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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代码 

（Course Code） 
EC906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工程经济学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Engineering Economics 

课程性质 

(Course Type) 
专业基础必修 

授课对象 

（Audience）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所有专业本科生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开课院系 

（School）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国际航运系、土木工程系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高等数学、数理统计与概率论 

授课教师 

（Instructor） 

胡昊、史健勇、 

倪安宁、徐峰 

课程网址 

(Course Webpage) 

http://cc.sjtu.edu.cn/G2S/si

te/preview#/rich/v/119845

?ref=f&currentoc=7472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工程经济学》是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所有专业本科生，包括交通运输

(国际航运)、船舶与海洋工程、轮机工程、土木工程、工程力学等专业一门必修

专业基础课程，主要培养工科学生处理工程问题时的技术经济分析能力。 

通过《工程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可以达到如下目的： 

（1）使学生能够掌握工程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及其在

项目前期决策中的应用，系统掌握项目资金筹措、项目经济评价指标和方法、

不确定性分析、项目可行性研究、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公益性项目评

价、本领域项目经济评价、设备更新分析、价值工程、风险决策与风险管理等

内容，具有一定的开展技术经济分析、解决有关实际问题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2）为学习后续课程，进行相关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以及开拓新的科研领

域，打下坚实的基础。  

（3）学生毕业后，在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时，能够自觉从经济方面考虑问

题，并且能够胜任技术管理、工程管理等岗位。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Engineering Economics” is a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course for all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NAOCE. The teaching purpose of “Engineering 
Economics” is to help students master the techno-economic analysis 
methods, including fund raising, economic evaluation, uncertainty analysis, 
risk decision, feasibility study, financial evaluation, national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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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public project assessment, Equipment Renew Analysis, value 
engineering.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urse, we will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 capability of solving the practical engineering economic problems. 
 

课程教学大纲（course syllabus） 

*学习目标(Learning 

Outcomes) 

1、使学生掌握必要的经济学基本知识和实用的工程经济分析技能； 

2、使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具有经济意识和经济学的思维方法，能够解决实际的

工程经济问题； 

3、使学生对工程项目（技术方案）具有初步的科学管理能力。 
 

*教学内容、进度安排

及要求 

(Class Schedule 

& Requirements) 

教学内容 学

时 

教学方

式 

作业及要求 基 本 要

求 

考查方

式 

第一章 工程经济学基

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研

究对象和方法 

2 课堂教

学 

第一章第 4、7

题 

第二章 工程项目投资

现金流量识别与估算 

2 案例讨

论 

 

第三章 货币的时间价

值、利息公式、等值计

算 

2 课堂教

学 

第三章第 8 题

的（d）、第 11

题、第 15 题、

第 20 题。要求：

给出计算步骤

及结果的同时

画出相应的现

金流量图。 

第四章 投资回收期，

净现值、将来值和年度

等值，内部收益率，几

种评价方法的比较，互

斥方案的比选方法，项

目方案的排序，服务寿

命不等的方案比较，电

子表格的运用 

6 课堂教

学（4

学时）； 

案例分

析（2

学时） 

第四章第 6 题、

第 8 题、第 11

题、第 14 题、

第 17 题，其中，

其中第 8 题中

应为“图 4-24”，

教材中笔误写

成“图 4-23”

了。 

第五章 折旧与折旧方

法，利润与利润分配，

所得税的估算，工程项

目投资的获取利润能

力分析，工程项目的税

后投资现金流量 

4 课堂教

学 

第五章第 1 题、

第 2 题、第 8

题、第 9 题 

第六章 融资方案与资 4 课堂教 第六章第 1 题、

掌 握 工

程 经 济

学 的 基

本 原 理

和 分析

方法； 

对 于 课

堂 上 讲

授 的 案

例，在课

后 自 行

学 习 和

验证。 

考勤、课

堂表现、

课 后 作

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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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成本、盈利性分析，

清偿能力分析、通货膨

胀、所得税与税后现金

流 

学 第 2 题、第 6

题、第 11 题 

第七章 资产更新、租

赁与改扩建方案比较 

2 课堂教

学 

第 7 章第 1 题、

第 6 题 

第八章 公共项目经济

分析特点、盈利性分析

与费用-效益分析、费用

-效果分析 

2 课堂教

学 

第八章第 8 题、

第 9 题 

第九章 不确定性与风

险、临界分析、敏感性

分析、决策树方法 

4 课堂教

学 

第九章第 1 题、

第 10 题、第 12

题 

第十章 价值工程 2 课堂教

学 

第十章第 1 题、

第 2 题、第 3

题 

 

 

*考核方式 

(Grading) 

最终成绩由考勤与课堂表现、平时作业、课程项目、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成

绩组合而成。各部分所占比例如下：  

    平时成绩：25%。主要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上课参与程度和课堂讨论及提

问的积极思维能力。由考勤与课堂表现、平时作业等构成。 

    期中成绩：30%。考核要求学生熟悉工程经济分析基本原理，掌握工程项目

经济分析的方法和步骤。由课程项目（案例分析报告或课程论文）、作业成绩等

构成。 

期末考试：45%，考核要求学生掌握的所有知识点和工程经济学分析技能。 

 

*教材或参考资料 

(Textbooks & Other 

Materials) 

（1） 教材 

《工程经济学》（第5版），邵颖红 黄渝祥 邢爱芳 等. 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5608-5767-1。 

   （2）参考书目：  

    工程经济学与案例分析，王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ISBN 978-7-
04-043283-1  

    工程经济学原理，Chan S. Park，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ISBN 978-7-
111-48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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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More） 
 

备注 

（Notes） 
 

备注说明： 

1．带*内容为必填项。 

2．课程简介字数为 300-500 字；课程大纲以表述清楚教学安排为宜，字数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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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力学 C》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代码 

（Course Code） 
EM151 

*学时 

（Credit Hours） 
64 

*学分 

（Credits） 
4 

理论力学 C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Theoretical mechanics C 

课程性质 

(Course Type) 
技术基础课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开课院系 

（School）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工程力学系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大学物理，高等数学 

授课教师 

（Teacher） 
陈龙祥，张晨利 

课程网址 

(Course Webpage) 
http://tm.sjtu.edu.cn 

*课程简介（Description） 

理论力学是一门技术基础课。它的基本任务是在学生已有的力学知识基础上，培

养学生对复杂（包括简单）工程对象建立力学模型的能力，具备对这些力学模型

进行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包括瞬时与过程）分析的能力，具备利用理论力

学的基本概念判断分析结果正确与否的能力。 

*课程简介（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a technical basic course for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train the students to have the ability of establishing the 
mechanics model for complicated or simple mechanical system, the ability of carrying 
out static, kinematic and dynamic analysis (including instantaneousness and process), 
and the abilit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various results using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oretical mechanics. 

课程教学大纲（course syllabus） 

*学习目标(Learning 

Outcomes) 

（1）了解现代力学的知识体系，理解力学学科认识世界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正

确认识力学作为现代工程学科的重要性和发展能力（A6）； 

（2）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B2）； 

（3）批判性思考和创造性工作的能力（B3）； 

（4）在工程力学专业中，应用数学、自然科学的能力（B8）； 

（5）思维敏捷、乐于创新，勤于思考、善于钻研，对于推陈出新怀有浓厚的兴

趣，富有探索精神并渴望解决问题（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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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进度安排及

要求 

(Class Schedule 

& Requirements) 

教学内容 学时 教学方式 作业及要求 基本要求 考查方式 

绪论：工程中

的力学 
2 课堂教学   书面作业 

力和力矩 2 课堂教学 教材习题 

力的投影、

力对点的

矩和力对

轴的矩、

力偶矩。 

书面作业 

力系简化 4 课堂教学 教材习题 

各种类型

力系的简

化方法和

简化结果；

力系的主

矢和主矩

的基本概

念及其性

质。能熟

练地计算

各类力系

的主矢和

主矩 

书面作业 

约束 2 课堂教学 教材习题 

掌握约束

的概念和

各种常见

约束力的

性质。能

熟练地画

出单个刚

体及刚体

系的受力

图。 

书面作业 

力系平衡 6 课堂教学 教材习题 

各种类型

力系的平

衡条件；

利用平衡

方程求解

单个刚体

和刚体系

的平衡问

题。了解

结构的静

定与静不

定概念。

掌握滑动

书面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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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摩

擦力和摩

擦角的概

念，了解

滚动摩阻

的概念。

能熟练地

求解考虑

滑动摩擦

时简单刚

体系的平

衡问题。 

点的运动 2 课堂教学 教材习题 

掌握描述

点运动的

矢量法、

直角坐标

法和自然

坐标法，

会求点的

运动轨迹，

并能熟练

地求解与

点的速度

和加速度

有关的问

题。 

书面作业 

刚体的基本

运动 

2 课堂教学 教材习题 掌握刚体

平移和定

轴转动的

概念及其

运动特征，

以及定轴

转动刚体

的角速度、

角加速度

以及刚体

上各点的

速度和加

速度的矢

量表示法。

能熟练求

解与定轴

转动刚体

的角速度、

书面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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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加速度

以及刚体

上各点的

速度和加

速度有关

的问题。 

点的复合运

动法 
6 课堂教学 教材习题 

掌握运动

合成与分

解的基本

概念和方

法。掌握

点作复合

运动时的

速度合成

定理与加

速度合成

定理及其

应用。 

书面作业 

刚体平面运

动 
4 课堂教学 教材习题 

刚体平面

运动的概

念及其特

征，掌握

速度瞬心

的概念及

其确定方

法。能熟

练求解与

平面运动

刚体的角

速度、角

加速度以

及刚体上

各点的速

度和加速

度有关的

问题。 

书面作业 

运动学综合

及课堂测验 

4 课堂教学 教材习题 综合判定

平面机构

各构件的

运动特征，

并会对其

进行与角

速度、角

加速度以

书面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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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点的

速度和加

速度有关

问题的分

析 

质点动力学 2 课堂教学 教材习题 

掌握建立

质点运动

微分方程

的方法，

以及质点

动力学基

本问题的

求解方法。 

书面作业 

期中考试 2     

动量定理 2 课堂教学 教材习题 

熟练计算

质点系与

刚体的动

量、 

书面作业 

动量矩定理 6 课堂教学 教材习题 

掌握刚体

转动惯量

的计算；

熟练计算

动量矩；

掌握对定

点及质心

的动量矩

定理；掌

握建立刚

体平面运

动动力学

方程的方

法。会应

用动量矩

定理求解

单刚体及

刚体系问

题。 

书面作业 

动能定理 6 课堂教学 教材习题 熟练计算

质点系与

刚体系动

能、功和

势能。综

合应用三

书面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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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定理求

解刚体系

动力学问

题。 

达朗贝尔原

理 
4 课堂教学 教材习题 

掌握达朗

贝尔惯性

力的概念，

掌握刚体

平移、具

有质量对

称面的刚

体作定轴

转动和平

面运动时

惯性力系

的简化方

法及简化

结果计算。

掌握质点

系达朗贝

尔原理(动

静法)，并

会综合应

用。 

书面作业 

虚位移原理 4 课堂教学 教材习题 

掌握虚位

移、虚功、

自由度、

广义坐标

和理想约

束的概念。

掌握质点

系虚位移

原理，并

会综合应

用。 

书面作业 

碰撞 

总复习 

4 课堂教学 教材习题 掌握碰撞

问题的特

征及其简

化条件。

掌握恢复

因数概念。

会求解两

物体对心

碰撞以及

书面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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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轴转动

刚体和平

面运动刚

体的碰撞

问题。 

期末考试（课外时间） 

 

*考核方式 

(Grading) 
平时成绩+期中考试成绩+期终考试成绩 

*教材或参考资料 

(Textbooks & Other 

Materials) 

教材：《理论力学》（第 3 版），刘延柱，朱本华，杨海兴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其它 

（More） 
 

备注 

（Notes） 
 

 

备注说明： 

1．带*内容为必填项。 

2．课程简介字数为 300-500 字；课程大纲以表述清楚教学安排为宜，字数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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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代码 

（Course Code） 
EM012 

*学时 

（Credit Hours） 
64 

*学分 

（Credits） 
4 

材料力学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Mechanics of Material 

课程性质 

(Course Type) 
必修 

授课对象 

（Audience） 
船舶、土木、机械类等专业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开课院系 

（School）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高等数学，普通物理，理论力学 

授课教师 

（Instructor） 
  

课程网址 

(Course Webpage) 
em.sjtu.edu.cn 

*课程简介（Description） 

材料力学是土建、船舶与海洋工程、机械类等专业的主干技术基

础课，通过材料力学的学习，要求学生初步学会变形体力学解决问题

的基本方法，对杆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问题具有明确的基本概念，

必要的材料的力学性能知识，比较熟练的计算能力，一定的分析能力

和初步的实验能力。 

*课程简介（Description） 

The main objective of a basic mechanics course is to provide the engineering 

students with the means of analyzing and designing various machines and load 

bearing structures. The study of the Mechanics of Materials is to teach students the 

basic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of stress, strain, and material properties, is to teach 

the determination of stresses and deformations in structures under common applied 

loads and to teach students how to identify and describe a component of an 

engineering structure .  It also serves as a pre-requisite for advanced courses 

课程教学大纲（course sylla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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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Learning 

Outcomes) 

1.材料力学的任务及研究对象。变形固体的基本假设。内力、截面法

与应力的概念。线变形和角变形。杆件变形的基本形式。

（A6,A5;B3;C1,C2,C3,C4） 

2.轴向拉伸与压缩的概念与实例。直杆横截面及斜截面上的内力和应

力；安全系数与许用应力。拉(压)杆件的强度设计；轴向拉(压)杆件

的变形。应力集中的概念。金属材料拉(压)时的力学性质。简单拉(压)

超静定问题。（A6,A4,A5;B2,B3,B7;C2,C4） 

3.联 结 件 的 强 度 概 念 与 实 例 。 剪 切 和 挤 压 时 的 实 用 计 算 。

（A4,A5,B2,B3,B7;C2,C4） 

4.扭转的概念与实例。功率、转速与外力偶的关系。扭矩和扭矩图。

圆轴扭转时横截面的应力与变形分析。圆轴扭转时的强度条件和刚度

条件。扭转破坏分析。（A6;A4;A5;B2,B3,B7;C2,C4） 

5.截面的几何性质 静矩，惯性矩、极惯矩和惯性积，平行移轴公式；

转轴公式，形心主轴，形心主惯性矩。（A4;A5; B2,B3,B7;C2,C4） 

6.弯曲内力；平面弯曲。剪力和弯矩，梁的剪力图和弯矩图。剪力、

弯矩和分布载荷集度的微分关系。平面刚架的内力图。（A4;A5; 

B2,B3,B7;C2,C4） 

7.弯曲应力；纯弯曲时的正应力公式及其推导。横力弯曲时的正应力

及强度条件。弯曲剪应力及强度条件。提高弯曲强度的措施。

（A6;A4;A5;B2,B3,B7;C2,C4） 

8.弯曲变形；梁挠曲线的近似微分方程，积分法计算梁的挠度和转角，

叠加法计算梁的挠度和转角，刚度条件，提高梁弯曲刚度的措施。简

单超静定梁的解法。（A6;A4;A5; B2,B3,B7;C2,C4） 

9.应力状态及强度理论；应力状态的概念。平面应力状态分析（解析

法和图解法）。三向应力圆。广义胡克定律。第一、二、三、四强度理

论。（A6;A4;A5; B2,B3,B7;C1,C2,C3,C4） 

10.组合变形； 拉（压）弯组合变形，斜弯曲，偏心拉（压），弯扭组

合。（A4;A5; B2,B3,B7;C2,C4） 

11.能量法与超静定系统；卡氏定理，莫尔积分法，图形互乘法，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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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移 互 等 定 理 。 能 量 法 求 解 超 静 定 问 题 *。（ A6;A4;A5; 

B2,B3,B7;C1,C2,C3,C4） 

12.压杆的稳定性；弹性平衡稳定性的概念，欧拉公式，临界应力的经

验公式。压杆的稳定性校核。提高压杆稳定性的措施。（A6;A4;A5; 

B2,B3,B7;C2,C4） 

*教学内容、进度安排及

要求 

(Class Schedule 

& Requirements) 

教学内容 学时 教学方式 作业及要求 基本要求 考查方式 

绪论 3 讲授 习题 完成 书面 

拉伸与压缩 10 讲授/讨论 习题 完成 书面 

剪切 2 讲授 习题 完成 书面 

扭转 4 讲授/讨论 习题 完成 书面 

截面图形的

几何性质 
2 讲授 习题 完成 书面 

弯曲内力 6 讲授/讨论 习题 完成 书面 

弯曲应力 5 讲授 习题 完成 书面 

弯曲变形 4 讲授 习题 完成 书面 

压杆稳定 4 讲授 习题 完成 书面 

应力分析 6 讲授 习题 完成 书面 

强度理论 2 讲授 习题 完成 书面 

组合变形 6 讲授/讨论 习题 完成 书面 

变形能法 6 讲授/讨论 习题 完成 书面 

超静定系统* 2 讲授/讨论 习题 完成 书面 

总复习 2 讲授 学期小结 完成 书面 

 

如遇节假日放课，带*内容删减。 

*考核方式 

(Grading) 

 

考试成绩包括： 

平时作业和上课参与程度：15% 

 期中考和（或）课堂练习：15% 

 期末考试：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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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works                    15% 

Exams and mid-term exams     15% 

Final Exams                   70% 

 

*教材或参考资料 

(Textbooks & Other 

Materials) 

 

教材： 

 

《材料力学》，李红云，孙雁，陶昉敏，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ISBN978-7-111-48533-9。 

 

参考书目： 

1.《材料力学》（上下），单辉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ISBN：

9787040283518。 

2.《材料力学》铁摩辛柯，盖尔，科学出版社，1978  
 

其它 

（More） 
 

备注 

（Notes） 
 

备注说明： 

1．带*内容为必填项。 

2．课程简介字数为 300-500 字；课程大纲以表述清楚教学安排为宜，字数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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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概论》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104 
中文名：土木工程概论  

课程名称 
英文名： Introduc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1 学时 16 

开课学期 第 4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无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刘西拉，“结构工程学科的现状与展望”，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 年 
刘西拉，“结构工程学科的进展与前景”，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年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2000 字学习心得 （100%） 

一  课程简介 

《土木工程概论》课程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即“激发学生对土木工程专业

的兴趣”。必须充分认识这门课对学生大学整个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2000 年

9 月第 5 次世界工程教育大会（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21th 

Century Requirements）上,来自世界个国的工程教育家公认：对新一代工程技术

人员的要求中，“对专业的热情”排在第一位。如果土木工程的重要性讲不好，

可能对学生要影响以后几年。如果不能激发学生们对土木工程和建设管理的兴

趣，我们力图进行的任何教学改革都会事倍功半。 

本课程有两个基本点：一是，要求学生了解土木工程专业的重要性和特

点；二是，要求学生了解土木工程领域包括的主要内容和学习要求。 

在土木工程系，这门课被认为是关系到学生整个职业生涯最关键的课程之

一。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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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毕业要求 3.2 
具有综合考虑安全、经济和社会可持

续发展等因素，结合创新思维，解决

复杂土木工程问题的能力； 
40% 

2 毕业要求 6.1 

具有基于土木工程相关知识和行业标

准，能够初步评价工程项目设计、施

工和运行方案对社会安全、经济、环

境和文化等影响的能力。 

30% 

3 毕业要求 6.2 通过评估复杂土木工程解决方案，理

解土木工程师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3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终身的职业:我国土木工程建设的成就

与面临的挑战 毕业要求 3.2、6.1、6.2 

工程师与土木工程师：工程师与科学

家的不同，土木工程的特点 毕业要求 3.2、6.1、6.2 

知识结构：实践、理论和计算的三极

结构 毕业要求 3.2、6.1、6.2 

知识层次：分析、系统和社会三个层

次 毕业要求 3.2、6.1、6.2 

课程设置与特点：介绍基础课、专业

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内容和学习方法以

及面对环境变化需要的心理准备 
毕业要求 3.2、6.1、6.2 

能力建设：适应能力、合作能力、创

造能力、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等 毕业要求 3.2、6.1、6.2 

理论教学 

素质教育：爱国精神、竞争意识、辩

证的思维方法，刻苦踏实的作风 毕业要求 6.2 

现场参观：上海重大工程（浦东机

场、科技馆、陆家嘴、虹桥枢纽；虹

桥综合交通枢纽等） 
毕业要求 6.2 

实践教学 

班级座谈 毕业要求 3.2、6.1、6.2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具有综合考虑安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因素，结合创

新思维，解决复杂土木工程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2：具有基于土木工程相关知识和行业标准，能够初步评价工程

项目设计、施工和运行方案对社会安全、经济、环境和文化等影响的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评估复杂土木工程解决方案，理解土木工程师应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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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6.1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6.2 课程目标 1、2、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14 学时） 

1. 终身的职业:我国土木工程建设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              2 学时    

2. 工程师与土木工程师：工程师与科学家的不同，土木工程的特点    2 学时 

3. 知识结构：实践、理论和计算的三极结构                        2 学时 

4. 知识层次：分析、系统和社会三个层次                          2 学时 

5. 课程设置与特点：介绍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内容和学习方法以及

面对环境变化需要的心理准备                               2 学时 

6. 能力建设：适应能力、合作能力、创造能力、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等 2 学时 

7. 素质教育：爱国精神、竞争意识、辩证的思维方法，刻苦踏实的作风 2 学时 
（二）实践教学（2 学时） 

现场参观：上海重大工程（浦东机场、科技馆、陆家嘴、虹桥枢纽）      

班级座谈：主讲教师参加                                           

写学习心得 

本课程的重点在于：（1）土木工程的重要性；（2）土木工程的特点；（3）

对土木工程人才在知识、能力和素质方面的要求。 

本课程的难点是要在“班级教育”的形式下如何处处体现出“以学生为中心”并

启发学生能力。具体表现在： 

（1） 在使用多媒体教学时，教学的 PPT 文档必须及时更新，保证教学内

容新鲜、有吸引力。 

（2） 尽管是大教室授课，教师保持经常的提问。在课堂上要改变单一讲

课的模式，使学生能够参与。 

（3） 请宋晓冰博士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在 2001 年成功设计建成世界

上第一个动态膜结构（昆明世博园艺术中心）的体会，使学生深刻理解能力培

养的重要性，给本课程"能力培养"一课增添了活生生的内容，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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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一次现场参观和一次班级的座谈会是十分受学生欢迎的。学生

可以在本课程结束前，有一个与主讲教授直接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可以发现许

多不同学生个性问题。 

（5） 可以用现场参观的方式，用实物教育学生。在现场由教师不断提出

各种思考问题请学生回答。介绍中不仅介绍工程正面的成功经验，也介绍工程

反面的教训。和学生在这种活动中师生可以相互交流，也打破了以往大家听、

一人讲的局面。 

鼓励学生在最后的“学习心得”中充分发挥潜力，利用各种网络资料写自己

的心得。要求"多用自己的话，少用套话。多说别人没说过的话，少说别人都说

过的话"。在最后评分中是严格的，每年都有几个学生"通不过"。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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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203 
中文名：建筑材料 

课程名称 
英文名：Construction Materials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3 学时 51 

开课学期 第 4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理论力学》《结构力学》《土木工程概论》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土木工程材料》吴科如，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 
2. 相关国家标准规范和行业技术标准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大作业成绩 + 期末考试 
（20%）+（20%）+（60%） 

