道、岭南富水崩坡积堆积体（汕湛高速惠清段太

和洞隧道）、西康二线秦岭翠华山隧道、新两河关隧道、新铜羊沟隧道等

数十个工程中推广应用，助力西部基础设施建设。 

围绕国家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展建筑固废与再生建筑材料的资源

化利用与推广工作，研发了具有我国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建筑固废处理与

再生成套技术与装备，在消纳建筑垃圾、保护生态环境、支撑城镇化建设

等方面成效突出。在 16 个省市建立生产线 12 条，再生建材房屋推广示范 

20 余万平米。主持的“陕西建新资源化项目”成为我国首条年处理量突破 

200 万吨生产线。提出的有关建筑固废资源化建议被写入西安市“十四五”

发展规划，以实际行动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建设。 

结合区域特色，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古遗址加固保护、居民环境改

善与扶贫攻坚工作。在西部土遗址加固保护等方面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受

到国家文物局、当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认可。成果先后应用于新疆高昌故

城、台藏塔、七个星佛寺等数十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并受国家商务

部和外交部委派赴缅甸开展技术支持，助力当地文物保护。为繁荣和发展

国家和区域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四、学位点自我评估进展与分析 

（一）学位点自我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陕西

省教育厅和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0-2025 年学位授权点周期性合

格评估工作的通知》以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关于做好 2021 年学位授权点

建设年度报告与基本状态信息表填写的通知》的要求，本学位开展 2021 年

力学学位点建设年度报告工作。 

成立本学位点年度报告和基本状态信息表填写的组织机构：力学一级

学科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由理学院统一负责，学院召开关于学位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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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合格评估的党政联席会议和学位点自评动员大会，按照学科设置评估工

作小组。按照学校及学院的工作部署，将具体任务分解、落实到每位工作

成员。 

截止目前，自我评估工作开展顺利，圆满完成了既定的各项任务。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根据前期自我评估开展情况，整体而言，本学位点主要存在以下几个

问题： 

1. 研究方向有待进一步优化和凝练。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向“双碳战

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学位点需进一步培育特色优势学科方向，现有

部分研究方向人员结构不合理，导师数量难以满足招生需求。 

2. 研究生课程的授课方式有待进一步丰富，“课程思政”建设方式尚

不完善。 

3.学科发展广度有待加强，可尝试与国内外优秀单位开展“多维度”“多

层次”的项目合作和科研交流。 

4.导师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意识有待加强。导师对学生的管理不够细、不

够严，部分导师仅注重学生科研能力培养，忽视学生生活、心理等方面的

教育和指导，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还有差距。 

五、下一年度持续改进和建设目标 

（一）不断优化研究方向 

根据我校现有的教学科研成果、人才资源优势，结合该学科自身特点，

组建了工程材料多场耦合力学行为研究、工程结构动力学和工程材料跨尺

度力学三个学术研究队伍。在不断研究和把握该学科的前沿动态和研究热

点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凝练学科研究方向，丰富学科研究内容，提高学术

研究团队的建设水平。 

（二）逐步壮大师资队伍 

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年龄结构、职称结构以及学缘结构，提高教师队

伍整体素质，从国外和国内“双一流”高校引进优秀人才 3-5 人。 

（三）大力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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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研究生教学内容改革和课程体系建设，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

模式，精选教学内容，优化课程体系。结合学科自身的特点，加强研究生

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指导和管理工作，积极

鼓励研究生开展创新性研究工作。 

（四）着力增强科研水平 

紧密结合国家和地区战略发展需要，以“四个面向”作为提升科研创新能

力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力争获准国家级项目和省部级

项目 5 项以上，发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论文 30 篇以上。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7 项。基于研究成果，获准省部级奖励 1~2 项。 

（五）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 

将继续加强本学科研究工作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建立与国内外大学的

学术交流关系，定期邀请国内知名学者来校讲学、作报告 5-7 场；建立高级

学者互访制度，选派中青年骨干出国访问、盯课题，参加相关学术会议 15

人次以上。举办或承办全国性学术会议 2~3 次。鼓励教师与国内外高校进

行科研合作和项目开发。通过对外学术交流，使教师能够及时了解国内外

前沿和热点研究动向，拓宽科学视野，更新思想观念，创新研究思路。 

（六）逐步改善平台条件 

依托结构与抗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陕西省结构与抗震重点实验室、

陕西省岩土工程重点实验室及陕西省力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科研、教学

平台，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不断提升教学科研基本条件。建设好西安市

建筑材料力学重点实验室；申报省级科研平台 1 项；自主研发、购置相关

科研仪器设备 20 台（套）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