一、 课程简介 

《建筑材料》是土木工程专业本科学习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它主

要围绕土木工程材料的基本性能、工程应用和性能评价三条主线，培养学生了

解土木工程材料工程应用的思维方式和性能研究方法。课程讲授过程中，针对

性讲授目前最大宗的建筑材料的性能特征，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途

径，使学生对工程材料的基本理论，技术特征和应用特点有个全局的了解，并

通过室内试验实践，要求学生能理解材料的生产和应用特性，掌握工程材料性

能评估的技术报告整理过程。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4.1 
具有基于科学原理和方法，进行复杂

土木工程结构试验设计、实施和分析

的能力。 
20% 

2 毕业要求 4.2 具有基于科学原理和方法，进行既有

建筑物可靠性检测的能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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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毕业要求 7.1 能够广泛了解土木工程建设与环境保

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45% 

4 毕业要求 7.2 具有评估特定复杂土木工程建设对环

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的能力。 
25%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绪论 毕业要求 4.2、7.1、7.2 
第二章 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 毕业要求 4.1、4.2 
第三章 气硬性胶凝材料 毕业要求 7.1、7.2 
第四章 水泥 毕业要求 4.1、7.1、7.2 
第五章 混凝土 毕业要求 4.1、4.2、7.1、7.2 
第六章 砂浆 毕业要求 4.2、7.1、7.2 
第七章 墙体材料 毕业要求 4.2、7.1、7.2 
第八章 钢材 毕业要求 4.1、4.2、7.1、7.2 
第九章 木材 毕业要求 7.1、7.2 
第十章 高分子材料 毕业要求 7.1 

理论教学 

第十一章 功能建筑材料 毕业要求 7.1 
水泥性能测试 毕业要求 4.1、4.2 
混凝土制备与性能测试 毕业要求 4.1、4.2 实验教学 
大作业（新材料设计与制备） 毕业要求 4.1、7.1、7.2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了解土木工程材料的生产、性能特性

和工程应用等基础知识，尤其是目前最大宗的建筑材料-水泥混凝土生产应用过

程中的问题，特别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能源与环境问题。 

课程目标 2：通过实验教学，要求学生了解实验设计技巧，材料性能评估

和检测等关键技术，掌握分析复杂的试验结果并进行报告整理等重要技巧。 

课程目标 3：通过大作业，设计和制备一种功能性建筑材料，并撰写分组

技术报告、设计报告以及口头汇报的形式，要求学生通过分析现有建筑材料的

不足，从社会可持续角度考虑设计新型生态绿色建筑材料。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4.1 课程目标 2、3 
毕业要求 4.2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7.1 课程目标 1、3 
毕业要求 7.2 课程目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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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绪论（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2、7.1、7.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建筑材料基本概念与特征，熟悉建筑材料发展历程，了解本课程的主

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建筑材料的定义和分类。 

(2) 建筑材料在建筑工程中的地位。 

(3) 建筑材料发展历史与未来。 

(4) 本课程的内容与特色。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建筑材料的发展历史与方向。 

难点：建筑材料与土木工程关系。 

第二章  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4.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在不同使用环境下，各类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并掌握各性质的涵

义，影响这些性质的因素。并能联系工程中的实际应用研究和改进材料的性

质，对后面具体材料的学习作一个很好的铺垫。 

2.  本章教学内容 

本章是本课程的重点内容之一。重点介绍了建筑材料的基本物理性质、材

料的基本力学性质及材料的耐久性，并从材料的组成结构出发，阐述了影响材

料基本性质的内在因素，应深入了解，牢固掌握。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材料的密度、表观密度、堆积密度、空隙率、密实度、孔隙率、填

充率的含义及表示方法。 

难点：材料耐久性包含的内容。 

第三章 气硬性胶凝材料（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7.2） 

1.  本章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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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胶凝材料基本定义与分类，熟悉主要气硬性胶凝材料特性。 

2.  本章教学内容 

本章主要介绍石灰、石膏、苛性苦土（菱苦土）、水玻璃四种无机胶凝材

料的原料及生产、硬化原理、技术性质及在工程中的应用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石膏和石灰的技术性质及应用。 

难点：石膏和石灰凝结硬化机理。 

第四章 水泥（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7.1、7.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水泥生产过程，掌握水泥基本特性和工程应用。 

2.  本章教学内容 

本章是本课程的重点内容之一。重点介绍了硅酸盐水泥的矿物组成、矿物

成分的水化反应极其影响因素，硅酸盐水泥的技术性质：细度、标准稠度用水

量、凝结时间、体积安定性、强度及水化热等；硅酸盐水泥的腐蚀，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介绍了掺混合材料的硅酸盐水泥的技术标准及性能特点。对专用水

泥作了一般介绍。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水泥特性与工程应用。 

难点：水泥水化作用机理。 

第五章 混凝土（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4.2、7.1、7.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普通混凝土组成材料的品种、技术要求及选用；熟练掌握混凝土拌和

物的性质及其测定和调整方法；熟练掌握硬化混凝土的力学性质，变形性质和

耐久性及其影响因素；熟练掌握普通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方法掌握地下空间防

灾方法技术以及环境保护技术。 

2.  本章教学内容 

本章是本课程的重点内容之一。重点讲述了普通砼的组成，各组成材料的

技术要求，主要技术性质及其影响因素、配合比设计的原理及方法，外加剂的

作用及效果等，并对轻混凝土及其它特种砼的特点作适当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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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混凝土新拌性能与力学特性 

难点：掺合料和外加剂对混凝土性能及环境影响意义。 

第六章  建筑砂浆（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2、7.1、7.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砌筑砂浆的技术性质；了解其他砂浆的技术性质和应用；熟悉抹面砂

浆的技术性质和应用。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砂浆的组成，主要技术性质。 

(2) 砌筑砂浆及其配合比设计。 

(3) 其它砂浆利用现状与研究课题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砂浆的强度、和易性及测定方法 

难点：抹面砂浆施工方法与应用。 

第七章  墙体与饰面材料（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2、7.1、7.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墙用砌块、板材；了解玻璃制品类别与应用；熟悉各种砌墙砖的应

用。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烧结普通砖的生产、技术性能指标及特点、应用。 

(2) 烧结多孔砖和烧结空心砖的特点及应用。 

(3) 常用墙体材料的组成、特性及应用。 

(4) 常用屋面材料的种类、特点、应用。砂浆的组成，主要技术性质。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粘土砖的基本物理特性 

难点：生态可持续墙体材料发展方向。 

第八章  建筑钢材（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4.2、7.1、7.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建筑钢材的主要性能；了解钢筋混凝土用钢材的品种及应用； 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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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钢材的常用钢种及应用。 

2.  本章教学内容 

(1) 钢的冶炼、加工、分类。 

(2) 建筑钢材的主要技术性能。 

(3) 建筑钢材的标准与选用。 

(4) 钢材的锈蚀及防止。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钢材力学性能指标及表征 

难点：钢材冷加工处理工艺及特征。 

第九章  木材（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7.2） 

1.  本章基本要求 

一般性了解木材物理力学性能及其应用。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木材的分类和构造。 

(2) 木材的主要性质。 

(3) 木材的腐蚀与防护。 

(4) 木材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木材物理力学性能及其对土木工程应用的影响 

难点：木材的湿胀干缩性与防腐。 

第十章  高分子材料（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7.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高分子材料基本知识；了解高分子合成材料及其在建筑工程中应用；

熟悉建筑工程中常用的建筑塑料及其制品、粘  结剂等品种、性质与应用。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塑料的组成及分类。 

(2) 塑料的性质及应用。 

(3) 建筑涂料。 

(4) 胶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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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沥青 

(6) 防水材材 

(7) 建筑密封材料。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建筑塑料主要组分及作用，沥青的性能指标 

难点：高分子材料在土木工程中应用优越点分析。 

第十一章  功能建筑材料（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7.2） 

1.  本章基本要求 

熟悉几种常用的绝热材料和吸声材料结构，了解一般装饰装修材料。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材料导热系数及其影响因素；对绝热材料的基本要求。 

(2) 材料吸声系数的概念；吸声材料的主要性能指标，吸声材料的特点。 

(3) 熟悉几种常用的绝热材料和吸声材料结构。 

(4) 建筑装修材料特征与应用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系数材料结构特征 

难点：装饰装修材料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 

（二）实验教学 

1.  水泥试验（2.5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4.2） 

a) 基本要求 

提前预习试验规程，熟悉仪器操作并设计实验报告等。 

b) 教学内容 

(1) 水泥净浆、砂浆试样制备 

(2) 性能测试与评估 

(3) 以试验报告形式总结试验结果 

c) 重点和难点 

重点：仪器操作与试样制备。 

难点：性能评估与试验报告制作。 

2.  混凝土试样制备与性能测试试验（2.5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4.2） 

26



a) 基本要求 

熟悉混凝土配比设计，了解试验规程，熟悉仪器操作并设计实验报告等。 

b) 教学内容 

(1) 混凝土配比设计与原材料优选 

(2) 混凝土拌合物工作性测试与调整 

(3) 混凝土试样力学性能测试与评估 

c) 重点和难点 

重点：混凝土配比设计与试样制备。 

难点：混凝土拌合物工作性调整。 

 

3.  大作业（新材料设计与制备）（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7.1、7.2） 

a) 基本要求 

了解不同建筑材料发展现状，提出并开展一种新型绿色建筑材料研发。 

b) 教学内容 

分小组（一般 3-4 名同学一组）讨论，针对讲授的建筑材料从材料技术特

性、功能和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新材料的设想并进行试验研究，最终提交研

究报告并进行汇报。 

c) 重点和难点 

重点：新材料的设计理念与研发思路。 

难点：提出问题。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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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学》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204 

中文名：房屋建筑学 
课程名称 

英文名：Building Construction 

课程类别 公共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4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 

先修课程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房屋建筑学（第四版），同济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东南大

学、重庆大学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ISBN：7-112-

07540-8. 

2.  建筑初步（第三版），田学哲、郭逊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10，ISBN：978-7-112-11757-4. 

一、 课程简介 

《房屋建筑学》是土工工程专业的必修课。通过学习，使学生建立起房屋设

计和建造的基本概念，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该课程要求学生掌握

建筑设计和构造的基本知识，具有从事一般中小型民用建筑设计的初步能力，并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与其他专业和工种相互协调、配合，共同完成工程项目的设

计工作。为了更好地完成理论学习与课程设计，本课程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课程目标：了解我国的建筑方针，了解国内外建筑的发展状况，掌握民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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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设计的基本原则；掌握建筑平面、立面和剖面设计在功能使用、建筑形式和空

间构成上的具体要求，能够进行中小型民用建筑的方案设计；了解和掌握建筑结

构体系适用的建筑类型和范围；掌握建筑构成要素，如墙体、屋面、楼地面、基

础、楼梯、门窗及防水和保温的构造做法和施工工艺；了解建筑工业化的实现途

径和方法，了解和掌握建筑统一模数制的概念及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1.4 
具有必备的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及在复

杂土木工程问题中应用的能力 
100% 

 

三、 教学内容和要求 

本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安排及要求如下： 

教学内容 学时 教学方式 作业及要求 基本要求 考查方式 
绪论 2 讲授    

建筑设计 8 讲授 习题 完成要求 书面作业 
结构体系 2 讲授 习题 完成要求 书面作业 
建筑构造 18 讲授 习题 完成要求 书面作业 
建筑工业化 2 讲授    

四、 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注重对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课程成绩包括

以下部分： 

（1）课堂讨论+出勤，占 10％。 

（2）课程大作业成绩，占 30％。 

（2）期末考试，占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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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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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制图（B 类）》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212 
中文名：土木工程制图（B 类） 

课程名称 
英文名：Civil Engineering Drafting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3 学时 48 

开课学期 第 4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工程图学（画法几何）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谢步瀛，土木工程制图 , 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560844183 
2. 谢步瀛，土木工程制图习题集,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2, ISBN: 

15560820121. 
3. 国家标准：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 50001），中国计划出

版社，2011，ISBN：1580177537. 
4. 国家标准：建筑制图标准（GB/T 50104），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1，ISBN：9158017752908 
5. 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制图标准（GB/T 50105），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2011，ISBN：1511217932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实践成绩 + 期末考试 
（10%）+（30%）+（60%） 

一  课程简介 

《土木工程制图（B 类）》是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必修课，通过教学和实践环

节，培养学生通过图纸表达设计意图的技能以及识图能力。本课程的教学内容

包括视图及图样表达的基础知识，以房屋建筑相关的专业如建筑、结构、设备

施工图为重点，兼顾桥梁、道路制图；教学方式主要有课堂讲述和集中上机。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对土木工程专业形体与相关位置的空间逻辑思维和形象思

维能力，掌握土木工程图样的形成方式和表达规则，培养绘制和阅读土木工程

专业图纸的能力，熟练运用 AutoCAD 绘制土木工程专业图。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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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毕业要求 2.3 具有应用图纸、图表和文字描述表达

复杂土木工程问题的能力。 
60% 

2 毕业要求 5.1 
具有应用现代土木工程制图、测量和

检测等工具的能力，并能了解其在具

体应用中的局限性； 
25% 

3 毕业要求 10.1 
针对复杂土木工程项目，具有利用专

业图纸和报告等形式与专业人士和社

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15%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图纸规格和制图技术 毕业要求 2.3、5.1、10.1 
第二章 工程形体的表达方法 毕业要求 2.3、10.1 
第三章 AutoCAD 二维和三维绘图 毕业要求 2.3、5.1、10.1 
第四章 房屋建筑图 毕业要求 2.3 
第五章 建筑施工图 毕业要求 2.3 
第六章 建筑结构施工图 毕业要求 2.3 

理论教学 

第七章 道路和桥梁施工图 毕业要求 2.3 
AutoCAD 上机实训 毕业要求 5.1、10.1 
建筑施工图上机练习 毕业要求 2.3、5.1、10.1 实践教学 
建筑结构施工图上机练习 毕业要求 2.3、5.1、10.1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堂讲授和作业，使学生了解制图规格和视图形成等基

础知识，掌握绘图基本手段。 

课程目标 2：通过对 AutoCAD 等软件的讲解及上机训练，使学生掌握用计

算机绘图来表达设计意图的技术手段。 

课程目标 3：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了解房屋建筑及其各部件的组成及表

达，主要是建筑施工图和结构施工图需要表达的内容了解土木工程图纸，以及

表达方法。 

课程目标 4：通过集中上机实习抄绘图纸，使学生进一步领会实际工程中

图纸表达内容，并掌握表达方法。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1、2、3、4 
毕业要求 5.1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0.1 课程目标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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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制图规格和制图技术（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5.1、10.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土木工程制图对图纸规格、线型、线宽、字体、比例等方面的要求，  

2.  本章教学内容 

(1) 课程介绍及制图标准简介； 

(2) 图纸规格、图纸组成； 

(3) 图线，包括线宽和线型及绘制原则； 

(4) 字体； 

(5) 比例； 

(6) 徒手绘图的方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图线、字体、比例、尺寸标注。 

难点：规定比较多，内容比较繁琐，比例和字体及尺寸的配合。 

第二章 工程形体的表达方法（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10.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土木工程制图中所用到的投影和视图以及视图绘制方法，尺寸标注方

法，掌握断面图和剖面图的概念和画法，掌握尺寸标注的要求和绘制要点。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投影和视图特点介绍； 

(2) 视图的绘制； 

(3) 剖面图和断面图； 

(4) 尺寸标注。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视图的绘制方法，剖面图和断面图的区别和联系，尺寸标注的内容

和绘图要点。 

难点：各种视图的绘制方法，剖面图和断面图的种类及画法，尺寸标注的

细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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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AutoCAD 二位和三维绘图（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5.1、

10.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 AutoCAD 常用二维和三维命令，熟练应用左手键盘、右手鼠标的计

算机绘图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AutoCAD 常用二维制图命令及使用； 

(2) AutoCAD 常用三维绘图命令及使用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AutoCAD 二维命令。 

难点：熟练掌握简化命令，做到鼠标键盘熟练配合画图。 

第四章 房屋工程图（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房屋建筑的设计阶段，理解房屋的组成和作用，了解房屋施工图的分

类。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房屋建筑的设计阶段； 

(2) 房屋的组成和作用； 

(3) 房屋工程图的分类； 

(4) 图线、比例、定位轴线、标高、索引符号和详图符号等一般规定； 

(5) 读图步骤。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房屋的组成及绘图一般规定。 

难点：从各个专业的角度全面理解房屋的组成；各种符号的画法。 

第五章 建筑施工图（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建筑施工图的组成，各种视图的形成、图纸表达内容及图样绘制方

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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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总平面图； 

(2) 建筑平面图； 

(3) 建筑立面图； 

(4) 建筑剖面图； 

(5) 建筑详图。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建筑施工图的形成、表达内容和图样画法。 

难点：建筑专业所需表达的内容的理解以及如何采用合适的图线和比例表

达所需内容。 

第六章 建筑结构施工图（10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 

1.  本章基本要求 

初步了解结构的概念，掌握基础图、结构平面图、构件和节点详图的形成

和画法，掌握钢筋混凝土结构平面表示法，掌握钢结构图纸表达内容和图样画

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房屋结构简介； 

(2) 基础结构图； 

(3) 结构平面图； 

(4) 混凝土构件和节点详图； 

(5) 钢筋混凝土结构平面整体表示法； 

(6) 钢结构施工图。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结构图纸的形成、表达内容和表达方法，重点介绍平面整体表示法

以及钢结构图纸与混凝土结构图纸表达的异同。 

难点：结构的组成、功能以及对结构施工图所要表达的内容的理解及表达

重点。 

第七章  道路和桥梁施工图（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道路施工图和桥梁施工图及其与建筑施工图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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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章教学内容 

(1) 道路施工图； 

(2) 桥梁施工图。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道路施工图和桥梁施工图的形成、表达内容和表达方法。 

难点：道路和桥梁施工图的组成及平立剖面的表达思路及画法。 

（二）实践教学（10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5.1、10.1） 

1.  基本要求 

通过上机训练，熟练掌握利用 AutoCAD 绘制土木工程施工图的方法和要

领；通过抄绘和补绘建筑施工图和结构施工图，加深对建筑施工图和结构施工

图的理解，掌握土木工程施工图纸的绘制方法。 

2.  教学内容 

(1) AutoCAD 二维上机训练； 

(2) AutoCAD 三维上机训练及考核； 

(3) 建筑施工图抄绘辅导； 

(4) 结构施工图抄绘辅导。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AutoCAD 二维绘图命令训练，做到左右手键鼠结合；建筑施工图

和结构施工图的理解和抄绘。 

难点：左右手键鼠配合绘图；对施工图表达内容的理解和重现。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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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力学（B 类）（1）》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EM214 
中文名：结构力学（B 类）（1） 

课程名称 
英文名：Structural Mechanics (B) (1)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4 学时 64 

开课学期 第 4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材料力学、理论力学、高等数学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课程组自编中英文讲义，结构力学，未出版。 
2. Donald A. DaDeppo. Introduction to Structural Mechanics & Analysis 

(1st edition), Prentice Hall, 1999, ISBN: 0138597944. 
3. Russell C. Hibbeler. Structural Analysis (8th edition), Prentice Hall, 

2011, ISBN: 9780132570534. 
4. 龙驭球, 包世华, 袁驷, 结构力学 I——基本教程(第 3 版), 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40348231. 
5. 朱慈勉 , 张伟平 , 结构力学(上册)(第 2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9, ISBN: 9787040266474. 
6. 刘礼华, 欧珠光, 结构力学实验(第 2 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307077560.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实践成绩 + 期末考试 

（20%）+（10%）+（70%） 

一、 课程简介 

结构力学（B 类）（1）是土木工程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核心课程。本课程

的任务是在学习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课程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教学和实践

教学环节，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工程结构分析的基本概念、力学原理和计算方

法，了解各种类型结构的基本力学特征，为学生后续进行其他专业课程学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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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从事结构专业技术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1.3 具有必备的土木工程专业基础知识及

在复杂土木工程问题中应用能力。 
40% 

2 毕业要求 2.2 

基于所学的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并结合文献查阅，能够针对复杂

土木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和建模，并获

得有效结论，且能试图改进。 

30% 

3 毕业要求 3.1 具有完成土木工程结构构件、节点和

单体的设计能力。 
20% 

4 毕业要求 5.2 
具有至少应用一种土木工程方面的大

型分析软件能力，并了解工程适用

性。 
1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绪论 毕业要求 1.3 
第二章 几何构造 毕业要求 1.3、2.2 
第三章 静定结构受力分析 毕业要求 1.3、2.2、3.1 
第四章 静定结构位移分析 毕业要求 1.3、2.2、3.1 
第五章 影响线 毕业要求 1.3、2.2、3.1 
第六章 力法 毕业要求 1.3、2.2、3.1 
第七章 位移法 毕业要求 1.3、2.2、3.1 
第八章 弯矩分配法 毕业要求 1.3、2.2 

理论教学 

第九章 矩阵位移法 毕业要求 1.3、2.2、5.2 
实践教学 结构分析建模与试验 毕业要求 2.2、5.2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了解结构的基本特征以及结构分析的主要任务、基本假定和

目的意义，掌握静定、超静定结构力和位移分析的基本原理和计算过程，了解

各种分析方法的优缺点、适用范围以及相互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课程目标 2：通过对几何构造、影响线、力法、位移法等典型问题进行物

理模型试验和数值建模分析，加深学生对结构分析原理和方法的直观认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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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生的问题分析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 

课程目标 3：能够基于计算结果对结构的受力特征和规律进行总结分析，

具备对结构受力合理性进行识别和判断的能力，并初步具备对结构及其构件进

行概念设计的能力。 

课程目标 4：能够针对实际工程问题，利用所学知识并引入合理假定，必

要时借助有限元软件，建立结构力学模型并开展分析，基于分析结果得到正确

结论并提出改进方法。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3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2.2 课程目标 1、3、4 
毕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1、3 
毕业要求 5.2 课程目标 2、4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结构的基本特征以及结构分析的主要任务、基本假定和目的意义。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结构的定义、特征和类型。 

(2) 结构的几何形式、材料性能、支座类型和荷载作用。 

(3) 结构分析的基本假定。 

(4) 结构分析的主要任务、内容和方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结构的几何形式、材料性能、支座类型和荷载作用。 

难点：结构分析的基本假定及其依据。 

第二章 几何构造（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2.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结构几何构造分析的基本概念和主要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结构的几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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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面杆系结构的基本组成规律。 

(3) 平面杆系结构的计算自由度。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平面杆系结构的几何组成基本规律和计算自由度分析。 

难点：基于铰接三角形规律及计算自由度对平面杆系结构进行几何构造分

析。 

第三章 静定结构受力分析（10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2.2、3.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静定结构受力分析的基本原理、主要方法和步骤，具备绘制静定结构

内力图的能力。 

2.  本章教学内容 

(1) 静定结构受力分析的基本假定、原理和平衡方程。 

(2) 静定梁的受力分析：支座反力、弯矩图、剪力图、轴力图。 

(3) 静定框架的受力分析：支座反力、弯矩图、剪力图、轴力图。 

(4) 静定桁架的受力分析：支座反力、轴力图。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叠加原理，内力及其方向，静定梁及静定框架受力分析的平衡方

程，静定桁架受力分析的结点法和截面法，结构内力图绘制。 

难点：隔离体的力平衡方程，静定多跨梁的受力分析模型，内力图的表达

方式，不同类型结构的受力特点。 

第四章 静定结构位移分析（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2.2、3.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最小势能原理、虚功原理和功的互等定理，掌握静定结构位移计算的

基本原理、主要方法和步骤。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结构分析的最小势能原理、虚功原理、功的互等定理。 

(2) 静定结构在荷载作用下的位移计算。 

(3) 静定结构在温度变化作用下的位移计算。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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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最小势能原理、虚功原理、功的互等定理、单位荷载法、图乘法。 

难点：应变能公式和虚功原理的理论推导，温度变形的计算公式。 

第五章 影响线（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2.2、3.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静定结构内力影响线的基本概念、求解方法及应用范围。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移动荷载和影响线的概念及用途。 

(2) 静定梁的弯矩、剪力及支座反力影响线。 

(3) 静定桁架的轴力影响线。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静力法作影响线、机动法作影响线、结点承载梁的影响线、多荷载

作用的最大内力分析。 

难点：机动法的力学原理、结点承载梁的影响线特点、基于影响线确定最

大内力。 

第六章 力法（10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2.2、3.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超静定结构力法的基本原理和适用范围，掌握采用力法对超静定结构

在荷载、温度变化、支座沉降等作用下的内力和位移进行分析的基本方法和步

骤。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力法的基本概念和典型算例。 

(2) 采用力法求解梁、框架、桁架和拱结构在荷载作用下的内力。 

(3) 采用力法求解对称结构的内力。 

(4) 采用力法求解结构在温度变化和支座沉降作用下的内力。 

(5) 基于力法基本结构的超静定结构位移计算。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力法的基本体系，力法的基本方程，结构对称性的利用，超静定结

构位移求解方法。 

难点：基于变形协调建立力法基本方程的原理，不同类型结构的变形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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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基于力法基本结构进行超静定结构位移分析的理论依据。 

第七章 位移法（10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2.2、3.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位移法的基本原理和适用范围，掌握采用位移法对超静定结构在荷

载、温度变化、支座沉降等作用下的内力进行分析的基本方法和步骤，了解位

移法与力法的内在区别和联系。 

2.  本章教学内容 

(1) 位移法的基本概念和典型算例。 

(2) 杆件的转角位移方程。 

(3) 基于转角位移方程的直接平衡法。 

(4) 基于位移法基本体系的分步叠加法。 

(5) 位移法中的牵连位移和剪力静定问题。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杆端位移产生的杆端力，结间荷载产生的固端内力，位移法的基本

体系，位移法的基本方程。 

难点：未知结点位移的判断与选择，基于力平衡建立位移法基本方程的原

理，分步叠加法刚度系数与转角位移方程的关系。 

第八章 弯矩分配法（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2.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弯矩分配法的基本原理和适用范围，掌握采用弯矩分配法对超静定结

构在荷载作用下的内力进行分析的基本方法和步骤。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弯矩分配法的基本概念和典型算例。 

(2) 采用弯矩分配法求解梁和无侧移框架在荷载作用下的内力。 

(3) 弯矩分配法和位移法相结合，求解有侧移框架在荷载作用下的内力。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弯矩分配法的刚度系数、分配系数和传递系数，有侧移框架内力分

析的组合求解方法。 

难点：弯矩分配法的力学原理，采用组合方法求解有侧移框架内力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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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步骤。 

第九章 矩阵位移法（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2.2、5.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矩阵位移法的基本原理、主要特点和适用范围，掌握采用矩阵位移法

对桁架结构和框架结构在荷载作用下的内力进行分析的基本方法和步骤。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矩阵位移法的基本概念、坐标符号和主要任务。 

(2) 采用矩阵位移法求解桁架结构在荷载作用下的内力。 

(3) 采用矩阵位移法求解框架结构在荷载作用下的内力。 

(4) 矩阵位移法的其他特殊情况考虑。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矩阵位移法的局部坐标与整体坐标，桁架及框架杆件的局部坐标刚

度矩阵、转换矩阵及全局坐标刚度矩阵，结构整体刚度矩阵的组装，结间荷载

的等效结点荷载。 

难点：杆件刚度矩阵中刚度系数的定义，结构整体刚度矩阵组装的力学原

理，结间荷载等效为结点荷载的力学原理及其在求解过程中的影响。 

（二）实践教学（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2、5.2） 

1.  基本要求 

掌握通过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对结构分析方法及其原理进行验证和重现的

基本方法。 

2.  教学内容 

(1) 结构静力分析的物理模型试验。 

(2) 结构静力分析的数值建模方法。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内力、位移、影响线、力法、位移法等典型算例的模型构建方法，

物理模型试验的试件设计、测量内容和实施步骤。 

难点：典型力学问题的模型设计，物理模型试验数据的正确获取及其与理

论分析结果的对比验证。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44



《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216 
中文名：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 

课程名称 
英文名：Basic Theory of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es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4 学时 64 

开课学期 第 5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结构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建筑材料、材料力学、结构力学（B 类）（1）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课程组自编讲义, 钢筋混凝土基本原理, 未出版. 
2.《初等钢筋混凝土结构》Elementry Reinforced Concrete Design 
李著璟 清华大学出版社 
3. Reinforced concrete---A fundamental approach,  Rachel Nawy, 

Prentice Hall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期末考试 
（40%）+（60%） 

一、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主要专业必修课程，采用双语教学。开设本

课程的目的是通过向学生讲授混凝土结构的材料性能、各类构件的受力性能及

设计计算方法和构造，使其具备设计混凝土结构基本构件的设计能力，同时具

备阅读和翻译相关的专业英文文献资料的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

熟悉混凝土和钢筋的材料力学性能，掌握混凝土结构的基本工作原理及主要特

点，重点掌握基本构件的受力特征、设计计算方法、构造要求及规范条文，能

够从事一般混凝土构件的设计。熟练掌握混凝土结构英语专业词汇，熟悉国外

主要国家混凝土结构设计基本理论和设计方法，及其与我国规范的差异，并能

阅读和翻译相关的专业文献。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1.4 具有必备的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及在复

杂土木工程问题中应用的能力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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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业要求 2.2 

基于所学的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并结合文献查阅，能够针对复杂

土木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和建模，并获

得有效结论，且能试图改进 

35%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绪论 毕业要求 1.4 
第二章 材料性质 毕业要求 1.4、2.2 
第三章 设计方法 毕业要求 1.4、2.2 
第四章 分析方法 毕业要求 2.2 
第五章 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 毕业要求 1.4、2.2 
第六章 构件的斜截面抗剪承载力 毕业要求 1.4、2.2 
第七章 构件的斜截面抗扭承载力 毕业要求 1.4、2.2 
第八章 构件的开裂和变形 毕业要求 1.4、2.2 

理论教学 

第九章 预应力 毕业要求 1.4、2.2 
实践教学 教学试验 毕业要求 1.4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掌握钢筋混凝土材料在单轴或多轴受

力下的基本力学特性，为构件的力学分析奠定基础。 

课程目标 2：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掌握工程结构的基本分析方法和设计

方法。一方面保证设计计算分析的准确性，同时保证设计的结构具备必要的安

全储备。 

课程目标 3：设置试验室教学试验，课堂小型试件加载比赛等丰富的实践

环节，使学生建立直接的感性认识，培养专业兴趣，帮助建立基本力学概念。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2.2 课程目标 2、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基本概念及特点，了解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历史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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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状及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钢筋混凝土的基本概念 

(2) 本课程的内容、与要求 

(3) 钢筋混凝土的历史和发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概念及特点、本课程的学习方法。 

难点：本课程在学习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二章 材料性质（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2.2） 

1.  本章基本要求 

  对钢筋和混凝土的基本机械性能有深入的了解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混凝土的机械性能 

(2) 收缩和徐变 

(3) 钢筋的种类 

(4) 钢筋的机械性能 

(5) 钢筋和混凝土之间的粘结性能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混凝土材料的长期和短期性能。 

难点：混凝土材料的本构关系和破坏准则。 

第三章 钢筋混凝土构件设计的基本原则（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2.2） 

1.  本章基本要求 

  理解按极限状态设计的意义。了解失效概率及可靠指标等基本概念，荷

载及材料强度的标准值，设计值及分项系数的意义。掌握两种极限状态实用表

达式的应用。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极限状态设计方法介绍 

(2) 中国现行规范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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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极限状态设计法。 

难点：可靠度指标的概念。 

第四章 钢筋混凝土构件设计的分析方法（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结构分析的基本条件(平衡条件，本构关系和变形协调条件)的应用方

法。了解钢筋混凝土构件在受力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线性特征 

2.  本章教学内容 

(1) 设计和分析的区别 

(2) 三大基本方程 

(3) 轴心受压、轴心受拉构件的受力分析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基本力学参数（力、应力、应变、位移）之间的关系。 

难点：基本方程的灵活使用。 

第五章 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10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2.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正截面承载力的计算方法。深入理解偏心受压构件的两种破坏形态、

特征及其形成条件，不同长细比柱的破坏类型，偏心距增大系数和附加偏心距

的意义及其影响。熟练掌握矩形、Ⅰ字形截面偏心受力构件（不对称及对称配

筋）的计算方法，适用条件及其构造要求。掌握偏压剪构件的计算方法。深入

理解梁受力各阶段截面应变和应力的分布、破坏特征及配筋率对破坏特征的影

响。理解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基本假定及其及意义。熟练掌握矩形，Ⅰ形截面

梁的配筋计算方法，适用条件及构造要求。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受弯构件的力学行为 

(2) 梁的设计方法 

(3) 板设计方法 

(4) 轴向力对抗弯性能的影响 

(5) N－M 互相作用 

48



(6) 大偏心受压破坏 

(7) 小偏心受压破坏 

(8) 柱的设计方法 

(9) 构造要求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平衡、本构、变形协调三大方程在构件正截面承载力分析中的应

用。 

难点：N-M 相互作用曲线的应用。 

第六章 钢筋混凝土梁、柱构件的抗剪承载力（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2.2） 

1.  本章基本要求 

理解无腹筋梁斜裂缝出现后应力状态及其破坏形态。了解影响抗剪能力的

因素。深入理解腹筋的作用及其对破坏形态的影响。熟练掌握有腹筋梁斜截面

受剪承载力计算方法及其限制条件。掌握受弯构件钢筋的布置，纵筋的弯起及

切断、纵筋的锚固等构造要求。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各向同性弹性梁的斜截面破坏 

(2)   无抗剪钢筋梁的抗剪 

(3)   有抗剪钢筋梁的抗剪 

(4)   抗剪设计方法 

(5)   抵抗弯矩图 

(6)   钢筋截断和弯起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剪跨比概念及其对抗剪承载力的影响。 

难点：桁架模型。 

第七章 钢筋混凝土梁、柱构件的抗扭承载力（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2.2） 

1.  本章基本要求 

理解矩形截面纯扭构件的受力性能、破坏特点、截面限制条件及构造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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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的意义。掌握弯、剪、扭构件的配筋计算方法及其构造要求。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抗扭的弹性和塑性特征  

(2) 钢筋混凝土梁的抗裂能力  

(3) 钢筋混凝土梁的抗扭极限承载力 

(4) 纯扭设计方法 

(5) 弯、剪、扭复合受力行为 

(6) 弯、剪、扭、压复合受力下的承载能力设计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 抗扭抵抗矩的概念；复合受力承载力计算。 

难点：空间桁架模型。 

第八章 受弯构件的开裂和挠度（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2.2） 

1.  本章基本要求 

深入理解梁在纯弯区段内的应力重分布全过程，开裂后钢筋和混凝土应变

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理解裂缝宽度及截面抗弯刚度的计算原理。掌握最大

裂缝宽度及构件挠度的验算方法。了解《规范》对不需验算裂缝宽度及构件挠

度规定依据，裂缝控制的目的与要求，非荷载效应引起裂缝的原因及相应的措

施。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挠度控制极限   

(2) 构件短期挠度和长期挠度的计算 

(3) 裂缝控制极限 

(4) 粘结滑移法 

(5) 零滑移法  

(6) 钢筋混凝土构件的开裂特征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钢筋混凝土构件中裂缝宽度和变形的计算方法。 

难点：钢筋混凝土构件中裂缝的分布特征。 

第九章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10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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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基本要求 

深入理解预应力的基本概念，掌握通过预应力方法实现控制裂缝的基本方

法，学会预应力的基本计算方法，掌握预应力构件的承载力计算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预应力基本概念   

(2) 预应力施工方法及分类 

(3) 预应力损失及估算方法 

(4) 预应力构件的基本设计方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构件的承载力计算方法。 

难点：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损失的计算方法。 

（二）实践教学（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基本要求 

通过钢筋混凝土梁的抗弯、抗剪试验，观察破坏过程，整理试验数据，书

写试验报告。 

1.  教学内容 

(1) 学习钢筋混凝土梁抗弯、抗剪试验的基本测试方法 

(2) 观察破坏过程 

(3) 以试验报告的形式汇报试验测试内容 

2.  重点和难点 

重点：实际操作、加载测试、总结报告等。 

难点：混凝土裂缝的发展规律。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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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质》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02 
中文名：工程地质 

课程名称 
英文名：Engineering geology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必修课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5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大学物理、高等数学、大学化学、工程力学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工程地质学， 石振明, 孔宪立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第 2 版，ISBN 978-7-112-12823-5 
2.工程地质，张茂花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第 1 版 ISBN 
978-7-302-30565-1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期末考试 
（30%）+（70%） 

一、 课程简介 

《工程地质》是研究人类工程活动与地质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

是土木工程专业非常重要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教学内容包括岩石的成因，

矿物和三大类岩石的特征及其鉴别，地质年代及其相对地质年代的确定方法，

第四纪地质及地貌特征，地质构造特征及野外识别，岩石与岩体的工程地质特

征，工程地质图的阅读，土的工程性质和类别及特殊土的工程地质问题，地下

水类型、特征及其地下水的地质作用，不良地质现象的工程地质问题及其防护

措施，原位测试等。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了解工程建设中经常遇到的

工程地质现象和问题，以及这些现象和问题对工程建筑设计、施工和营用过程

中的影响，并能正确处理和合理利用自然地质条件。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1.3 具有必备的土木工程专业基础知识及

在复杂土木工程问题中应用能力。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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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业要求 2.3 具有应用图纸、图表和文字描述表达

复杂土木工程问题的能力。 
5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绪论 毕业要求 1.3 
第二章 岩石的成因及其工程地质特征 毕业要求 1.3、2.3 
第三章 地质构造及其对工程的影响 毕业要求 1.3、2.3 
第四章 土的工程性质与分类 毕业要求 1.3、2.3 
第五章 地下水 毕业要求 1.3、2.3 
第六章 不良地质现象的工程地质问题 毕业要求 1.3、2.3 

理论教学 

第七章 原位测试 毕业要求 1.3 
实践教学 矿物与岩石鉴定实习 毕业要求 1.3、2.3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初步掌握工程地质的基本理论及其不

良地质现象的工程地质问题。 

课程目标 2：通过矿物与岩石的鉴定实习，要求学生理解与工程相关的地

质环境的特点，掌握矿物与三大类岩石的特征及其鉴别方法，学会描述其特

征，进行实习报告整理方法。 

课程目标 3：通过分组讨论以及口头汇报的形式，要求学生通过团队合作

方式，能够利用专业基础知识分析工程地质条件，解决复杂工程地质问题。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2、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工程地质的基本概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工程地质条件和主要工

程地质问题及学习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53



(1) 工程地质概念及工程地质条件。 

(2) 现代土木工程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3)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工程地质的概念、工程地质条件、工程地质问题及本课程的学习方

法。 

难点：不同类别土木工程存在的不同的工程地质问题。 

第二章 岩石的成因及其工程地质特征（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 和 2.3）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矿物和三大类岩石的工程特征，地质年代、第四纪地质特征和地貌特

征。 

2.  本章教学内容 

(1) 主要造岩矿物的特点。 

(2) 三大类岩石的结构构造特征。 

(3) 地质年代和相对地质年代的确定方法。 

(4) 第四纪地质特征和地貌特征。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三大岩类的特征及其相对地质年代的确定方法。 

难点：矿物的识别和三大类岩石的结构构造特征及其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第三章 地质构造及其对工程的影响（10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 和 2.3）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水平、单斜构造、褶皱构造和断裂构造及其地层的接触关系的工程地

质特征，岩石和岩体的工程地质性质及其地质图的阅读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水平、单斜构造特点，岩层的产状要素及其测定方法。 

(2) 褶皱构造的特点及其野外识别的方法。 

(3) 断裂构造(节理、断层)的特点、野外识别的方法及其与工程的关系。 

(4) 岩石和岩体的工程地质性质。 

(5) 地质图的阅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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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各种地质构造的特点及其野外识别的方法。 

难点：地质构造在地质图上的表现特点及其阅读地质图。 

第四章 土的工程性质与分类（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 和 2.3）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土的组成与结构及构造、分类、土的成因类型特征和特殊土的工程地

质特征。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土的组成与结构及构造及其工程分类和土的成因类型特征。 

(2) 特殊土的特征和工程地质问题。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土的结构构造及其特殊土的工程地质特征。 

难点：特殊土的工程地质特征及其对工程的影响。 

第五章 地下水（3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 和 2.3）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地下水类型、特征、排泄补给关系和等水位线图阅读方法、地下水的

物理化学性质、地下水对建筑工程的影响。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地下水类型、主要特征及其排泄补给关系，地下水的等水位线图的阅

读方法。 

(2) 地下水的物理化学性质。 

(3) 地下水对建筑工程的影响。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地下水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建筑工程的影响。 

难点：地下水等水位线的阅读及其分析地下水对建筑工程的影响。 

第六章 不良地质现象的工程地质问题（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 和 2.3）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风化作用、河流地质作用、滑坡、崩塌、岩溶与土洞、地震效应等特

点及其各种不良地质作用对工程建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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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章教学内容 

(1) 风化作用、河流地质作用的特点。 

(2) 滑坡、崩塌的特点。 

(3) 岩溶与土洞的工程地质特征。 

(4) 地震及其地震效应。 

(5) 不良地质作用对工程的影响。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各种地质不良作用的工程地质特征及其对工程的影响。 

难点：分析工程中不良地质作用引起的工程地质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第七章  原位测试（1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 

1.  本章基本要求 

 原位测试概念及主要的测试技术的原理和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原位测试的方法及主要测试手段的原理、方法及其适用范围。测试技术

有： 

静力载荷试验、静力触探试验、圆锥动力触探、标准贯入试验、十字板剪

切试验等。  

（二）实践教学（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 和 2.3） 

1.  基本要求 

通过矿物与岩石鉴定，掌握用肉眼鉴定常见造岩矿物的基本方法和常见岩

石的鉴定特征。 

2.  教学内容 

(1) 矿物的肉眼鉴定方法。 

(2) 三大类岩石的肉眼鉴别方法。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典型矿物的识别和三大类岩石的鉴别。 

难点：矿物的物理和力学特征的鉴别方法及其三大类岩石的结构构造的鉴

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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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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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试验》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07 
中文名：结构试验 

课程名称 
英文名：Structural Experiment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2 学时 34 

开课学期 第 5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建筑材料等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姚振纲，刘祖华 . 建筑结构试验，同济大学出版社，1996，  
ISBN: 

978-7-5608-1698-2 
2.易伟建，张望喜 编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ISBN: 978-

7-112-18684-6 
3.张家启，李国胜，惠云玲. 建筑结构检测鉴定与加固设计，2011, 

ISBN: 978-7-112-12902-7. 
4.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准 （GB/T50152-2012），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2012，ISBN：1511221818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试验成绩 + 期末考试 
（10%）+（30%）+（60%） 

一、 课程简介 

《结构试验》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其基本概念和技术是土

木工程师从事建筑结构工程建设和研究的必备知识。 

该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包括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课堂教学，主要讲解结构试验设计、测试仪器和加载设备、结构单

调和低周反复加载静力试验、结构动力特性测试以及结构可靠性检测的基本理论

和方法。 

另一部分为试验教学：主要包括等强度梁应变测试试验、钢桁架单调静力加

载试验、钢框架动力特性测试以及混凝土强度现场检测试验等。 

该课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理论和实践教学，使学生获得建筑结构试验方面的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进行一般建筑物结构试验的设计和规划，完成对所测

目标的观察、记录和分析。并且能够通过试验结果对建筑结构的性能进行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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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发展新的结构设计理论和计算方法。同时具备能够针对既有建筑可靠性评

价的能力。 

二、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4.1 
具有基于科学原理和方法，进行复杂

土木工程结构试验设计、实施和分析

的能力。 
40% 

2 毕业要求 4.2 具有基于科学原理和方法，进行既有

建筑物可靠性检测的能力。 
30% 

3 毕业要求 4.3 
具有把研究成果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

能力，并能理解研究成果与实际工程

应用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别。 
15% 

4 毕业要求 5.1 
具有应用现代土木工程制图、测量和

检测等工具的能力，并能了解其在具

体应用中的局限性。 
15%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结构试验概论 毕业要求 4.1、4.3 
第二章 结构试验设计 毕业要求 4.1 
第三章 结构试验的荷载设备 毕业要求 5.1 
第四章 结构试验数据采集和测量仪器 毕业要求 5.1 
第五章 结构静载试验 毕业要求 4.1、4.3 
第六章 结构动载试验 毕业要求 4.1、4.3 

理论教学 

第七章 结构现场检测技术和可靠性鉴定 毕业要求 4.2、4.3 
电阻应变片、位移计、百分表等使用技

术 毕业要求 5.1 

等强度梁静力试验 毕业要求 4.3、5.1 

简支钢桁架梁非破坏试验 毕业要求 4.1、4.3、
5.1 

钢框架动力特性测试试验 毕业要求 4.1、4.3、
5.1 

实验教学 

超声-回弹法测定混凝土强度试验 毕业要求 4.2、4.3、
5.1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具有进行一般结构试验设计能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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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静、动力试验基本过程，并能了解目前方法存在的局限性。 

课程目标 2：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掌握既有建筑可靠性检测和评估的基本

原理和方法，了解国内目前既有建筑可靠性检测的发展现状和不足； 

课程目标 3：通过实验教学，要求学生能够掌握结构试验基本加载设备和仪

器的使用，具有完成简单结构静、动力试验的能力，并能把试验结果与实际结构

联系起来。 

课程目标 4：通过具体试验环节以及小论文的形式，使学生了解现有试验

设备的局限和最新的发展趋势。 

毕业要求指标点和课程教学目标关系见下表：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4.1 课程目标 1、3 
毕业要求 4.2 课程目标 2、3 
毕业要求 4.3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5.1 课程目标 1、2、3、4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5.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结构试验的基本任务和过程，了解结构试验的基本目的、分类和发展

历史和现状。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结构试验课程的特点和任务。 

(2) 我国结构试验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3) 结构试验的目的和基本分类等。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结构试验的基本过程和目的。 

第二章 结构试验设计（5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 

1.  本章基本要求 

主要掌握结构试验构件设计、加载设计、观察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

了解结构试验中安全和误差控制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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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章教学内容 

(1) 结构试验试件设计，包括形状、大小和数量设计，模型相似设计等。 

(2) 结构试验加载设计和观察设计。 

(3) 结构试验误差和安全控制措施。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结构试验模型设计、加载和观察设计。 

难点：结构试验模型设计和误差控制。 

第三章 结构试验的荷载设备（1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5.1）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结构试验静、动力加载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重力加载法、液压加载法和机械加载法等。 

(2) 惯性力加载法、人工激振加载法和环境随机振动加载法等。 

(3) 荷载支承设备和试验台座。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了解各种基本加载方法和其适用的试验类型。 

难点：加载设备与具体试验相结合的能力培养。 

第四章 结构试验数据采集和测量仪器（3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4.2、

5.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电阻应变计测应变以及测振传感器测位移和加速度的基本原理，并能

了解各类仪器的局限性；具有建立数据采集系统的能力。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电阻应变计测量应变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介绍位移传感器、力传感器

和裂缝等测量仪器的种类和使用方法。 

(2) 测振传感器测量位移和加速度基本原理和方法。 

(3) 测量采集系统的建立。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电阻式应变计测量应变原理；测振传感器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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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各种测量仪器的使用局限性。 

第五章 结构静载试验（3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4.3）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结构静载试验的加载制度，了解各类结构静载试验的试验过程。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结构单调加载静力试验 

(2) 结构低周反复加载静力试验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结构单调加载和低周反复加载试验的加载制度。 

难点：使学生理解加载制度设计对完成结构静载试验的重要性。 

第六章  结构动力试验（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4.3）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结构动力特性测试方法；了解结构抗震振动台动力加载试验。 

2.  本章教学内容 

(1) 人工激振法测量结构动力特性。 

(2) 环境随机振动法测量结构动力特性。 

(3) 结构抗震振动台动力加载试验。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结构动力特性测试方法。 

难点：环境随机振动法测量结构动力特性。 

第七章  结构试验现场检测技术和可靠性鉴定（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2、4.3、5.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掌握我国目前结构可靠性鉴定的基本方法

和过程。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 

（2） 钢结构和砌体结构现场检测技术。 

（3） 既有建筑可靠性鉴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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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混凝土结构强度、裂缝和缺陷的现场检测；既有建筑物可靠性鉴定

技术。 

难点：既有建筑可靠性鉴定技术。 

（二）试验教学（10 学时） 

1. 电阻应变片粘贴技术、位移计、百分表和力传感器的使用（2 学时）（支

撑毕业要求 4.3、5.1） 

(a) 基本要求 

提前预习试验大纲，掌握电阻应变片的粘贴技术等。 

(b) 教学内容 

(1) 了解电阻应变片的选用方法。 

(2) 在等强度梁上粘贴电阻应变片。 

(3) 在等强度梁上安装位移测量仪器和加载设备。 

(c) 重点和难点 

重点：电阻应变片的粘贴。 

难点：电阻应变片与导线的焊接。 

2.等强度悬臂梁静力试验（2.0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4.3、5.1） 

(a) 基本要求 

掌握利用电阻应变计数，并能采用不同桥路测量结构应变，掌握相关仪器

设备的安装和使用方法。 

(b) 教学内容 

(1) 1/4 桥、半桥和全桥线路连接。 

(2) 不同桥路下，悬臂梁应变的测量。 

(3) 测量数据分析、与理论数据比较并完成试验报告。 

(c) 重点和难点 

重点：采用电阻应变计测量结构应变。 

难点：不同桥路的连接。 

3.简支钢桁架非破坏试验 （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4.3、5.1） 

(a)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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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以小组的形式完成简支钢桁架单调静载非破坏试验，掌握相关加载和

量测设备的性能、安装和使用方法，并了解其局限性。 

(b) 教学内容 

(1) 以小组（一般 4-5 名同学一组）形式，在试验大纲的提示下，完成简

支钢桁架单调静载非破坏试验，并能测得有效结果； 

(2) 完成数据分析、试验结果与理论计算对比并完成实验报告。 

(c) 重点和难点 

重点：通过该试验，掌握结构单调静力加载试验。 

难点：实验结果和理论分析对比。 

4.钢框架动力特性测定试验 （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4.3、5.1） 

(a) 基本要求 

能够以小组的形式，分别采用人工激振法和环境随机振动法完成钢框架动

力特性测定，掌握相关加载和量测设备的性能、安装和使用方法，并了解其局

限性。 

(b) 教学内容 

(1) 以小组（一般 4-5 名同学一组）形式，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钢框架

动力特性测试，并能测得有效结果； 

(2) 完成数据分析、试验结果与理论计算对比并完成实验报告。 

(c) 重点和难点 

重点：通过该试验，初步掌握结构动力特性测试方法。 

难点：环境随机振动法测量和数据分析。 

5.超声-回弹法测量混凝土强度试验 （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2、4.3、

5.1） 

(a) 基本要求 

能够以小组的形式，分别采用回弹法、超声法和超声-回弹法测量混凝土强

度，掌握相关加载和量测设备的性能、安装和使用方法，并了解其局限性。 

(b) 教学内容 

(1) 以小组（一般 4-5 名同学一组）形式，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回弹仪和

超声仪，完成混凝土强度的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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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数据分析并完成实验报告。 

(c) 重点和难点 

重点：通过该试验，初步掌握混凝土强度现场检测方法。 

难点：超声仪测量混凝土强度。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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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力学与基础工程》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08 
中文名：土力学与基础工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Soil Mechanics and Foundation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4 学时 64 

开课学期 第 5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土木工程概论、高等数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王建华, 张璐璐，陈锦剑，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2011，ISBN: 9787112138043. 
2. 赵成刚等.土力学原理（修订本）．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3. 高向阳．土力学学习指导与考题精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4. 陈希哲，叶菁．土力学与地基基础，第 5 版．北京：清华大学

出版社，2013．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作业 + 实验 + 期中考试 + 期终考试 
（20%）+（10%）+（20%）+ （50%） 

一  课程简介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是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包括土力学

基本理论和地基基础设计原理两部分内容，分别介绍了土的物理性质与工程分

类、土的渗透性和工程降水、土中应力分布与有效应力原理、土的压缩与固

结、土的抗剪强度、土压力、地基承载力、土坡稳定分析、浅基础、桩基础和

地基处理。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对土力学的基本原理与地基基础设计方

法有所掌握，培养了土力学分析和工程应用的思维方式，为日后从事土木工程

设计和研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1.4 具有必备的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及在复

杂土木工程问题中应用的能力。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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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业要求 4.1 
具有基于科学原理和方法，进行复杂

土木工程结构试验设计、实施和分析

的能力。 
3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 1 章 绪论 毕业要求 1.4、4.1 
第 2 章 土的物理性质和工程分类 毕业要求 1.4 
第 3 章 土的渗透性与工程降水 毕业要求 1.4 
第 4 章 土体应力和有效应力原理 毕业要求 1.4 
第 5 章 土的压缩和固结 毕业要求 1.4 
第 6 章 土的抗剪强度 毕业要求 1.4 
第 7 章 土压力 毕业要求 1.4、4.1 
第 8 章 地基承载力 毕业要求 1.4、4.1 
第 9 章 土坡稳定分析 毕业要求 1.4、4.1 
第 10 章 浅基础 毕业要求 1.4、4.1 
第 11 章 桩基础 毕业要求 1.4、4.1 

理论教学 

第 12 章 地基处理 毕业要求 1.4、4.1 
含水量试验 毕业要求 1.4 
压缩试验 毕业要求 1.4 实验教学 
强度试验 毕业要求 1.4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掌握土力学基本原理和地基基础工程

常用分析和设计方法，通过工程案例教学使学生对于岩土工程设计施工有初步

的认识。 

课程目标 2：通过小组室内土工试验、撰写实验的形式，要求学生能够掌

握基本的土工试验技能，加深理解土体物理力学特性的基础知识。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4.1 课程目标 1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4.1） 

1.  本章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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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土力学与地基基础的研究对象、目的、基本内容，并明确各章节内容

的相互关系，引导学生从力学角度分析土体特性及进行工程设计的思维方式，

初步了解土力学的分析方式和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土的概念、三相组成、力学性质的重要因素； 

(2) 地基和基础的基本概念； 

(3) 土力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4) 日常生活中的土力学原理； 

(5) 国内外地基基础工程典型案例； 

(6) 课程的内容、各章关系和学习要求。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土的三相特性和强度和变形的特性。 

难点：力学角度分析土体特性和工程设计的思维方式。 

第二章 土的物理性质和工程分类（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土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及土与岩石的关系，掌握土的粒组、颗粒级配概

念，学会绘制级配曲线和三相图，掌握密度、重度、孔隙比、孔隙率、含水

量、密实度、稠度等的概念，了解土的工程分类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土的形成和演变； 

(2) 土的基本特征和物质组成； 

(3) 级配曲线、三相图； 

(4) 土的物理特性指标； 

(5) 土的物理状态指标； 

(6) 土的工程分类。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级配曲线、三相图的绘制方法，密度、孔隙性、含水性等基本物理

特性指标的计算方法。 

难点：利用三相图对物理指标进行计算；密度、孔隙性、含水性等基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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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特性指标的换算关系。 

第三章 土的渗透性与工程降水（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渗透系数、渗透力、渗透破坏的概念，了解工程降水的基本方法，掌

握达西定律和适用范围，理解渗流连续方程的物理意义，掌握流网的特点和绘

制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达西定律； 

(2) 渗透系数； 

(3) 二维渗流和流网； 

(4) 渗透力； 

(5) 渗透破坏； 

(6) 工程降水。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达西定律和渗透系数。 

难点：二维渗流连续方程的推导及流网的绘制方法。 

第四章 土体应力和有效应力原理（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土的弹塑性特点及应力应变的关系，了解弹性理论在土的应力计算的

基本假定，掌握自重应力、基底压力、土中附加应力等基本概念和计算方法，

掌握有效应力原理和计算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弹性理论中土体的基本假定； 

(2) 地基的应力状态； 

(3) 地基的自重应力； 

(4) 基底压力； 

(5) 土中附加应力； 

(6) 有效应力原理。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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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土中附加应力和计算方法、有效应力原理及其饱和土中有效应力的

计算方法。 

难点：弹性理论框架下土体应力解的基本假定。 

第五章 土的压缩和固结（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理解土的压缩性、固结和沉降的基本概念，根据固结试验结果绘制压缩曲

线确定基本压缩指标，了解变形模量和压缩模量的关系，掌握单向固结理论和

固结度的概念，熟练掌握单向分层总和法的地基沉降计算方法，了解地基变形

的控制措施。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压缩、沉降和固结的概念； 

(2) 固结试验； 

(3) 压缩性指标； 

(4) 单向固结理论； 

(5) 地基沉降量的计算； 

(6) 地基容许变形和减少变形危害的措施。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固结试验的测试方法、压缩曲线、压缩性指标的确定，以及沉降量

的计算方法。 

难点：单向固结理论。 

第六章 土的抗剪强度（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土的屈服和破坏的基本概念，掌握土的抗剪强度和剪切试验，学会利

用绘制摩尔圆确定抗剪强度指标，理解砂土和黏土的剪切性状，了解临界状态

理论。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土的屈服和破坏； 

(2) 剪切试验； 

(3) 三轴试验的孔压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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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力路径； 

(5) 土的典型剪切性状； 

(6) 饱和黏性土的抗剪强度； 

(7) 临界状态理论。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强度的概念、剪切试验和抗剪强度指标的确定。 

难点：土的典型剪切性状和临界状态理论。 

第七章 土压力（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4.1）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土压力的类型和适用范围，掌握朗肯土压力和库伦土压力理论及计算

公式。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墙体位移与土压力类型； 

(2) 静止土压力计算； 

(3) 朗肯土压力理论； 

(4) 库仑土压力理论； 

(5) 土压力分析的工程应用。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静止土压力，朗肯土压力和库仑土压力的基本概念、适用范围及相

互关系。 

难点：朗肯土压力理论与“库仑土压力理论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 

第八章 地基承载力（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4.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地基破坏形式、地基破坏过程、地基临塑荷载和临界荷载的计算、地

基极限承载力的计算。了解临塑荷载和临界荷载的区别，掌握极限承载力理论

计算公式及其适用范围，了解地基容许承载力的概念和按地基规范确定地基容

许承载力的方法，影响地基承载力大小的主要因素。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地基的变形和失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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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基破坏模式； 

(3) 地基的临塑和临界荷载； 

(4) 地基极限承载力的计算； 

(5) 地基的容许承载力。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临塑荷载及极限荷载的定义，确定地基承载力的理论公式方法。 

难点：地基承载力理论公式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第九章 土坡稳定分析（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4.1） 

1.  本章基本要求 

理解土坡滑动失稳的原因，了解无黏性土坡的稳定性、黏性土坡的稳定

性，掌握土坡稳定的简化计算方法，掌握边坡稳定极限平衡分析法及最危险滑

裂面的确定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土坡稳定简化分析； 

(2) 边坡稳定极限平衡分析的条分法； 

(3) 土坡稳定分析的新进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边坡稳定极限平衡分析的条分法，各种条分方法的假设和适用条

件。 

难点：各种条分方法的平衡方程和条间力的假定。 

第十章 浅基础（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4.1）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天然地基上浅基础的设计原理与计算方法，熟练掌握浅基础设计步骤

和相关的内容，包括基础类型选择，基础埋置深度的确定，基础底面尺寸确

定，地基承载力和变形验算。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浅基础的类型； 

(2) 基础埋置深度； 

(3) 地基基础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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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基设计计算； 

(5) 连续基础设计分析方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基础类型选择，基础埋置深度的确定，基础底面尺寸确定，地基承

载力和变形验算。 

难点：连续基础设计分析方法。 

第十一章 桩基础（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4.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单桩竖向承载力计算、桩基水平承载力计算方法，掌握群桩效应的概

念和桩基沉降计算。了解桩基础设计的基本步骤和承载力验算方法。了解产生

桩负摩擦力的机理、出现负摩擦力的工程情况、影响桩基承载力大小主要因

素。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桩的分类； 

(2) 单桩竖向承载力的确定； 

(3) 桩的负摩擦力和抗拔承载力； 

(4) 桩基水平承载力； 

(5) 群桩效应； 

(6) 桩基沉降计算； 

(7) 桩基设计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桩基竖向和水平承载力计算，桩基水平承载力的理论方法，各种理

论计算公式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难点：桩基沉降计算。 

第十二章 地基处理（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4.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常用的软土地基和特殊地基处理方法、加固机理和适用条件。熟悉复

合地基设计的概念，掌握换土垫层的设计要点。 

2.  本章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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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换土垫层法； 

(2) 桩土复合地基法； 

(3) 复合地基理论； 

(4) 重锤夯实法和强夯法； 

(5) 预压加固法； 

(6) 灌浆法和化学加固法； 

(7) 土工合成材料。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桩土复合地基法和复合地基理论。讲述复合地基作用机理与破坏模

式及其设计计算方法。 

难点：各种地基处理方法的应用范围。 

（二）实验教学（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基本要求 

通过土工试验和试验数据结果整理分析，学会测定土的含水率、压缩系数

和抗剪强度等，掌握土的含水性，压缩性和强度特性指标的计算方法。 

2.  教学内容 

(1) 含水量实验； 

(2) 压缩实验； 

(3) 强度实验。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设备、测试方法及操作步骤。 

难点：试验数据分析整理和相关土性参数的计算。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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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项目管理》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36 
中文名：土木工程项目管理 

课程名称 
英文名：Project Management in Civil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概率论、管理学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课程组自编讲义, 土木工程项目管理, 未出版. 
2. 工程项目管理（第 4 版），成虎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 
3. 成功的项目管理（第二版），Jack Gido, James P. Clements 著，张

金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4. 现代项目管理（上、中、下），白思俊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1。  
5.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第 3 版），美国现代项目管理协会

（PMI）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课堂+平时作业+大作业+期末考试 
（15%）+（15%）+（15%）+（55%） 

一  课程简介 

《土木工程项目管理》是一门既有理论又重实践的管理基础课程。通过课

堂讲授、课外阅读和分组作业，系统学习和掌握项目管理的概念、方法和工具

等基础知识，了解学科前沿的一些最新进展，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

时。通过课内教学活动和课后分组作业等，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团队合作精

神，培养学生将项目管理原理和经济决策方法应用于土木工程项目管理中，并

体现出一定的组织、管理和领导能力。课程内容包括项目管理概论、进度管

理、成本计划和绩效、风险管理、项目采购与合同管理、计算机辅助项目管理

等。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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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11.1 理解和掌握土木工程专业相关管理原

理和经济决策方法。 
70% 

2 毕业要求 11.2 
能够将项目管理原理和经济决策方法

应用于土木工程项目管理中，并体现

出一定的组织、管理和领导能力。 
3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绪论 2 毕业要求 11.1、11.2 
第二章 项目合同管理 2 毕业要求 11.1 
第三章 建设项目采购管理 2 毕业要求 11.1 
第四章 项目团队与项目组织 4 毕业要求 11.1、11.2 
第五章 沟通管理 2 毕业要求 11.2 
第六章 工程项目的系统分析与范围管理 4 毕业要求 11.1、11.2 
第七章 进度管理 6 毕业要求 11.1 
第八章 成本计划和绩效 2 毕业要求 11.1、11.2 
第九章 项目风险管理 2 毕业要求 11.1 

课堂教学 

第十章 计算机辅助项目管理 4 毕业要求 11.1、11.2 
团组大作业 项目团队报告 2 毕业要求 11.1、11.2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设立课程目标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课程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实现路径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讲解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

强化实践环节，通过实际工程项目管理的案例分析，使同学们更好地理解基本

原理、提高对课程的兴趣、理解和掌握必要的项目管理原理和经济决策方法，

并对土木工程项目具有初步的科学管理能力。课堂教学采用启发式和参与式教

学方法，形成活跃的课堂教学氛围。 

课程目标 2：通过团组大作业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熟练运用所学知识的

能力、收集和提炼信息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表达能力等。引导学生讨论如

何将项目管理原理和经济决策方法应用于土木工程项目管理中；通过团队活

动，培养学生一定的组织、管理和领导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指导小组讨论和课外阅读，要求独立完成每次课堂教学

后的课外作业，有集中问题进行讲解，培养学生沟通能力、自我管理和自我激

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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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1.1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11.2 课程目标 2、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绪论 （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1.1、11.2） 

1.  本章基本要求 

理解土木工程项目和项目管理的基本概念，了解国内外发展现状。 

2.  本章教学内容 

(1) 项目的一般特点 

(2) 土木工程项目管理的历史、发展 

(3)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项目的一般特点 

难点：本课程学习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二章  项目合同管理 （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1.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项目合同管理的一般原则和内容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合同管理与工程项目管理的关系  

(2) 合同管理工作流程  

(3) 合同管理中的策略问题  

(4) 合同管理中的执行问题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自制/采购分析；合同主要类型及选择  

难点：合同内容的顺序、变更与索赔  

第三章 建设项目采购管理（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1.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建设项目采购的基本模式，理解采购模式的选择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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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采购的基本模式 

(2) 采购方式的发展趋势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建设项目采购的几种基本模式 

难点：采购模式的选择方法 

第四章 项目团队与项目组织（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1.1、11.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项目组织的一般形式，掌握团队管理的一般原则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组织结构模式、组织分工和工作流程组织 

(2) 项目团队管理方法和项目经理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组织结构模式和项目经理能力要求 

难点：团队管理方法 

第五章 沟通管理（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1.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项目中几种重要的沟通；理解冲突的处理方式 

2.  本章教学内容 

(1) 项目中几种重要的沟通 

(2) 项目沟通方式 

(3) 项目手册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沟通的概念与沟通方式、冲突的处理、有效的沟通 

难点：有效的沟通 

第六章工程项目的系统分析与范围管理（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1.1、

11.2） 

1.  本章基本要求 

理解工程项目的目标系统；掌握工作分解结构（WBS）。 

2.  本章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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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项目的目标系统 

(2) 工程项目的工作分解结构 

(3) 项目范围管理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工作分解结构（WBS） 

难点：项目范围管理 

第七章  进度管理（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1.1）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进度管理的一般方法，掌握网络分析法，了解应用网络分析法分析进

度 

2.  本章教学内容 

(1) 进度管理的一般方法 

(2) 网络分析法 

(3) 关键路径法（CPM） 

(4) 计划评审术（PERT）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关键路径法和计划评审术 

难点：网络分析法 

第八章  成本计划和绩效（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1.1、11.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成本计划和绩效管理的一般方法，掌握挣值管理 

2.  本章教学内容 

(1) 项目成本估算的方法 

(2) 成本绩效分析 

(3) 成本控制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挣值管理 

难点：成本绩效分析 

第九章 项目风险管理（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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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风险管理的过程与方法，掌握 Monte Carlo 仿真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风险管理的过程与方法 

(2) 风险识别 

(3) 风险分析 

(4) 风险应对和风险监控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风险量化分析；风险应对措施 

难点：Monte Carlo 仿真 

第十章  计算机辅助项目管理（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1.1、11.2） 

1.  本章基本要求 

熟练使用 MS Project 软件进行时间管理与资源配置优化；了解计算机辅助

风险管理 

2.  本章教学内容 

(1) 进度管理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2) 计算机辅助进度管理与资源配置 

(3) 计算机辅助风险管理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进度管理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难点：熟练使用 MS Project 软件 

（二）团组大作业（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1.2） 

1.  本章基本要求 

3～5 人一组，选择一个项目目标，对该项目的质量实施管理，要求完成

项目报告和 PPT，一人讲解，其余学生回答同学和老师的问题。 

2.  教学内容 

(1) 指导学生从项目组组建、项目目标确定、项目组织、进度计划安排方

面考虑。 

(2) 通过团队合作完成学习任务，帮助学生理解团队合作的方法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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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帮助学生理解自我管理和自我激励的方法，培养团队领导能力。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项目组组建、项目目标确定、项目组织、进度计划安排中的质量管

理。 

难点：团队合作的方法和意义、团队领导能力的培养。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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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力学（土木）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代码 

（Course Code） 
EM315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中文）流体力学（土木）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英文）Fluids Mechanics 

课程性质 

(Course Type) 
必修课 

授课对象 

（Audience） 
建筑工程等专业本科生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开课院系 

（School）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理论力学》、《高等数学》 

授课教师 

（Instructor） 
王本龙 

课程网址 

(Course Webpage) 
无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流体力学（土木）是针对土木工程类本科生的重要基础课，是一门认识流动

特征、掌握流体动力分析和计算的主干课程，也是土木工程类本科阶段唯一一门

与流动相关的课程。 
主要教学内容涵盖流体特征、流体运动学、流体动力学。分别介绍理想流体

和粘性流体运动的分析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流体力学基本知识分析工程应用领域

流动的能力。通过流体力学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流体力学的基础知识，掌握将

实际流动问题抽象为力学模型的方法，初步具有应用流体力学理论和实验手段分

析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掌握基础流动特征和复杂流动问题建模的基础理论。使

学生具有一定的理论分析能力和实验技能。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Fluid Mechanics is one of the major courses for the specialty of Civil 
Engineering, which is a major course to grasp the basic flow characteristic 
and flow analysis skills.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 the general theory of fluid properties, 
kinematics and dynamics. Both the theories of ideal flow and viscous flow 
will be given, which will help to build a general ability to analyze various 
complex flows.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provide the engineering students 
with the knowledge of various flow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ling. The 
students should grasp clearly the basic concepts of basic fluid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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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should have the ability of flow analysis and basic experimental 
experience. 

课程教学大纲（course syllabus） 

*学习目标(Learning 

Outcomes) 

1．掌握流体力学的基础知识（A3,A4,A6,B6） 

2．掌握将实际流动问题抽象为力学模型的方法（B2,B8,C7,C1,C4） 

3．培养应用流体力学理论和实验手段分析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B10,B13） 

4．掌握基础流动特征和复杂流动问题建模的基础理论（A8,A9,B3,B9,C5） 

*教学内容、进度安

排及要求 

(Class Schedule 

&Requirements) 

教学内容 学

时 

教学 

方式 

作业及

要求 

基本要求 考查 

方式 

流体力学绪论，

液体的主要物理

特性 
2 讲课 

每章由

教师布

置课后

作业 

学习流体力学的任务、发展

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掌

握连续介质假定、分子输运

现象、表面张力的基本概念；

掌握质量力和表面力的概

念。 

作业

考试 

静止液体的压强

分布规律；液体

静力学基本微分

方程；压强测量

方法；平面和曲

面上的静水总压

力 

2 讲课 

每章由

教师布

置课后

作业 

均质流体静平衡的计算以

及非惯性系中均质流体相

对平衡的分析方法；掌握均

质流体作用于物体表面的

压强合力与浮体定律的应

用； 

作业

考试 

描述液体流动的

两个方法：  欧
拉方法和拉格朗

日方法；液体运

动的概化模型和

基本概念；连续

性方程、动量方

程和能量方程。 

4 讲课 

每章由

教师布

置课后

作业 

掌握描述流体运动的两种

方法（欧拉方法和拉格朗日

方法）及其相互转换；掌握

物理量对时间的物质导数

概念及其应用；掌握迹线、

流线、脉线的概念及其计算

方法；掌握速度分解定理以

及涡量、应变速率张量的计

算；了解雷诺输运方程的推

导过程；掌握三大守恒律的

物理概念、联合计算和应用。 

作业

考试 

流动阻力和水头

损失的分类和计

算；层流和紊流；

沿程阻力和局部

水头损失。 

4 

讲课

2 学

时 ；

实验

2 学

每章由

教师布

置课后

作业 

根据局部水头损失和沿程

损失的不同，介绍如下问题

的水力学计算：薄壁孔口恒

定出流，管嘴的恒定出流，

短管的恒定出流，长管的恒

作业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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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定出流。理解阻力系数概念

和应用方法。 

边界层近似；湍

流流动速度分布

律 
6 

讲课

4 学

时 ；

雷 诺

实验

2 学

时 

每章由

教师布

置课后

作业 

掌握平板边界层建模方法

和控制方程推导过程；理解

不同边界层厚度定义；了解

平板边界层发展、流动分离

原理；掌握物体绕流以及升

阻力特征以及基本计算方

法；掌握流动分离、粘性阻

力等基本概念；理解湍流基

本概念和建模方法。 

作业

考试 

明渠流动 6 讲课 

每章由

教师布

置课后

作业 

掌握明渠均匀流的定义、特

点和计算公式，各种明渠均

匀流的水力学计算方法。通

过断面比能介绍流动状态

和判别方法，掌握水跃、跌

水等流动分析方法。 

作业

考试 

因次分析和模型

实验的相似准则

数，着重介绍重

力和粘性力相似

原理 

4 讲课 

每章由

教师布

置课后

作业 

针对流动与流体载荷分析，

理解量纲分析原理，掌握变

量与参数的选取、量纲矩阵

与无量纲数的确定、相似准

则以及无量纲关系式的建

立等基本方法。 

作业

考试 

渗流理论的基础

——达西定律，

应用渗流知识分

析简单的井模型；

物质扩散理论：

分子扩散，对流

输运，湍流扩散

和 Taylor 色散。 

4 讲课 

每章由

教师布

置课后

作业 

了解渗流流动分析方法、达

西定律；了解流动介质中污

染物输运过程的离散特性，

不同扩散模式区别。 

作业

考试 

*考核方式 

(Grading) 

对课程考核方式： 

 根据考试、课堂练习、课后作业效果考核课程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成绩评定方式： 

考试成绩包括三个方面： 
（1）考试，占总成绩的 80％。 
（3）实验+平时作业成绩+出勤占 20% 
 

*教材或参考资料 

(Textbooks & Other 

Materials) 

教材：1.《工程流体力学》 丁祖荣 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  

参考书目： 

1． 《Fluid Mechanics》，P.K. Kundu, I.M. Cohen, D.R. Dowling，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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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5th Edition, 2012 
2． 《流体动力学》，朗道，栗弗席兹，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3． 《Physics of Fluid Dynamics》，D. J. Tritton，Oxford Uniersity Press，1988 

  

其它 

（More） 
 

备注 

（Notes） 
 

备注说明： 

1．带*内容为必填项。 

2．课程简介字数为 300-500 字；课程大纲以表述清楚教学安排为宜，字数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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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力学（B 类）（2）》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EM352 
中文名：结构力学（B 类）（2） 

课程名称 
英文名：Structural Mechanics (B) (2)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5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结构力学（B 类）（1）、材料力学、理论力学、高等数学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课程组自编中英文讲义，结构力学，未出版。 
2. R.W. Clough, J. Penzien, Dynamics of Structures (third edition), 

Computers & Structures, Inc., 2003, ISBN: 9780923907518. 
3. M. R. Horne, Plastic theory of structures (second edition), Pergamon 

Press, 1979, ISBN: 0177710047. 
4. S. Timoshenko, J. M. Gere, Theory of Elastic Stability (second 

edition), Dover Publications, 2009, ISBN: 007Y858217. 
5. 龙驭球, 包世华, 袁驷, 结构力学 II——专题教程(第 3 版), 高等

教育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40348224. 
6. 朱慈勉 , 张伟平 , 结构力学(下册)(第 2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9, ISBN: 9787040266498.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实践成绩 + 期末考试 

（20%）+（10%）+（70%） 

一、 课程简介 

结构力学（B 类）（2）是土木工程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核心课程。本课程

的任务是在学习了结构力学（B 类）（1）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环节，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结构动力、极限、稳定等专项分析的基本概念、力

学原理和计算方法，作为对结构静力分析的补充和提高，为学生后续进行其他

专业课程学习以及从事结构专业技术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1.3 具有必备的土木工程专业基础知识及 40% 

86



在复杂土木工程问题中应用能力。 

2 毕业要求 2.2 

基于所学的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并结合文献查阅，能够针对复杂

土木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和建模，并获

得有效结论，且能试图改进。 

30% 

3 毕业要求 3.1 具有完成土木工程结构构件、节点和

单体的设计能力。 
20% 

4 毕业要求 5.2 
具有至少应用一种土木工程方面的大

型分析软件能力，并了解工程适用

性。 
1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十章 结构动力分析 毕业要求 1.3、2.2、3.1 
第十一章 结构极限分析 毕业要求 1.3、2.2、3.1 理论教学 
第十二章 结构稳定分析 毕业要求 1.3、2.2、3.1 

实践教学 结构分析建模与试验 毕业要求 2.2、5.2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掌握结构动力分析、极限分析、稳定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了解各专项分析的目的意义、适用范围以及不同方法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课程目标 2：通过对结构振动、塑性破坏、弹性失稳等问题进行物理模型

试验和数值建模分析，加深学生对其力学原理的直观认识，提高学生的问题分

析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 

课程目标 3：能够基于分析结果对结构的受力特征和规律进行总结，具备

对结构合理性进行识别和判断的能力，并初步具备对结构及其构件进行设计、

验算及优化的能力。 

课程目标 4：能够针对实际工程问题，利用所学知识并引入合理假定，必

要时借有限元软件，建立结构力学模型并开展分析，基于分析结果得到正确结

论并提出改进方法。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3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2.2 课程目标 1、3、4 
毕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1、3 
毕业要求 5.2 课程目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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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十章 结构动力分析（1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2.2、3.1）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结构振动的主要特征，掌握结构动力分析的基本概念、力学原理以及

相应的计算方法和步骤。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结构振动概论。 

(2) 单自由度体系的自由振动和受迫振动。 

(3) 阻尼对振动的影响。 

(4) 双自由度体系的自由振动和受迫振动。 

(5) 多自由度体系的自由振动和受迫振动。 

(6) 连续特性体系的自由振动。 

(7) 自由振动圆频率的近似计算。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集中质量法，达朗贝尔原理，基于刚度法和柔度法建立质点运动方

程，动力放大系数及共振响应，阻尼对振动的影响，多自由度体系的振型正交

性，采用振型分解法和杜哈梅积分求解一般动力荷载作用下的位移响应，连续

体的运动方程，瑞利法和瑞利-利兹法求解圆频率。 

难点：自由振动与结构特性及初始条件之间的关系，动力放大系数的概念

及应用，频率与振型的相关性及其力学本质，振型正交性的力学原理，振型分

解法的原理及步骤，连续体运动方程的推导，瑞利法振型函数的选取。 

第十一章 结构极限分析（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2.2、3.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结构极限荷载分析的基本概念和主要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对称截面的塑性极限弯矩。 

(2) 梁的极限荷载分析。 

(3) 框架的极限荷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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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材料非线性及其简化模型，受弯截面的塑性发展过程，塑性铰的基

本特性，顺序出铰法和破坏机构法求解极限荷载。 

难点：杆件与截面的塑性发展过程及其相关性，破坏机构法的虚功原理，

塑性铰位置的确定。 

第十二章 结构稳定分析（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2.2、3.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结构稳定分析的基本概念和主要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结构失稳特征与类型。 

(2) 有限自由度体系的稳定分析。 

(3) 无限自由度体系的稳定分析。 

(4) 拱结构的稳定分析。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结构失稳的主要类型，静力平衡法和能量法求临界荷载，拱结构的

失稳模态及临界荷载。 

难点：不同失稳类型的区别，能量法求临界荷载的原理，拱结构的稳定平

衡方程。 

（二）实践教学（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2、5.2） 

1.  基本要求 

掌握通过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对结构分析方法及其原理进行验证和重现的

基本方法。 

2.  教学内容 

(1) 结构振动及失稳的物理模型试验。 

(2) 结构振动及失稳的数值建模方法。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自由振动和临界失稳的模型构建方法，物理模型试验的试件设计、

测量内容和实施步骤。 

难点：典型力学问题的模型设计，物理模型试验数据的正确获取及其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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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分析结果的对比验证。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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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基本原理》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28 
中文名：钢结构基本原理 

课程名称 
英文名：Fundamental of Steel Structures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建筑材料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沈祖炎，钢结构基本原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2. 陈绍蕃，钢结构（上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3. 张耀春，钢结构设计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期末考试 
（30%）+（70%） 

一、 课程简介 

《钢结构基本原理》是土木工程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也可作

为为港口与海岸、机械、船舶和航空航天工程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课程的

主要任务是，使学生了解钢结构的特点与应用，熟悉钢结构材料的基本性能，

掌握钢结构基本构件与连接工作性能，掌握承载力计算基本原理和满足正常使

用要求的基本方法，理解钢结构构件失稳的基本概念，掌握构件稳定承载力的

计算方法。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1.4 具有必备的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及在复

杂土木工程问题中应用的能力。 
60% 

2 毕业要求 2.2 

基于所学的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并结合文献查阅，能够针对复杂

土木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和建模，并获

得有效结论，且能试图改进。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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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绪论 毕业要求 1.4 
第二章 钢结构的材料 毕业要求 1.4、2.2 
第三章 轴心受力构件 毕业要求 1.4、2.2 
第四章 受弯构件 毕业要求 1.4、2.2 
第五章 拉弯和压弯构件 毕业要求 1.4、2.2 

理论教学 

第六章 钢结构的连接 毕业要求 1.4、2.2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授课，使学生了解钢结构的特点与应用，熟悉钢材基本

性能，掌握钢结构基本构件与连接的工作性能，掌握基本构件和连接破坏的形

式与设计的基本要求。 

课程目标 2：通过授课和作业练习，使学生掌握钢结构基本构件和连接设

计的方法和基本过程，能够按规范要求进行设计并编制计算书。 

课程目标 3：通过课堂讨论、作业练习和课外拓展学习，培养学生针对复

杂工程问题进行钢结构构件和连接选型、优化的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2.2 课程目标 2、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本课程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要求，了解钢结构的基本特点与工程应用。 

2.  本章教学内容 

(1) 课程的内容与基本要求 

(2) 建筑钢材与钢结构的基本特点 

(3) 钢结构的分类与应用范围 

(4) 国内外钢结构的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势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使学生在了解本课程内容与性质的基础上，充分认识课程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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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难点：相对于混凝土、砌体结构等，学生对钢结构直观认识较浅。 

第二章 钢结构的材料（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2.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钢结构对材料的要求，掌握材性评价方法，熟悉钢种、型钢类型与表

达方式，对疲劳与断裂等脆性破坏形式有所了解并熟悉预防手段与措施。 

2.  本章教学内容 

(1) 钢结构对材料的要求 

(2) 材料性能与评价指标 

(3) 材料性能影响因素 

(4) 疲劳与断裂 

(5) 钢种与钢号 

(6) 型钢规格 

(7) 选材原则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材性评价，化学成分、加工方式和使用环境对材性的影响。 

难点：材料性能影响因素众多；疲劳破坏工程应用工况复杂多样，限于课

时难以展开描述。 

第三章 轴心受力构件（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2.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轴心受力构件工程应用背景和破坏形式，掌握该类构件设计方法，具

备构件选型、按承载力和正常使用要求设计计算和编制计算书的能力。 

2.  本章教学内容 

(1) 轴心受拉构件的形式与应用 

(2) 轴心受拉构件的强度 

(3) 轴心受拉构件的刚度 

(4) 轴心受压构件的形式与应用 

(5) 轴心压拉构件的强度 

(6) 轴心受压构件的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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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轴心受压构件的整体稳定性 

(8) 轴心受压构件的局部稳定性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压杆的整体失稳形式、稳定承载力的确定，压杆设计方法。 

难点：整体和局部失稳形式比较抽象，确定稳定承载力的方法牵涉教复杂

的数学、力学知识。 

第四章 受弯构件（5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2.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受弯构件工程应用背景和破坏形式，掌握该类构件设计方法，具备构

件选型、按承载力和正常使用要求设计计算和编制计算书的能力。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受弯构件的形式与应用 

(2) 受弯构件的强度 

(3) 受弯构件的刚度 

(4) 受弯构件的整体稳定性 

(5) 受弯构件的局部稳定性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受弯构件的整体失稳形式、稳定承载力的确定，受弯构件的设计方

法。 

难点：整体和局部失稳形式比较抽象，确定稳定承载力的方法牵涉教复杂

的数学、力学知识。 

第五章 拉弯和压弯构件（5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2.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拉弯和压弯构件工程应用背景和破坏形式，掌握该类构件设计方法，

具备构件选型、按承载力和正常使用要求设计计算和编制计算书的能力。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拉弯和压弯构件的形式与应用 

(2) 压弯构件的强度 

(3) 压弯构件的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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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压弯构件的整体稳定性 

(5) 压弯构件的局部稳定性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压弯构件的整体失稳形式、稳定承载力的确定，压弯构件的设计方

法。 

难点：整体和局部失稳形式比较抽象，确定稳定承载力的方法牵涉教复杂

的数学、力学知识。 

第六章 钢结构的连接（10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2.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钢结构连接的要求与主要形式，熟悉焊缝连接的工作性能，掌握焊缝

连接的设计方法，具备设计焊缝连接和编制计算书的能力，熟悉螺栓连接的工

作性能，掌握螺栓连接的设计方法，具备设计螺栓连接和编制计算书的能力。 

2.  本章教学内容 

(1) 钢结构连接的要求与主要方式 

(2) 对接焊缝的工作性能 

(3) 对接焊缝的设计 

(4) 角接焊缝的工作性能 

(5) 角接焊缝的设计 

(6) 焊缝标注 

(7) 焊接残余应力与残余变形 

(8) 普通螺栓的单栓承载力 

(9) 普通螺栓抗剪螺栓群的计算 

(10) 普通螺栓抗拉螺栓群的计算 

(11) 普通螺栓拉剪联合作用螺栓群的计算 

(12) 高强度螺栓的单栓承载力 

(13) 高强度螺栓抗剪螺栓群的计算 

(14) 高强度螺栓抗拉螺栓群的计算 

(15) 高强度螺栓拉剪联合作用螺栓群的计算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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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点：焊缝连接的设计方法，螺栓连接的设计方法。 

5.  难点：多种外力作用下焊缝与螺栓群受力分析，连接受弯与受剪容易

混淆。 

6.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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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力学及有限元》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EM316 
中文名：弹性力学及有限元 

课程名称 
英文名：Elasticity and Finite Element Method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教材： 
徐芝纶. 弹性力学简明教程 （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 6 月。ISBN: 9787040373875 
参考书： 
1.  王润富.弹性力学简明教程学习指导.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ISBN:  7040130815  
2.  吴家龙. 弹性力学 (新一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ISBN:  7560812457. 
3.  S.Timoshenko ＆ J. N. Goodier. Theory of Elasticity.(Third edition) 

McGraw-hill Book Co.,1970. ISBN-13: 978-0070647206 
4.  丁科，陈月顺 . 有限单元法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ISBN: 

9787301104354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作业和出勤率）+ 期末考试 
（30%）+（70%） 

一、 课程简介 

弹性力学及有限元是土木工程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课程主要研究

弹性体受外力作用或温度改变等原因而产生的应力、位移和变形。本课程的教

学目的，是使学生在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等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弹性力

学与有限元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提高分析与计算的能力。使学

生掌握有限单元法及其工程适用性，为学生从事与土木工程相关的专业技术工

作、科学研究工作等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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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1.3 具有必备的土木工程专业基础知识及

在复杂土木工程问题中应用能力 
65% 

2 毕业要求 5.2 具有至少应用一种土木工程方面的大

型分析软件能力，并了解工程适用性。 
35%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绪论 毕业要求 1.3 
第二章 平面问题的基本理论 毕业要求 1.3 
第三章 平面问题的直角坐标解答 毕业要求 1.3 
第四章 平面问题的极坐标解答 毕业要求 1.3 
第五章 用变分法解平面问题 毕业要求 5.2 

理论教学 

第六章 用有限单元法解平面问题 毕业要求 5.2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初步了解实际工程问题抽象为力学问

题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掌握弹性力学的基本假定、体力、面力、应力、应

变和位移的基本概念； 

课程目标 2：通过课内授课和课外作业，使学生掌握平面应力问题和平面

应变问题的特点，平面问题的基本方程，了解按应力求解平面问题的基本思路

和步骤，边界条件和圣维南原理。能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将问题简化为平面

问题，并能应用圣维南原理简化边界条件，通过工程实例，培育认识、解决实

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课内授课和课外作业，使学生掌握平面问题的直角坐标

解答方法，掌握逆解法与半逆解法；了解应力分量的坐标变换式，掌握极坐标

下弹性力学基本方程；掌握轴对称问题的基本解答； 

课程目标 4：通过课内授课、课外作业和学生上机操作，使学生了解有限

单元法的基本原理及其分析方法，掌握有限单元法的基本方程和计算步骤；了

解实际工程问题抽象为有限元模型的基本概念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3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5.2 课程目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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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实际工程问题抽象为力学问题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掌握弹性力学

的基本假定、体力、面力、应力、应变和位移的基本概念。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弹性力学发展简史； 

(2) 弹性力学的主要内容、要求和学习方法； 

(3) 弹性力学的基本假定； 

(4) 体力、面力、应力、应变和位移的基本概念。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弹性力学的基本假定、体力、面力、应力、应变和位移的基本概

念。 

难点：弹性力学的基本假定。 

第二章 平面问题的基本理论（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平面应力问题和平面应变问题的特点，平面问题的基本方程，了解按

应力求解平面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步骤，边界条件和圣维南原理。能根据工程的

实际情况，将问题简化为平面问题，并能应用圣维南原理简化边界条件。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平面应力问题和平面应变问题； 

(2) 平衡微分方程、几何方程、物理方程； 

(3) 边界条件、圣维南原理； 

(4) 相容方程、应力函数。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弹性力学的基本方程和边界条件；平面应力问题和平面应变问题。 

难点：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将问题简化为平面问题；应用圣维南原理。 

第三章 平面问题的直角坐标解答（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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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平面问题的直角坐标解答方法，掌握逆解法与半逆解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弹性力学中的逆解法和半逆解法； 

(2) 矩形梁的纯弯曲； 

(3) 求位移分量、均布荷载作用下的简支梁。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弹性力学中的逆解法和半逆解法。 

难点：应用逆解法和半逆解法求解弹性力学问题。 

第四章 平面问题的极坐标解答（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应力分量的坐标变换式，掌握极坐标下弹性力学基本方程；掌握轴对

称问题的基本解答。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极坐标下的平衡方程、几何方程和物理方程； 

(2) 极坐标下的应力函数和相容方程； 

(3) 应力分量的坐标变换； 

(4) 轴对称问题及其弹性力学解。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极坐标下的平衡方程、几何方程和物理方程。 

难点：轴对称问题弹性力学解答。 

第五章  用差分法和变分法解平面问题（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5.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应用位移变分法求弹性力学问题近似解。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弹性体的形变势能和外力势能； 

(2) 位移变分方程； 

(3) 位移变分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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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位移变分方程 

难点：应用位移变分法求弹性力学问题近似解。 

第六章 用有限单元法解平面问题（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5.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有限单元法的基本原理及其分析方法，掌握有限单元法的基本方程和

计算步骤；了解实际工程问题抽象为有限元模型的基本概念和解决工程问题的

能力。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有限单元法的基本概念； 

(2) 单元的位移模式与形函数； 

(3) 单元分析、单元刚度矩阵、单元节点荷载向量 

(4) 整体分析； 

(5) 有限元计算实例。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有限单元法的基本概念、应用有限单元法求解实际问题 

难点：单元的位移模式与形函数、单元分析和整体分析。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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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法规》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LA432 
中文名：建设法规  

课程名称 
英文名：Construc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1 学时 16 

开课学期 第 1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结构概念设计、建筑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学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课程组自编建设法规讲义, 未出版. 参考书目如下： 
1. 《建设工程法规》. 李永福.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2.  
2. 《建设法规》胡向真，肖铭 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3. 《建设法规概论与案例》金国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年  
4. 《建设法规》王立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年  
5. 《建设法规》李永福 史伟利.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 年  
6. 《建筑工程法律法规》. 纪婕.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期末考试 
（30%）+（70%） 

一、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高等学校本科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生能够了解和掌握建设工程法规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熟

悉有关建设企业及建设工程施工的法律、法规，培养学生的工程建设法律意识，

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建设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解决工程建设中相关法律问题的

实际能力，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工程建设。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2 毕业要求 7.1 能够广泛了解土木工程建设与环境保

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40% 

3 毕业要求 8.2 
在土木工程实践中能够理解并遵守职

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并为国家和社会

服务。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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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建设法规概论 毕业要求 8.2、7.1 
第二章 城市规划与村镇建设法规 毕业要求 8.2、7.1 
第三章 建设用地管理法规 毕业要求 8.2、7.1 
第四章 建设工程合同管理法规 毕业要求 8.2 
第五章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法规 毕业要求 8.2 
第六章 工程建设管理法规 毕业要求 8.2 
第七章 房地产管理法规 毕业要求 8.2、7.1 

理论教学 

第八章 案例分析 毕业要求 8.2、7.1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

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初步掌握建筑工程从项目建议、可行性

研究、勘察设计、施工、交付全过程各阶段中相关法规和规定要求。 

课程目标 2：通过案例教学实践，使学生能正确运用所学习的建筑法规指导

实际工作，具备解决工程建设中相关法律问题的基本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专题讨论、分组研讨的形式，使学生具备具有追求创新意

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具备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工程职业道德，培养学生

工程建设的法律意识，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8.2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7.1 课程目标 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建设法规概论（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 和 8.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地下工程的基本概念及特点，了解地下工程开发国内外的发展现状及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建设法规概述 

(2) 建设法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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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法规施行 

(4) 建设法律责任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建设法规体系。 

难点：建设法规体系的组成和建设法规施行办法及建设法律责任。 

第二章 城市规划与村镇建设法规（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 和 8.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城乡规划和城乡规划管理的概念，熟悉城乡规划法律体系的构成和相

关规定，了解实施城乡规划的基本要求、“一书两证”制度以及违反城乡规划法

的法律责任。了解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面的法规。能够理论结合实践，主动思

考法律法规在工程中的实际应用。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城乡规划的制定； 

(2) 城乡规划的实施； 

(3)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4) 课后案例分析讲解。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城乡规划的概念，城乡规划法律体系的构成和相关规定。 

难点：“一书两证”制度以及违反《城乡规划法》的法律责任。 

第三章 建设用地管理法规（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 和 8.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和掌握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主要规定，它包括征用土地的审批和

土地使用权划拨、出让、转让、出租与抵押的有关具体要求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土地制度改革综述 

(2) 土地征用制度 

(3)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4) 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与抵押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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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制度及其相关法规。 

难点：土地使用权划拨、出让、转让、出租与抵押的区别。 

第四章 建设工程合同管理法规（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8.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和掌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建设监理委

托合同及与工程建设相关的其他合同的订立、履行与违约责任等方面的内容，同

时了解建设工程合同的示范文本。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合同法概述 

(2) 建设工程合同法律规范 

(3) 建设工程合同的示范文本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建设工程合同的订立、履行与违约责任等方面的内容。 

难点：建设合同违约责任。 

第五章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法规（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8.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和掌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与工程建设标准化法规的概念与作用，重点

熟悉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编制与审批的主要内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

建筑工程抗震及工程建设标准化制定、审批、实施与监督等方面的有关规定。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概述 

(2) 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编制与审批 

(3)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 

(4) 建筑工程抗震 

(5) 工程建设标准化法规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编制与审批的主要内容 

难点：建筑工程抗震相关法律规定。 

第六章  工程建设管理法规（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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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掌握工程建设管理法规的概念及其规范，调整的范围，重点掌握工程

项目建设秩序、建设工程招标与投标、工程建设监理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等方面

的有关规定，以及建筑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的基本管理内容。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建筑法概述 

(2) 工程项目建设程序 

(3) 建设工程招标与投标 

(4) 工程建设监理 

(5) 建设工程质量 

(6) 建筑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秩序、建设工程招标与投标方面的有关规定 

难点：建设工程招标与投标。 

第七章  房地产管理法规（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8.2 和 7.1）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掌握房地产法规的相关基本概念和我国房地产法律制度的演变与完善

及其管理体制，重点掌握房地产综合开发管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住宅建设与

物业管理、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和房地产交易市场管理等方面的主要内容。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房地产法规概述 

(2) 房地产综合开发管理 

(3)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 

(4) 住宅建设与物业管理 

(5) 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 

(6) 房地产交易市场管理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房地产综合开发管理、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和房地产交易市场 

难点：房地产综合开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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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案例分析（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8.2 和 7.1） 

1.  本章基本要求 

通过案例教学实践，使学生能正确运用所学习的建筑法规指导实际工作，

具备解决工程建设中相关法律问题的基本能力。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案例分析 1 （施工项目招标投标、清单计价） 

(2) 案例分析 2 （合同管理、施工索赔） 

(3) 案例分析 3 （合同、安全管理） 

(4) 案例分析 4（施工许可、质量管理） 

(5) 案例分析 5 （事故纠纷责任分担）、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实际案例的分析及法规应用。 

难点：法规依据、责任认定等关键问题。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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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模型设计与制作》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217 
中文名：结构模型设计与制作 

课程名称 
英文名：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structure models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3 学时 48 

开课学期 第 4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结构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土木工程概论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课程组自编讲义, 结构模型的设计与制作, 未出版.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实践成绩  
（100%） 

一、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一门创新实践通识课程。本课程包括理论课、

案例分析、动手实践、小组合作、试验加载、专家讲座等环节。旨在通过工程案

例、大学生创新活动案例的介绍，讲授主要结构形式的受力概念和传力方式，通

过实际模型的制作，了解节点的受力机理、材料特性以及结构反应等内容，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实际动手能力、协同工作能力以及管理和组织能力。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4.1 
具有基于科学原理和方法，进行复杂

土木工程结构试验设计、实施和分析

的能力 
45% 

2 毕业要求 4.3 
具有把研究成果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

能力，并能理解研究成果与实际工程

应用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别 
40% 

3 毕业要求 9.2 作为团队一员或项目负责人，能够针

对复杂土木工程问题，具有分解、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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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组织实施的能力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轴向受力（拉、压）构件的设

计与制作 毕业要求 4.1、4.3、9.2 

第二章 受弯、剪构件的设计与制作 毕业要求 4.1、4.3、9.2 
第三章 压弯构件的设计与制作 毕业要求 4.1、4.3、9.2 
第四章 扭转构件的设计与制作 毕业要求 4.1、4.3、9.2 
第五章 桥梁结构的设计与制作 毕业要求 4.1、4.3、9.2 
第六章 冲击荷载作用下的结构 毕业要求 4.1、4.3、9.2 

实践教学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掌握典型结构形式的结构体系和传力

路径，了解节点的设计原则，认识材料属性对结构设计的重要性。 

课程目标 2：设置系列课堂小型模型的设计和加载比赛吗，采用丰富的实

践环节，使学生建立直接的感性认识，培养专业兴趣，帮助建立基本力学概

念。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4.1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4.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9.2 课程目标 1、2 

三、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章 轴向受力（拉、压）构件的设计与制作（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4.3、9.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下料方法、粘结技巧、材料的选择等慢性制作方法 

制作前：通过简易的小实验估测材料的抗拉、抗压弹性模量 

2.  本章教学内容 

题目 1：制作承受额定荷载的受拉杆（单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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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2：制作承受额定荷载的受压柱（单人项目） 

短柱 

细长柱   失稳问题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承受轴心受压构件的设计方法。 

难点：结构稳定问题。 

第二章 受弯、剪构件的设计与制作（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4.3、

9.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结构的传力路径和节点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题目 1：两端简支梁承受跨中单点竖向荷载（单人项目） 

题目 2：两端简支梁承受跨中两点竖向荷载（单人项目） 

题目 3：两端简支梁承受跨分布竖向荷载（单人项目）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结构抵抗弯矩和剪力作用的途径。 

难点：合理的材料分配，刚度原则。 

第三章 压弯构件的设计与制作（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4.3、9.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压弯构件结构的传力路径。学习定位模板的利用，利用 CAD 图纸下

料，制作简易工具等基本模型制作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压弯构件（双人项目）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结构抵抗压弯作用的途径。 

难点：合理的材料分配，刚度原则。 

第四章 扭转构件的设计与制作（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4.3、9.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抗扭结构的传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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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章教学内容 

扭转构件的设计制作（三人项目）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结构抵抗扭矩作用的途径。 

难点：合理的材料分配，刚度原则。 

第五章 桥梁结构的设计与制作（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4.3、9.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桥梁结构的基本形式个受力特征。 

2.  本章教学内容 

承受移动荷载的桥梁制作（四人项目）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承受移动荷载的水平结构的受力特点和设计方法。 

难点：合理的材料分配，刚度原则。 

第六章 冲击荷载作用下的结构（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4.1、4.3、9.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结构抵抗冲击作用的基本途径。 

2.  本章教学内容 

承受冲击荷载作用的梁（2 人项目） 

承受冲击荷载作用的柱（1 人项目） 

承受冲击荷载作用的悬臂结构（3 人项目）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结构抗冲击承载力的确定方法。 

难点：结构刚度与冲击荷载的关系。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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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工程》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12 
中文名：道路工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Road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5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程测量学、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工程地质、

建筑材料、土木工程制图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教材： 
1.凌天清　主编，道路工程（第二版），人民交通出版社，2010，
ISBN：9787114086472 
参考书目： 
1．徐家钰，王凤丽，杜海明　编著，道路工程（第三版），同济大

学出版社，2015.8，ISBN：9787560859439 
2．孙家驷　主编，道路勘测设计（第三版），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2.8，ISBN：9787114096167 
3． 杨少伟 等 编著，道路勘测设计（第三版），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
ISBN：9787114077593 
4． 吴瑞麟　沈建武 编著，城市道路设计（第二版），人民交通出版

社，2011.7，ISBN：9787114092572 
5． 刘建坤，曾巧玲，侯永峰 等主编，路基工程（第二版），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2014.1，ISBN：9787112157457 
6．  黄晓明　主编，路基路面工程，人民交通出版社，2014.8，
ISBN：9787114114878 
7． 韦璐，扈惠敏 主编，路基路面工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4，
ISBN：9787307126367 
8．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
编，《公路工程技术规范》（JTG B01-2014），人民交通出版社，

2014.9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期末考试 
（30%）+（70%） 

一、 课程简介 

《道路工程》是土木工程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与工程实际密切结合的

专业课程。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道路工程的基本理论、设

112



计方法及施工技术。本课程内容可概括为路线、路基、路面三大部分，着重介

绍道路工程的设计原理、计算方法、施工技术及材料要求，以及道路排水系统

等方面的知识。本课程基于大土木工程专业的需要，旨在使学生掌握道路工程

设计与施工方面的基本知识，重点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及解决道路工程问题的能

力，为学生毕业后从事土木工程领域各相关专业的技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1.4 具有必备的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及在复

杂土木工程问题中应用的能力。 
10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总论 毕业要求 1.4 
第二章 道路平面设计 毕业要求 1.4 
第三章 道路纵断面设计 毕业要求 1.4 
第四章 交叉口设计 毕业要求 1.4 
第五章 路基设计与施工 毕业要求 1.4 
第六章 路面设计与施工 毕业要求 1.4 

理论教学 

第七章 道路排水 毕业要求 1.4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理论授课，使学生初步掌握道路线形设计的基本原理与

方法，掌握路基路面工程的设计方法及步骤，以及相应的施工技术要求。 

课程目标 2：通过课堂上典型工程案例分析，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

知识解决道路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课堂分组讨论和口头汇报的形式，要求学生通过团队协

作方式完成既定任务，逐步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道路工程专业知识分析和解

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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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章 总论（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道路的功能和道路运输的特点，掌握公路的设计等级和技术标准，掌

握城市道路的分类和技术标准，建立道路工程的有关基本概念，理解道路工程

中的路线、路基及路面三大主体之间的关系。 

2.  本章教学内容 

（1）道路运输的特点及国内外道路发展概况 

（2）道路的主要组成及其基本作用 

（3）道路分级与技术标准 

第二章 道路平面设计（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路线设计的一般过程、选线的目的和任务，以及平原区、丘陵区及山

岭区选线、桥隧与道路线形配合的要点；掌握道路平面线形的概念，平、纵、

横三者的关系，平面线形各基本线形要素的设计方法及其组合或衔接原则；熟

悉行车视距的概念及分类，各类行车视距的组成，行车视距的选用，理解并掌

握弯道平面行车视距的保证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公路选线 

（2）道路平面线形要素（直线、圆曲线、缓和曲线） 

（3）道路平面线形设计 

（4）行车视距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道路平面线形三要素（直线、圆曲线、缓和曲线）。 

难点：缓和曲线要素计算。 

第三章 道路纵断面设计（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道路纵断面、纵面线形及纵面线形基本线形要素的概念；了解各级

公路及城市道路设计标高在道路横断面上的位置规定、纵断面设计内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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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考虑的主要因素；掌握最大纵坡、最小纵坡、平均纵坡、高原纵坡折

减、最小坡长、最大坡长、缓和坡段、组合坡长、合成坡度等含义及其所

考虑的因素；了解纵坡设计的一般要求；掌握竖曲线极限最小半径、竖曲

线一般最小半径、竖曲线最小长度的含义及其所考虑的因素，竖曲线设计

与计算方法；熟悉纵断面设计步骤，以及平、纵线形组合设计要点。 

1.  本章教学内容 

（1）纵断面设计概述 

（2）纵坡设计 

（3）竖曲线设计 

（4）纵断面设计要点与平、纵组合设计 

2.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纵坡设计，竖曲线设计，以及道路纵断面设计方法。 

难点：竖曲线设计与计算方法。 

第四章 交叉口设计（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道路交叉口的交通特点及改善途径；熟悉平面交叉组成、分类、布置

及设计要求，平面交叉竖向设计的一般方法；了解立体交叉分类，理解部分互

通式与完全互通式立交的主要区别；了解立体交叉选型所考虑的主要因素；熟

悉匝道及变速车道的类型及设计要点。 

2.  本章教学内容 

（1）交叉口设计概述 

（2）平面交叉设计 

（3）立体交叉设计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平面交叉分类、布置及设计要求，立体交叉分类、选型以及匝道的

设计要点。 

难点：平面交叉竖向设计方法，立体交叉主体设计。 

第五章 路基设计与施工（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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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路基的常见病害及对路基的基本要求；理解路基工作区的概念，了解

行车荷载对路基的影响；掌握路基变形及强度特性的各重要指标的概念；掌握

路基干湿类型的概念及路基干湿类型的划分方法；了解公路自然区划的概念、

各级区划划分依据；熟悉一般路基的设计方法；熟悉路堤填筑及路堑开挖的各

种方案、路基压实机理及影响压实的主要因素，掌握压实度、路基压实标准的

概念及其作用，以及路基压实施工要点。 

2.  本章教学内容 

（1）路基的受力与强度指标 

（2）路基的主要病害及对路基的一般要求 

（3）公路自然区划与路基的干湿类型划分 

（4）路基土的分类与工程性质 

（5）一般路基设计 

（6）路基防护与加固以及路基施工技术简介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路基变形及强度特性，路基干湿类型及其划分方法，一般路基的设

计方法。 

难点：路基干湿类型的划分方法，路基横断面设计。 

第六章  路面设计与施工（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路面的作用及对路面的基本要求；掌握路面结构组成以及各结构层次

的功能作用与要求；熟悉路面的分级与分类；了解汽车荷载的作用力特性及环

境因素对路面体系的影响；熟悉柔性路面设计理论、结构组合设计原则、设计

标准；熟悉新建柔性路面的设计方法及步骤，以及旧柔性路面补强设计方法；

了解水泥混凝土路面的特点，掌握水泥混凝土路面板的结构构造，熟悉水泥混

凝土路面的设计方法及步骤；掌握石料类路面与基层、稳定土及工业废渣稳定

类基（垫）层、沥青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等各类路面材料组成、强度形成原

理及施工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路面结构组成、路面分类与分级、汽车荷载及其对路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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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柔性路面设计 

（3）刚性路面设计 

（4）路面施工技术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柔性路面和刚性路面设计基本理论和设计方法，路面施工技术。 

难点：路面设计理论。 

第七章  道路排水（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道路排水的目的及系统组成；掌握路基地表与地下排水、路面表面与

路面内部排水的各种排水设施的用途、布置位置和主要结构构造；熟悉路基路

面排水的主要技术措施及设置方法；了解排水系统综合设计的基本原则。 

2.  本章教学内容 

（1）道路排水的作用及设施组成 

（2）路基排水设计 

（3）路面排水设计 

（4）综合排水系统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路基和路面排水设施及其用途、主要结构构造。 

难点：道路排水系统综合设计。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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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工程学导论》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43 
中文名：防灾工程学导论 

课程名称 
英文名：Introduction to Disaster Prevention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5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房屋建筑学、结构力学、土力学与基础工程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陈龙珠等编著，防灾工程学导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ISBN：
7112078210 

2. 任爱珠等编著，防灾减灾工程与技术，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ISBN：9787302369998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期末考试 
（30%）+（70%） 

一、 课程简介 

《防灾工程学导论》是一门面向土木工程专业三年级本科生开设的选修

课，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典型实例介绍和分析，向学生们展示将已学习的基础

理论知识应用于解决土木工程安全与防灾减灾实际问题的方法，使其掌握土木

工程安全与防灾减灾专业的基本概念、设计方法，并初步了解土木工程防灾减

灾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如何处理好土木工程体系创新与安全保障这对矛

盾关系的基本途径。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6.2 通过评估复杂土木工程解决方案，理

解土木工程师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10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一章 防灾工程学概论 毕业要求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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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震及其工程防护 毕业要求 6.2 
第三章 火灾 毕业要求 6.2 
第四章 水灾 毕业要求 6.2 
第五章 风灾 毕业要求 6.2 
第六章 工程地质灾害 毕业要求 6.2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介绍国内外典型的震灾、火灾、水灾、风灾和地质

灾害实例，使学生们了解工程安全和防灾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使其牢固地

建立安全第一的工程建设与管理理念。 

课程目标 2：通过课内讲解，使得学生们了解震灾、火灾、水灾、风灾和

地质灾害的成灾机理，并初步掌握防灾减灾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方法。 

课程目标 3：通过课后作业，由学生们将实际问题建立数力模型和求解分

析，由此培养利用专业基础知识解决防灾减灾工程问题的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6.2 课程目标 1、2、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防灾工程学概论（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6.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灾害的基本概念，了解我国主要灾害类型及其特点和防灾减灾工程技

术的主要任务。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灾害类型及灾害链； 

(2) 我国灾害特点； 

(3) 防灾工程学简介。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灾害及其破坏、土木工程防灾减灾技术的基本概念。 

难点：本课程专业知识面宽带来的学习问题。 

第二章 地震及其工程防护（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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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地震灾害及其灾害链知识，初步了解抗震、隔震和消震等工程防护技

术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地震及其地震波特性； 

(2) 工程抗震技术； 

(3) 工程减震（隔震、消震）。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地震波特性及其对工程结构的影响，工程防护技术的基本原理等。 

难点：工程结构地震响应及防护技术的计算问题。 

第三章 火灾（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6.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建筑火灾特点，初步了解建筑防火设计方法（包括人员应急疏散和结

构抗火技术）。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火灾影响因素； 

(2) 工程结构耐火性概念； 

(3) 建筑消防设计概述。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建筑消防应急疏散设计及工程结构耐火性分析方法。 

难点：基于性能化的消防设计方法。 

第四章 水灾（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6.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水灾成因及其防御技术（包含城市内涝问题及其对策）。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水灾影响因素 

(2) 城市防洪排涝（海绵城市建设）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水灾形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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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城市防洪排涝的有效对策。 

第五章 风灾（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6.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建筑风灾的主要类型，掌握建筑风荷载的计算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风灾类型； 

(2) 建筑风荷载计算方法； 

(3) 建筑风洞试验技术简介。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建筑风荷载确定方法。 

难点：复杂工程结构风荷载确定方法及其抗风技术。 

第六章  工程地质灾害（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6.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工程地质灾害的主要类型及其防治技术。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工程地质灾害类型； 

(2) 工程地质灾害防治技术。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工程地质灾害的预防与应急对策。 

难点：工程地质灾害的监测与评估技术。 

（二）实践教学（0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 ） 

无。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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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建筑物》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22 

中文名：水工建筑物 
课程名称 

英文名：Hydraulic Structures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6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工程流体力学、土力学与基础工程、工程地

质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教材： 

林益才主编.水工建筑物（施工、地质、勘测、水文、力学、治河专

业适用）[M].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 

参考书： 

沈长松，王世夏，林益才，刘晓青编著.水工建筑物[M].中国水利水

电出版社，2008，ISBN 9787508452401 

麦家煊编著.水工建筑物[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ISBN 7-302- 

10468-9/TV.43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期末考试 
（40%）+（60%） 

一  课程简介 

《水工建筑物》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之一。这门课主要讲述各种

不同的水工建筑物的设计原理和方法，概括起来分五个部分，即水资源和水利

工程；挡水建筑物（包括岩基上的重力坝，拱坝，土石坝和土基上的水闸）；

泄水建筑物（包括河岸溢洪道和水工隧洞），过坝建筑物（包括船闸和鱼

道）；以及水利工程施工导流。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了解各种水工建

筑物的构造、设计理论和方法，了解各种水工建筑物在水利枢纽中的相互关系

及其布置原则，了解水利工程施工导流的基本程序。通过听课、课程作业等环

节，使学生受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基本锻炼，配合其它有关课

程的学习，为今后从事水工建筑物的设计、施工管理和科学研究等工作打下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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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1.4 
具有必备的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及在复

杂土木工程问题中应用的能力 
10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绪论 毕业要求 1.4 

第二章 岩基上的重力坝 毕业要求 1.4 

第三章 拱坝 毕业要求 1.4 

第四章 土石坝 毕业要求 1.4 

第五章 土基上的水闸 毕业要求 1.4 

第六章 其他水工建筑物简介 毕业要求 1.4 

第七章 水利工程施工导流 毕业要求 1.4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属于专业选修课程，其中包括水利枢纽工程布置，水工建筑物的基

本结构形式和设计方法，水利工程施工导流的基本程序等。通过授课、讨论及

作业，使学生具备对专业知识在水工建筑物设计中的应用能力。学完成本课程

以后，学生应达到下列基本要求： 

（1）混凝土重力坝、拱坝、土石坝、水闸、水工隧洞及岸边溢洪道的工作

原理及工作条件，有较深的理解；对其它水工建筑物的基本型式和工作原理等

也有一般的了解。 

（2）懂得从安全、经济、运用的原则出发，根据任务和具体条件选择水工

建筑物的型式和基本尺寸，初步掌握这一工作方法和步骤。 

（3）能根据水工建筑物的工作原理和具体条件，拟定其主要细部构造。 

（4）能运用所学基本理论，选择合理的设计条件，进行各种水工建筑的一

般水力计算，稳定计算，强度校核等。 

（5）了解在进行水工建筑物设计时所需的原始资料；了解水利工程的一般

设计阶段，程序及其内容。 

（6）能根据具体条件拟订简单的施工导流过程。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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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3、4、5、6 

三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章 绪论（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我国的水利资源的分布状况以及水利事业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了解国内外的发展现状以及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我国水利工程的主要成就及发展概况。 

水利枢纽的概念及组成。 

水工建筑物的分类，水工建筑物的特点。 

水利工程的分等，水工建筑物的分级及其意义。 

本门课程的主要内容。本门课程与其它有关课程的关系。学习研究本门课

程的方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水利枢纽、水工建筑物的概念及特点、本课程的学习方法。 

难点：水利工程的设计标准及设计方法。 

第二章 岩基上的重力坝（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重力坝的结构特点、工作原理、设计方法及构造形式。 

2.  本章教学内容 

(1)重力坝的工作原理及特点。重力坝的类型，国内外重力坝建筑情况及成

就。 

(2)重力坝的荷载及其计算方法，荷载的组合。 

(3)重力坝的稳定分析。稳定的概念及影响因素，稳定分析方法、指标的选

用及评价，提高稳定性的工程措施。 

124



(4)重力坝应力分析的目的和内容。应力分析方法综述，材料力学法及应力

控制标准，影响坝体应力分布的因素（包括地基变形、剖面轮廓突变、施工方

法及分期施工等）。 

(5)拟定重力坝剖面的基本原理。重力坝的基本剖面及实用剖面。剖面优化

的概念。 

(6)重力坝对材料的要求。材料的种类，特性及使用条件。坝体断面混凝土

标号的分区。重力坝的细部构造。坝缝（横缝、纵缝、水平施工缝）、止水；

坝身排水；廊道的布置及构造、坝顶等。碾压砼重力坝结构特点、材料设计、

构造型式。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重力坝结构特点、设计方法及构造形式。 

难点：重力坝荷载计算及剖面设计。 

第三章 拱坝（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拱坝的结构特点、设计方法及构造要求。 

2.  本章教学内容 

(1)拱坝的工作特点及结构特点；经济性及安全性；拱坝的地形和地质条

件。拱坝的发展概况和我国拱坝的建设成就。 

(2)拱坝的类型及布置，最优中心角及拱厚的拟定，定中心角、定半径、变

半径及双曲拱坝的特点，拱坝断面尺寸的初步拟定；拱圈形式选择，垂直剖面

的形式及尺寸的初拟；坝体轮廓布置的原则和要求；拱端的布置原则；坝面倒

悬的处理；拱坝布置举例。 

(3)拱坝的荷载和设计标准。拱坝的荷载特点；温度及地震荷载的计算；荷

域组合。拱坝的应力分析。拱坝应力分忻方法综述；地基变形对拱坝的影响力

及其计算概念，拱法；拱梁法基本原理，拱冠梁法及应力计算。 

(4)拱坝的构造和地基处理。拱坝对材料的要求；坝体分缝和接缝处理；拱

坝的构造（坝顶、坝面、廊道及排水、孔口及管道、垫座、重力墩）；坝肩岩体

稳定分析及改进措施；拱坝地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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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拱坝的结构特点及设计方法。 

难点：拱冠梁应力计算的拱冠梁法。 

第四章土石坝（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土石坝的工作条件、结构形式、剖面设计方法、稳定性验算及构造要

求。 

2.  本章教学内容 

（1）土石坝的工作条件及对土石坝的一般要求，土石坝的优缺点；土石坝

的类型；我国土石坝的建设情况。 

（2）土石剖面的基本尺寸拟定。 

（3）土坝的渗流。土坝渗流分析的目的，要求和方法综述；土坝渗流分析

的图解法和试验法；流网的绘制，应用流网计算土坝的渗透要素；用水力学方

法分析不透水地基上的土坝及有限深透水地基上的土坝；库水位骤降时浸润线

的确定；坝体总渗量、渗透变形及防护。 

（4）土坝坝坡的稳定。土坝稳定破坏的类型；土体自重、渗透动水压力、

孔隙水压力、地震水压力、土壤抗剪强度指标的选择，稳定计算的控制标准，

稳定分析的计算情况，稳定计算方法的简述；圆弧滑动面法，折线滑动面法，

复式滑动面法。 

（5）土石坝的构造。防渗体的作用与构造；排水过渡层及反滤层；护坡、

坝顶、马道等尺寸的拟定及其构造。 

土石坝的地基处理。土石坝对地基的一般要求；砂卵石地基处理；细砂及淤泥

层地基处理；软粘土及黄土地基处理；土坝与坝基、岸坡及其它建筑物的联

接。 

（6）土石坝的裂缝及其控制。裂缝的类型、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裂缝的

控制及处理措施。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土石坝的结构形式、剖面尺寸确定及构造要求。 

难点：土石坝稳定分析及构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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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基上的水闸（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水闸的基本类型、结构组成、消能防冲及防渗排水设计。 

2.  本章教学内容 

（1）水闸的作用和类型；水闸的组成部分及其作用；水闸的工作特点。 

（2）水闸的孔口尺寸。闸孔型式的选择；上下游水位的确定；单宽流量的

选择，闸底板高程的确定；孔口尺寸的拟定；闸孔泄流能力的验算。 

（3）水闸的消能防冲与防护。闸下水流的一般连接方式；消力池与辅助消

能工的布置；波状水跃及折冲水流的防止措施；护坦、海漫、防冲槽、翼墙和

护坡；水闸的上游防护。 

（4）闸基防渗排水与渗流计算。闸下地基渗流的特点；闸基防渗长度的确

定；地下轮廓线设计；闸基渗流的计算方法，防渗排水设备及其构造。 

（5）闸室的布置和构造。闸室结构型式；底板的型式，布置与构造；闸

门、启闭机、胸墙、工作桥、公路桥等的布置；闸墩分缝及止水的型式与构

造。 

（6）闸与两岸的连接建筑物。两岸联接建筑物的作用；水闸与河岸的联接

方式及布置；绕过联接建筑物的渗流计算及联接建筑物的防渗布置。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 水闸的结构组成、尺寸确定、消能防冲及防渗排水方法。 

难点：水闸的效能防冲及防渗排水设计。 

第六章  其他水工建筑物简介（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一般水工建筑物的结构特征及构造要求。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河岸溢洪道及水工隧洞 

(2) 过坝及通航建筑物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各种水工建筑物的作用及结构构造特征。 

第七章  水利工程施工导流（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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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水利工程施工导流方法及导流标准。 

2.本章教学内容 

（1）水利工程施工导流方法、过程 

（2）施工围堰类型 

（3）施工导流设计标准 

3.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施工导流设计方法及施工导流过程。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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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可靠性与国内外规范》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61 
中文名：工程可靠性与国内外规范 

课程名称 
英文名：Engineering Reliability and Design Codes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混凝土结构与砌体结构设计;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 钢结构设计; 隧
道与地下工程;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Andrzej Nowak & Kevin R. Collins, Reliability of Structures, 
McGraw-Hill, 2000 (Chapter5 and 8) 
(2) Li Zhujing, Elementary Reinforced Concrete Design, 2nd Edi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Chapter 3) 
(3) Structural Safety and its Quality Assurance, Edited by Bruce R. 
Ellingwood, Jun Kanda, SEI, ASCE, 2005 
 (4) Alfredo H-S. Ang & Wilson H. Tang, Probability Concepts in 
Engineering (emphasis on applications in civil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J. Wiley & Sons, 2006 

一、 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土木工程本科生重要的一门选修课，目的是指导学生在已有的工

程结构课程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到土木工程“个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总结如何利用概率论的方法来处理信息不确定性和不确知性的方法。面向中国

工程建设任务的全球化，要求学生能在“一次二阶矩可靠性指标”的基础上认

识目前世界各国比较通行的“水准 I”和“水准 II”设计方法，熟悉它们的表达方

法；要求学生能够学会如何在“水准 I”和“水准 II”设计方法之间实现相关参数的

转换。这将有益于学生毕业以后能够适应从事各国基于不同规范设计施工的工

程。课程要求学生独立完成一个构件的设计，比较利用不通规范引起的差异，

提出自己的评价意见。课程利用双语授课。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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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毕业要求 6.1 

具有基于土木工程相关知识和行业标

准，能够初步评价工程项目设计、施

工和运行方案对社会安全、经济、环

境和文化等影响的能力。 

40% 

2 毕业要求 10.3 具有在跨文化背景下就土木工程专业

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6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Chapter 1. Introduction 毕业要求 6.1、10.3 
Chapter 2. Design Codes 毕业要求 6.1、10.3 
Chapter 3. Limit States  毕业要求 6.1、10.3 
Chapter 4. Design Examples 毕业要求 6.1、10.3 
Chapter 5. First-Order Second-Moment 
Reliability Index  毕业要求 6.1、10.3 

理论教学 

Chapter 6. Code Development Procedure 毕业要求 6.1、10.3 
It is required every student will design 
an element independently, and 
comparing with results from different 
foreign design codes and some 
discussion should be given. 

毕业要求 6.1、10.3 

实践教学 

Five home works will be assigned and 
discussion in class is encouraged, which 
will be the base of grading scheme. 

毕业要求 6.1、10.3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课程目标 1：通过阅读国内外的专业材料和课内授课，使学生牢固掌握根

据工程可靠性理论判别在工程应用中经常出现的典型错误。 

课程目标 2：通过学生独立设计的构件使学生能够全面的理解合理的设计

应该遵循的标准。特别能了解处理不确定性和不确知性的基本方法和原则。突

出对可持续性发展的认识。 

课程目标 3：通过独立计算、撰写的技术报告、设计报告以及口头汇报，

要求学生能灵活换算国内外利用不同的可靠性水准设计的成果，能够利用专业

基础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6.1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10.3 课程目标 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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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Introduction（2hrs） 

Chapter 2. Design Codes 

2.1 Historic Review (2hrs） 

2.2. Code Levels （2hrs） 

Chapter 3. Limit States  

3.1 Definition of Failure（2hrs） 

3.2 Limit state functions （2hrs）  

3.3 Probability of failure （2hrs） 

3.4 Reduced Variables（2hrs）  

3.5 General Definition of the Reliability Index （2hrs） 

Chapter 4. Design Examples （2hrs） 

According to the China Design Code to design reinforced concrete elements 

under static load only and how to find the related safety index β. 

Chapter 5.  First-Order Second-Moment Reliability Index  

5.1 Linear limit state functions （2hrs） 

5.2 Nonlinear limit state functions（4hrs） 

5.3 Comments on the First-Oder Second-Moment Mean Value Index （2hrs） 

5.4 Hasofer-Lind Reliability Index (1974) （4hrs） 

5.5 Rackwitz-Fiessler Procedure （4hrs） 

Chapter 6. Code Development Procedure （2hrs） 

（二）实践训练 

每个学生都要通过独立计算、撰写的技术报告、设计报告以及口头汇报，

表达对设计的综合理解。要求学生能灵活换算、设计国内外不同的可靠性水准

设计的成果，能够实现国内外规范的转换。能够利用专业基础知识解决国内外

各种复杂工程问题。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工程可靠性与国内外规范》课程教学要求 

课程代码 CV42 
中文名：工程可靠性与国内外规范： 

课程名称 
英文名： Engineering Reliability and Design C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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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2 学时 32 
主讲教师／职称 寇新建/教授、刘西拉/教授 

考核方式及各环节

所占比例 

平时成绩 + 实践成绩  
（40%）+（60%） 

一、 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土木工程本科生重要的一门选修课，目的是指导学生在已有的工

程结构课程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到土木工程“个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总结如何利用概率论的方法来处理信息不确定性和不确知性的方法。面向中国

工程建设任务的全球化，要求学生能在“一次二阶矩可靠性指标”的基础上认

识目前世界各国比较通行的“水准 I”和“水准 II”设计方法，熟悉它们的表达方

法；要求学生能够学会如何在“水准 I”和“水准 II”设计方法之间实现相关参数的

转换。这将有益于学生毕业以后能够适应从事各国基于不同规范设计施工的工

程。课程要求学生独立完成一个构件的设计，比较利用不通规范引起的差异，

提出自己的评价意见。课程利用双语授课。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6.1 

具有基于土木工程相关知识和行业标

准，能够初步评价工程项目设计、施

工和运行方案对社会安全、经济、环

境和文化等影响的能力。 

40% 

2 毕业要求 10.3 具有在跨文化背景下就土木工程专业

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6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Chapter 1. Introduction 毕业要求 6.1、10.3 
Chapter 2. Design Codes 毕业要求 6.1、10.3 
Chapter 3. Limit States  毕业要求 6.1、10.3 
Chapter 4. Design Examples 毕业要求 6.1、10.3 
Chapter 5. First-Order Second-Moment 
Reliability Index  毕业要求 6.1、10.3 

理论教学 

Chapter 6. Code Development Procedure 毕业要求 6.1、10.3 

实践教学 It is required every student will design 
an element independently, and 毕业要求 6.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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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ng with results from different 
foreign design codes and some 
discussion should be given. 
Five home works will be assigned and 
discussion in class is encouraged, which 
will be the base of grading scheme. 

毕业要求 6.1、10.3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课程目标 1：通过阅读国内外的专业材料和课内授课，使学生牢固掌握根

据工程可靠性理论判别在工程应用中经常出现的典型错误。 

课程目标 2：通过学生独立设计的构件使学生能够全面的理解合理的设计

应该遵循的标准。特别能了解处理不确定性和不确知性的基本方法和原则。突

出对可持续性发展的认识。 

课程目标 3：通过独立计算、撰写的技术报告、设计报告以及口头汇报，

要求学生能灵活换算国内外利用不同的可靠性水准设计的成果，能够利用专业

基础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6.1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10.3 课程目标 3 

三、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 

本课程在已有的工程结构课程的认识基础上，目的是指导学生进一步了解

到土木工程“个性”和“综合性”的特点，总结如何利用概率论的方法来处理信息

不确定性和不确知性的方法。特别利用目前国内外教材和工程实践中一些典型

的错误案例，让学生独立地进行分析，找出错误的原委。 

面向中国工程建设任务的全球化，要求学生能在“一次二阶矩可靠性指

标”的基础上认识目前世界各国比较通行的“水准 I”和“水准 II”设计方法，熟悉

它们的表达方法；要求学生能够学会如何在“水准 I”和“水准 II”设计方法之间实

现相关参数的转换。这将有益于学生毕业以后能够适应从事各国基于不同规范

设计施工的工程。课程要求学生独立完成一个构件的设计，比较利用不通规范

引起的差异，提出自己的评价意见。 

四、 教学手段 

本课程采用“板书”为主进行授课。“板书”用于对重要知识点讲解，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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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生跟进，有足够的思考时间，可以同步做笔记，加深对内容的理解。在实

践教学环节中，穿插采用集体讨论手段，进一步加强学生对力学知识方法的直

观理解。 
课程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尽量采用双语（甚至全英语）授课。 

五、 课外阅读要求 

学生必须进行必要的课外阅读才能顺利完成作业。课外阅读可以是教师推

荐的本课程指定参考书；也允许学生利用互联网、校园数据库、图书馆期刊文

献等资源等进行课外学习。 

六、 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以 4～5 次独立完成的课程作业作为最终成绩的评定基础。由于每个

同学必须依靠自己独立设计的构件作为基本数据来完成作业的要求，避免了互

相抄袭的可能。每次作业完成后必须要有讨论，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独立的见

解。 

课程的成绩最后根据课程作业的成绩得出,一般每次作业占总分 20%。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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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备概论》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402 
中文名：建筑设备概论 

课程名称 
英文名：Elementary of Building Facilities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7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电工与电子技术》、《工程流体力学》、《房屋建筑学》、《钢筋混

凝土结构》、《建筑施工》。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蒋 英  建 筑 设 备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出 版 社  2011 ISBN: 
9787564050764   

2. 汤万龙 建筑设备安装识图与施工工艺习题集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2011 ISBN: 9787112131921   
3. 高远明,岳秀萍建筑设备工程（第 3 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ISBN: 9787112071845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实践成绩 + 期末考试 
（20%）+（10%）+（70%） 

一、 课程简介 

《建筑设备概论》是一门与工程实际密切结合的课程，它的主要任务是通

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室内给排水工程、暖通工程和建筑电气工程的常用设备；

了解室内给排水工程、暖通工程和建筑电气工程的设备布置原则；掌握室内给

排水工程、暖通工程和建筑电气工程的设计方法。最后具有阅读设备安装图纸

的能力。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3.2 
具有综合考虑安全、经济和社会可持

续发展等因素，结合创新思维，解决

复杂土木工程问题的能力。 
10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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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建筑给水工程 

第三章 建筑排水工程 

第四章 供热与供燃气 

第五章 通风 

第六章 空气调节 

第七章 建筑供配电系统 

第八章 电气照明 

理论教学 

第九章 建筑弱电 

毕业要求 3.2 

实践教学 建筑水、暖、电识图 毕业要求 3.2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室内给排水工程、暖通工程和建筑电

气工程的常用设备；了解室内给排水工程、暖通工程和建筑电气工程的设备布

置原则。最后具有阅读设备安装构成图纸的能力。 

课程目标 2：强化实践教学，通过课程实践，强化学生读图能力，培养学

生对设备系统分析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1、2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2） 

1.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建筑设备工程课程的主要内容； 

（2）明确本课程与土木工程专业的关系； 

（3）掌握本课程的发展概况与发展动态。 

2.本章教学内容： 

（1）建筑设备工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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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设备课程与土木工程专业的关系 

（3）建筑设备的发展概况 

3.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着重介绍本课程的主要内容、与土木工程专业的关系以及本课程的发展概况

与发展动态。 

第二章 建筑给水工程（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2） 

1.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建筑给水系统的分类、组成及给水方式； 

（2）认识给水系统的器材、附件及设备以及了解它们的类型作用、工作原

理； 

（3）掌握给水系统组成、消防给水系统组成、热水供应系统分类、工作原

理。 

2.本章教学内容： 

（1）建筑给水系统的分类、组成及给水方式 

（2）建筑给水系统的器材、附件及设备 

（3）给水管道的布置与敷设 

（4）建筑消防给水 

（5）建筑热水供应 

3.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建筑给水系统的组成、给水方式；给水系统的器材、附件及设备以及

它们的工作原理；消防给水系统组成、热水供应系统分类、工作原理。 

难点：给水方式的选用，附件及设备类型、工作原理。 

第三章 建筑排水工程（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2） 

1.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建筑排水系统的组成； 

（2）了解排水管道的布置与敷设； 

（3）掌握高层建筑排水系统及屋面排水。 

2.本章教学内容： 

（1）建筑排水系统分类、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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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水管道的布置与敷设 

（3）高层建筑排水系统 

（4）屋面排水： 

3.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建筑排水系统的组成，高层建筑排水系统； 

难点：排水管道敷设，高层建筑排水系统 

第四章 供热与供燃气（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2） 

1.本章基本要求： 

（1）掌握供暖系统的形式与特点； 

（2）了解系统采用的设备及附件、燃气供应。 

2.本章教学内容： 

（1）供暖系统的形式与特点 

（2）燃气供应 

3.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供暖系统的工作原理、燃气供应 

难点：供暖系统的工作原理 

第五章 通风（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2） 

1.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通风的分类及工作原理； 

（2）掌握自然通风与建筑设计的配合； 

（3）认识通风系统的主要设备和构件。 

2.本章教学内容： 

（1）通风的分类及工作原理 

（2）自然通风与建筑设计的配合 

（3）通风系统的主要设备和构件 

3.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自然通风工作原理，自然通风与建筑设计的配合 

难点: 自然通风工作原理 

第六章 空气调节（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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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空调的类型及工作原理； 

（2）掌握空气处理原理及设备； 

（3）了解空调系统的消声减震及防排烟。 

2.本章教学内容： 

（1）空调的分类、空调调节方式 

（2）空气处理及设备 

（3）空调系统的消声减震及防排烟 

3.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空调的类型及工作原理；空气处理原理及设备 

    难点：空调系统的工作原理 

第七章 建筑供配电系统（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2） 

1.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变电所的形式及对建筑的要求； 

（2）掌握供电系统线路及对建筑的要求。 

2.本章教学内容： 

（1）变电所的形式及对建筑的要求 

（2）供电系统线路及对建筑的要求 

3.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变电所形式、供电质量、低压供配电系统线路及敷设、防雷与接地 

难点：低压供配电系统线路及敷设、防雷与接地 

第八章 电气照明（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2） 

1.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电气照明常用参数； 

（2）熟练掌握电光源与灯具、电气照明线路的敷设。 

2.本章教学内容： 

（1）电气照明常用参数 

（2）电光源与灯具、电气照明线路 

3.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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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电光源与灯具的种类、电气照明线路的敷设 

难点：电气照明线路的敷设 

第九章 建筑弱电（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2） 

1.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综合布线系统特点 

（2）了解建筑智能化基本组成 

（3）火灾报警系统的特点与组成 

2.本章教学内容： 

（1）综合布线系统 

（2）智能建筑系统 

（3）火灾自动报警控制系统 

3.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综合布线系统设计与敷设 

难点：火灾自动报警控制系统的组成 

（二）实践教学（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2） 

1.基本要求 

通过图纸，了解建筑设备施工图的读图要求、程序。 

2.教学内容 

水、暖、电图纸识读 

上海中心水暖电系统 BIM 应用案例介绍 

建筑设备安装案例图片 

3.重点和难点 

重点：读图程序及材料设备表。 

难点：读系统图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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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工程》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427 
中文名：桥梁工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Bridge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7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邵旭东， 桥梁工程，人民交通出版社，2016，ISBN:978-7-114-
12823-3 

2. 姚玲森，桥梁工程，人民交通出版社，2008，ISBN:978-7-114-
07042-6. 

3.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D60-2015，简称“通规”） 
4.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 
5. （JTGD62-2004，简称“桥规”，2012 年发布《征求意见稿》）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实践成绩 + 期末考核 
（20%）+（20%）+（60%） 

一  课程简介 

《桥梁工程》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桥梁设计和施工方法。其主要任务

是一般性介绍桥梁的作用、构成以及分类；详细介绍混凝土梁桥、混凝土拱

桥、悬索桥以及斜拉桥的构造、设计以及计算；较为全面的讲解目前各类桥梁

适用的施工方法和技术手段。通过理论教学与课程小组讨论等教学形式，使学

生对桥梁工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掌握必要的各类桥梁的理论计算、设计以及

施工方法。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1.4 必备的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及在复杂土

木工程问题中应用的能力。 
10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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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桥梁工程概述 毕业要求 1.4 
第二章 混凝土简支梁桥的构造与计算 毕业要求 1.4 
第三章 悬臂体系梁桥与连续体系梁桥

的构造与计算 毕业要求 1.4 

第四章 混凝土梁桥施工与工程实例 毕业要求 1.4 
第五章 混凝土拱桥构造、设计与施工 毕业要求 1.4 
第六章 斜拉桥构造设计与施工 毕业要求 1.4 

理论教学 

第七章 悬索桥概述构造设计与施工 毕业要求 1.4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初步掌握各类桥梁的理论计算、设计

以及施工方法。 

课程目标 2：通过专题讨论，要求学生能够综合运用桥梁工程中的设计、

构造与施工，培养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自行分组完成课程项目的形式，要求学生通过团队合作

方式，掌握查阅文献并进行有效的整理的能力，同时能够将专业基础知识应用

到实际工程中。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 理论教学 

第一章 桥梁工程概述（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本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及要求，掌握桥梁的基本概念、分类及相应的

特点，掌握桥梁上的基本作用、桥梁设计的基本程序，了解国内外的桥梁建设

的历史和发展现状，了解桥面的布置与构造。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法 

(2) 桥梁的组成、分类及特点 

(3) 国内外桥梁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4) 桥梁设计的基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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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桥梁上的作用以及桥面布置与构造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桥梁的组成与分类、桥梁上的作用、本课程的学习方法。 

难点：桥梁上的作用。 

第二章 混凝土简支梁桥的构造与计算（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简支梁桥的分类及特点，掌握简支梁桥的内力计算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混凝土简支梁桥的构造 

(2) 桥面板的计算 

(3) 主梁内力的计算 

(4) 横隔梁内力的计算 

(5) 挠度及预拱度的计算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混凝土简支梁桥的桥面板、主梁内力以及横隔梁内力的计算。 

难点：主梁内力的计算。 

第三章 悬臂体系与连续体系梁桥的构造与计算（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悬臂体系及连续体系梁桥的分类及特点，掌握恒载内力、剪力滞效应

以及活载内力的计算方法，掌握次内力的计算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悬臂体系及连续体系桥梁的构造 

(2) 恒载内力的计算 

(3) 剪力滞效应的计算 

(4) 活载内力的计算 

(5) 次内力（预应力、温度作用等）的计算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恒载内力、活载内力的计算，次内力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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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恒载内力的计算方法，预应力及温度作用引起的次内力的计算。 

第四章 混凝土梁桥施工与工程实例（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简支梁桥与连续梁桥施工方法与工序，并能区分各施工方法的优劣。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简支梁桥的施工工艺与施工设备，以及装配式与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

的制作工艺 

(2) 连续梁桥的三种施工方法与各施工方法采用的施工设备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各施工方法的施工工序。 

难点：区分各施工方法的适用条件与工艺优劣。 

第五章 混凝土拱桥构造、设计与施工（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混凝土拱桥的构造与设计计算，了解拱桥的施工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拱桥的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特点 

(2) 不同类型的拱桥的构造与设计 

(3) 拱桥的设计与验算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上承式拱桥的构造与设计计算。 

难点：不同受力体系的拱桥的设计差异。 

第六章 斜拉桥构造设计与施工（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斜拉桥的结构特点与构造，了解斜拉桥的设计与施工。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斜拉桥的结构特点与构造 

(2) 斜拉桥的设计简介与施工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斜拉桥的结构特点与构造 

144



难点：斜拉桥的设计方法。 

第七章 悬索桥概述构造设计与施工（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悬索桥的结构特点与构造，了解悬索桥的设计与施工。 

2.本章教学内容 

（1）悬索桥的结构特点与构造 

（2）悬索桥的设计简介与施工 

3.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悬索桥的结构特点与构造 

难点：悬索桥的各设计方法的理论依据以及各自的优缺点。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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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概念设计》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06 
中文名：结构概念设计 

课程名称 
英文名：Conceptual Design for Structures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混凝土结构原理、土力学与地基

基础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现代结构设计的概念与方法，黄真，林少培，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2010，第一版，ISBN：9787112116317。 
2. Structural Concepts and Systems for Architects and Engineers, T. Y. 

Lin 等, 1988，ISBN：0471051861。  
3. 结构概念和体系，林同炎著，高立人等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1999，ISBN：7112038103。  
4. 建筑概念设计与选型 , 机械工业出版社，江见鲸等 , 2004，

ISBN：7111142179。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实践成绩 + 期末考试 
（20%）+（20%）+（60%） 

一、 课程简介 

我国老的土木工程专业教育体系过分强调结构细节的设计，而忽略结构整

体概念设计，使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结构设计的早期阶段不能发挥作用。而现代

结构设计要求设计师在结构设计的早期阶段提出很好的结构体系和概念设计方

案。好的概念设计可以保证结构的整体设计可行，使建筑方案更为完美，使建

筑造价更为合理。因此，欧美国家大学十分重视结构概念设计的教学，已有成

熟的教材和练习题。 

本课程目的是让学生熟悉各种结构体系，学会从结构整体角度分析结构概

念设计的关键问题，能在早期建筑设计的方案设计及初步设计阶段分析结构体

系。本课程在教学中通过结构模型制作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

通过手算练习培养学生作为工程师的直觉，通过双语教学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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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3.2 
具有综合考虑安全、经济和社会可持

续发展等因素，结合创新思维，解决

复杂土木工程问题的能力； 
10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绪论 毕业要求 3.2 
第二章 建筑设计中的结构 毕业要求 3.2 
第三章 方案总体结构分析 毕业要求 3.2 
第四章 整体分体系的相互作用 毕业要求 3.2 
第五章 结构荷载与反应 毕业要求 3.2 
第六章 结构水平分体系 毕业要求 3.2 

理论教学 

第七章 结构竖向分体系 毕业要求 3.2 
结构模型制作 毕业要求 3.2 

实践教学 
案例分析 毕业要求 3.2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初步具有综合考虑安全、经济和社会

可持续发展等因素，结合创新思维，训练手算能力，培养将复杂土木工程问题

简化的能力。 

课程目标 2：通过结构模型制作，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案例分析，培养学生利用专业基础知识分析、解决复杂

工程问题的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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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建筑设计的三项标准（美学象征、使用功能、造价），掌握建筑设计

中的三阶段工作模式。了解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建筑设计的三项标准 

(2) 建筑设计的三阶段工作模式 

(3)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建筑设计的概念及特点、本课程的学习方法 

难点：结构概念设计课程在学习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二章 建筑设计中的结构（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结构的竖向传力体系和基本简化计算分析方法，并可以用基印图方法

计算结构基底的柱中轴力大小，并分析结构的平面布置是否合理。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结构竖向传力体系与力流 

(2) 基印图法计算结构基底柱中轴力大小 

(3) 分析结构的平面布置是否合理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结构竖向传力体系与基本简化计算分析方法。 

难点：基印图法应用的原理。 

第三章 方案总体结构分析（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结构受外部荷载的内力简化估算方法，特别是受地震荷载和风荷载。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结构荷载和受力估计 

(2) 结构高宽比对于结构受力的影响 

(3) 结构的强度和刚度要求 

(4) 不对称结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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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结构高宽比对于结构受力的影响。 

难点：结构受地震荷载和风荷载的简化估算方法 

第四章 整体分体系的相互作用（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筒结构、刚架结构机理，以及结构整体与分体系相互关系，掌握影响

结构抵抗整体抗弯曲的几个重要因素：形状、宽度、材料，及平衡设计偏心系

数。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结构体系分类方法及体系类型 

(2) 结构作用的层次分析法 

(3) 结构抵抗整体弯曲的能力与重要因素 

(4) 将建筑形式设想为实体结构 

(5) 将建筑形式设想为空间结构 

(6) 将建筑形式设想为梁柱刚架结构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结构作用的层次分析法、结构整体分析与分体系相互关系。 

难点：影响结构抵抗整体弯曲的重要因素 

第五章  结构荷载与反应（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结构在荷载作用下的变形反应和全部弹性与塑性工作形态。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结构所受到的主要荷载 

(2) 结构主要荷载的简化估算方法 

(3) 结构在荷载作用下的变形反应和全部弹性与塑性工作形态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结构所受到的主要荷载及简化估算方法 

难点：结构在荷载作用下的变形反应和全部弹性与塑性工作形态 

第六章 结构水平分体系（3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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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各类结构横向分体系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简化计算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横向分体系的整体结构性能 

(2) 平板分体系 

(3) 梁板分体系 

(4) 主次梁分体系 

(5) 密肋楼板分体系 

(6) 空间桁架分体系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横向分体系的整体性能 

难点：各类横向分体系的简化计算方法 

第七章 结构竖向分体系（5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各类结构竖向分体系、特别是刚架在水平荷载及竖向荷载作用下的简

化计算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竖向分体系的整体结构性能 

(2) 剪力墙分体系 

(3) 筒体分体系 

(4) 刚架分体系 

(5) 竖向分体系的变形计算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竖向分体系的整体结构性能 

难点：刚架分体系在横向和竖向荷载作用下的简化计算方法 

（二）实践教学（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2） 

1.  基本要求 

通过结构模型制作与工程案例分析，了解简单结构模型的制作方法，掌握

高层建筑结构体系设计的鲁棒性与易损性，及常用的结构整体分析中应用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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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和新设计理念等。 

2.  教学内容 

(1) 用一张 A4 纸制作一个结构受力模型并进行破坏性试验 

(2) 讨论分析著名工程倒塌案例（美国世贸大厦） 

(3) 分组对 2-3 个实际工程案例进行结构概念设计的全过程演练，并进行

讨论与分析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实际工程案例的结构体系与结构分体系的确定 

难点：实际工程案例的结构荷载、结构整体平衡设计、结构整体强度与刚

度、关键构件的强度与刚度的简化计算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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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62 
中文名：建筑工程施工 

课程名称 
英文名：Building Construction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混凝土结构与砌体结构设计》、《钢结构

基本原理》、《工程测量》、《建筑材料》、《结构力学》、《混凝土结

构原理》、《工程地质》、《土木工程项目管理》、《给水排水工程》、

《工程估价》、《建筑设备概论》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教材：李书全，土木工程施工（第 2 版），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
年，ISBN: 9787560850214 

2. 参考资料：《现行建筑施工规范条文说明大全(缩印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年，9787112111954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课程大作业成绩 + 期末考试 
（30%）   +  （20%）   +  （50%） 

一、 课程简介 

《建筑工程施工》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主要专业必修课程之一，它是一门与

工程实际密切结合的课程。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建筑工程

的各种施工工艺、技术和施工组织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决策方法。本课程

不仅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还重点培养学生利用专业技能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为学生从事建设项目投资、施工、监理、项目管理等相关专业技

术工作、科学研究工作等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1.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3.3 
针对该土木工程结构体系，结合传统

和现代施工技术，能够提出安全、经

济和合理的施工方案。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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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业要求 6.1 

具有基于土木工程相关知识和行业标

准，能够初步评价工程项目设计、施

工和运行方案对社会安全、经济、环

境和文化等影响的能力。 

30% 

3 毕业要求 11.2 
能够将项目管理原理和经济决策方法

应用于土木工程项目管理中，并体现

出一定的组织、管理和领导能力。 
10% 

2.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土方工程 毕业要求 3.3、6.1 
第二章 桩基础工程 毕业要求 3.3、6.1 
第三章 钢筋混凝土工程 毕业要求 3.3、6.1 
第四章 流水施工 毕业要求 11.2 

理论教学 

第五章 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毕业要求 11.2 

实践教学 课程大作业：××单位工程施工组织

设计 毕业要求 3.3、6.1、11.2 

3.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以施工实例讲解为纽带，使学生初步掌握土石方工程、桩基

础工程、钢筋混凝土工程等典型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的各关键技术环节。 

课程目标 2：通过理论分析与解读，要求学生理解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

计、流水施工组织等施工组织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方法。 

课程目标 3：开展分组大作业的课程实践，培养学生团队合作能力，以及

利用建筑工程施工技术、施工组织等专业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3.3 课程目标 1、3 
毕业要求 6.1 课程目标 2、3 
毕业要求 11.2 课程目标 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土方工程（10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3、6.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土方工程施工的工作内容分类及其关键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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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场地平整设计标高的确定  

(2) 土方工程量的计算和调配 

(3) 土坡稳定与土壁支撑 

(4) 流砂现象原理及防止，井点降水系统的设计与施工 

(5) 主要土方施工机械的性能和特点，土方机械施工的选择与组织 

(6) 土方的填筑与压实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板桩支撑、井点降水的关键施工工艺及其适用范围。 

难点：不同土壁支撑、土方降水的施工方案的选择。 

第二章 桩基础工程（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3、6.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桩的分类，预制桩、灌注桩的关键施工技术。 

2.  本章教学内容 

(1) 预知桩打入/压入施工技术，典型质量问题及其处理方案 

(2) 灌注桩分类及其适用范围，钻孔灌注桩的施工技术、典型质量问题处

理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钻孔灌注桩的关键施工技术与质量问题处理。 

难点：因地下不确定因素较多，预制桩、灌注桩的施工方案选择及其质量

控制的复杂性。 

第三章 钢筋混凝土工程（10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3、6.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钢筋工程、模板工程和混凝土工程的关键施工技术。 

2.  本章教学内容 

(1) 钢筋的分类、钢筋的冷加工、钢筋的连接、下料与及其质量控制措施 

(2) 模板的构造与受力分析，滑模滑升原理、施工工艺和施工中的各类质

量问题的处理，模板的配板设计、模板设计计算和模板的拆除 

(3) 混凝土的搅拌、运输以及质量要求，混凝土的浇筑与捣实原理，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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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混凝土的浇筑施工工艺及质量控制，泵送混凝土的施工工艺，混凝

土冬季施工原理与施工方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钢筋的连接与下料、大模板与滑升模板、大体积混凝土浇筑的关键

施工工艺。 

难点：钢筋连接方法选择，滑升模板和大模板的组成和质量控制，大体积

混凝土浇筑的质量控制。 

第四章 流水施工（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1.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流水施工的组织方法及其参数的的计算。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流水施工的基本概念与原理 

(2) 流水施工的分类，工艺参数、空间参数、时间参数的计算，流水施工

的图表表示方法 

(3) 网络计划技术与流水施工的配合使用，流水施工实例分析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流水施工的分类及其施工组织。 

难点：不同类型流水施工的参数计算及其图示表示。 

第五章 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1.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和编制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施工方案的选择和不同施工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分析 

(2) 施工进度计划的安排 

(3) 施工总平面图的布置与绘制 

(4) 质量安全等施工措施的拟定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流水施工的施工进度计划的安排 

难点：施工段、施工过程的划分、工程量计算、施工过程时间消耗量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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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进度计划安排与优化。 

（二）实践教学 

课程大作业：某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课余时间）（支撑毕业要求

11.2） 

1.  基本要求 

通过课余时间自学、团队讨论和团队协作等方式，分组完成《××单位工

程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工作，从而掌握课堂上讲授的施工技术知识和施工组

织理论的综合运用能力。 

2.  教学内容 

(1) 对某单位工程进行施工方案设计 

(2) 对某单位工程编制施工进度计划 

(3) 对某单位工程绘制施工平面图 

(4) 对某单位工程制定工程质量安全保证措施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某单位工程的施工进度计划编制，包括施工过程的工程量计算、持

续时间计算、施工进度计划网络图/横道图编制、施工资源需求计划编制等。 

难点：工程制图、工程造价、项目管理、MS-Project 软件等知识与技能的

综合运用能力培养。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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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与砌体结构设计》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63 
中文名：混凝土结构与砌体结构设计 

课程名称 
英文名：Design of Concrete Structure and Masonry Structure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3 学时 48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建筑材料、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材料力学、结构力学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混凝土结构（中册 混凝土结构与砌体结构设计）东南大学、同

济大学、天津大学合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ISBN9787112143962 

2. 砌体结构设计，苏小卒主编，同济大学出版社 
3. 混凝土结构设计，沈蒲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4.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2012； 
5.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10； 
6.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50003-2011 

一、 课程简介 

《混凝土结构与砌体结构设计》是一门与工程实际密切结合的课程，它的

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钢筋混凝土结构和砌体结构设计的基本方法和理论，具

有运用基本理论正确进行结构设计和解决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以房屋结构的设计为主，分为梁板结构设计、单层厂房结构设计及

多层和高层框架结构设计和砌体结构设计等。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本课程重点

阐述梁板结构、框架结构和砌体结构的设计方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

课。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3.1 具有完成土木工程结构构件、节点和

单体的设计能力 
10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第一章 混凝土结构设计的一般原则和 毕业要求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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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第二章 楼盖设计 毕业要求 3.1 
第三章 多层框架结构设计 毕业要求 3.1 
第四章 砌体结构设计 毕业要求 3.1 
  
结构分析软件的应用 毕业要求 3.1 

实践教学 
施工图的绘制 毕业要求 3.1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掌握砌体结构、梁板结构、框架结构

的设计理论和方法 

课程目标 2：通过单体结构设计作业，要求学生理解掌握上述结构的受力

特征、荷载计算、内力分析、设计要点和构造要求 

课程目标 3：通过工程计算软件应用，要求学生掌握结构建模方法、各种

参数的选用、对计算结果图像、输出计算数据的分析以及施工图的绘制。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1、2、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混凝土结构设计的一般原则和方法（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混凝土结构设计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建筑结构设计的一般原则 

(2) 建筑结构荷载 

(3) 结构的功能要求和极限状态、极限状态设计法 

(4) 实用设计表达式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极限状态设计法的概念及特点。 

难点：建筑结构荷载的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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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楼盖设计（1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1） 

1.  本章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梁板结构的类型、布置和受力特征；理解板的

内力分析原理；掌握单向板肋梁楼盖按弹性理论计算（荷载不利布置，内

力包络图，折算荷载）；掌握单向板肋梁楼盖按塑性理论计算（塑性内力重

分布，弯矩调幅法）；掌握单向板肋梁楼盖设计要点；掌握双向板肋梁楼盖

的内力分析；掌握双向板肋梁楼盖设计要点；了解装配式楼盖、无梁楼盖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概述 

(2) 现浇单向板肋梁楼盖 

(3) 双向板肋梁楼盖 

(4) 楼梯和雨篷 

(5) 无梁楼盖、装配式楼盖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梁板结构受力特征、内力分析原理 

难点：肋梁楼盖按弹性理论计算和按塑性理论计算的基本原理 

第三章 框架结构（1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1） 

1.  本章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框架结构的组成与布置；掌握框架结构内力与

水平位移的近似计算方法；掌握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要点。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多层框架结构的组成与布置 

(2) 框架结构内力与水平位移的近似计算方法 

(3) 多层框架内力组合 

(1) 框架结构构件设计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计算简图的确定及内力计算 

难点：结构布置方法 

第四章 砌体结构设计（1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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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砌体结构材料的力学性能，理解无筋砌体受压构件的受力特点。熟练掌

握无筋砌体受压构件、砌体及梁下局部受压承载力的计算方法。熟练掌握刚性方

案多层房屋墙体设计及墙、柱等高厚比验算方法。掌握墙体设计中的构造要求。

了解混合结构房屋空间工作性能，横向配筋砌体及组合砌体的应用条件与设计方

法。理解墙梁、过梁、挑梁的受力特点并掌握其计算要点及构造要求。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砌体与砂浆的种类和强度等级 

(2) 砌体结构的设计方法 

(3) 砌体结构构件的承载力 

(4) 混合结构房屋的砌体结构设计 

(5) 墙、圈梁、过梁、挑梁和墙梁的设计 

(6) 墙、柱的一般构造要求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混合结构房屋砌体结构的设计方法 

难点：各种构件的计算简图、受力特征 

（二）实践教学（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1） 

1.  通过工程计算软件应用，要求学生掌握结构建模方法、各种参数的选

用、对计算结果图像、输出计算数据的分析以及施工图的绘制，掌握

规范性图纸的表达方式和原则。 

2.  教学内容 

(1) 结构建模 

(2) 结构荷载的输入、参数的选用 

(3) 输出计算数据分析 

(4) 施工图绘制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熟练掌握计算软件的应用 

难点：各种参数的选取、计算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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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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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抗震》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405 
中文名：建筑结构抗震 

课程名称 
英文名：Seismic Design of Buildings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专业必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结构力学、钢筋混凝土结构、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砌体结构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郭继武 , 建筑抗震设计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9787112050239. 

2. (新西兰) T. 鲍雷, (美) M. J. N. 普里斯特利著, 钢筋混凝土和砌

体结构的抗震设计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2011, ISBN: 
9787112125005. 

3.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理论与实例,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1, ISBN: 
7560824447. 

4. Anil K. Chopra. 结构动力学理论及其在地震工程中的应用，第三

版，2009，ISBN：9787302202189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期末考试 
（25%）+（75%） 

一、 课程简介 

《建筑结构抗震》是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核心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

践并重，涉及到地震概念、场地影响、结构动力分析以及各类建筑抗震设计多学

科交叉的重要专业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建筑抗震设计的发展历史以及在工程设计中

的重要地位。能够掌握建筑抗震设计的基本原则、计算方法和设计要求，并具有

把这些知识应用到一般工程抗震设计中的能力，为成为一名卓越结构工程师打下

坚实的基础。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2.2 基于所学的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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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并结合文献查阅，能够针对复杂

土木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和建模，并获

得有效结论，且能试图改进。 

2 毕业要求 3.1 具有完成土木工程结构构件、节点和

单体的设计能力。 
45%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绪论 毕业要求 2.2 
第二章 场地与地基 毕业要求 2.2、3.1 
第三章 结构地震反应分析与抗震计算 毕业要求 2.2、3.1 
第四章 多高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设

计 毕业要求 2.2、3.1 

第五章 多层砌体结构抗震设计 毕业要求 2.2、3.1 
第六章 多高层钢结构抗震设计 毕业要求 2.2、3.1 

理论教学 

第七章 建筑隔震和减震设计 毕业要求 2.2、3.1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掌握结构抗震概念设计基本原理。 

课程目标 2：培养学生掌握地震作用确定的基本方法，并了解各种方法的

适用条件和不足。 

课程目标 3：培养学生能够应用抗震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具体结构构件、

节点和体系的抗震设计。 

课程目标 4：通过撰写小论文，培养学生查阅文献，发展新型抗震耗能结

构体系的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2.2 课程目标 1、2、4 
毕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2、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和掌握地震产生的原因、地震波的特征及其传播、地震震级和地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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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划分、地震作用及其震害的产生、抗震设防的目标和工程防震减灾对策、结

构概念设计、结构抗震措施等内容。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工程地震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容。 

(2) 结构抗震设防目标和抗震设计适用范围。 

(3) 抗震概念设计。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抗震设防分类、设防标准和设防目标以及抗震概念设计。 

难点：使同学能够理解抗震概念设计的重要性，对建筑抗震性能的影响。 

第二章 场地、地基和基础（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2、3.1） 

1.  本章基本要求 

理解场地对结构震害的影响，掌握我国建筑抗震场地划分方法、天然地基

和基础的抗震验算方法，场地液化的概念与判别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建筑场地类别划分。 

(2)  天然地基与基础。 

(3)  场地液化判别。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场地类别划分和场地液化判别。  

难点：场地液化判断和处理。 

第三章结构地震反应分析与抗震验算（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2、3.1） 

1.  本章基本要求 

理解反应谱基本概念、掌握振型分解-反应谱法确定地震作用方法、掌握

弹性地震反应时程分析法、了解扭转对地震反应的影响、了解我国现行规范确

定地震作用的一般规定以及抗震验算的基本方法和过程。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反应谱的概念，地震系数、动力系数、地震影响系数、重力荷载代表

值的概念与表达式。 

(2) 振型分解的概念，掌握用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计算多自由度弹性体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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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反应的方法。 

(3) 地震作用反应时程分析法原理。 

3.  结合我国现行抗震设计规范，讲解地震作用确定的一般规定和抗震验

算。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反应谱概念、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和时程分析法。 

难点：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和时程分析法。 

第四章多高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抗震设计（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2、3.1）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多层和高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的主要结构体系及震害特点；掌握常

见的框架结构、框架－抗震墙结构及抗震墙结构选型、结构布置和设计原则；掌

握钢筋混凝土梁、柱、节点和墙抗震设计；掌握混凝土结构抗震构造措施。  

2.  本章教学内容 

(1)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震害及其分析； 

(2) 钢筋混凝土结构选型、结构布置和设计原则；抗震墙结构的抗震设

计； 

(3) 钢筋混凝土结构体系地震作用下受力特点分析。 

(4) 钢筋混凝土梁、柱、节点和墙抗震设计和构造措施。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选型与布置原则；钢筋混凝土梁、柱、节点和

墙抗震设计和构造措施。 

难点：学生对结构选型、布置原则的理解；结构体系的抗震设计。 

第五章 多层砌体结构抗震设计（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2、3.1）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多层砌体结构房屋震害特点、掌握多层砌体结构房屋抗震设计一般规

定；掌握多层砌体房屋抗震验算。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多层砌体结构的震害分析和特点。  

(2) 多层砌体结构的选型与布置。 

(3) 多层砌体结构的抗震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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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层砌体结构抗震构造措施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理解多层砌体房屋高度、层数、高宽比、局部尺寸的限值；多层砌

体房屋水平地震作用计算，多层砌体房屋地震剪力在墙体间的分配；如何把握

抗震设计规范，合理的进行圈梁、构造柱的布置。 

难点：多层砌体房屋地震剪力在墙体间的分配；多层砌体房屋抗震设计实

例。 

第六章  多高层钢结构的抗震设计（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2、3.1）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多高层钢结构的震害及破坏特点；掌握多高层钢结构的选型与结构布

置；掌握多高层钢结构的抗震设计与构造措施。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多高层钢结构的主要震害特征和抗震概念设计。  

(2) 多高层钢结构的选型与结构布置。  

(3) 多高层钢结构的抗震设计要求。  

(4) 多高层钢结构抗震构造要求。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多高层钢结构房屋的抗震构造措施；与多高层钢筋混凝土及多层砌

体结构抗震设计的不同点 

难点：多高层钢结构的地震作用计算。 

第七章 结构隔震和减震设计（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2、3.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建筑结构隔震和减震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了解建筑结构抗震技术最新

发展动向。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结构隔震原理和方法。  

(2) 结构减震原理和方法。 

(3) 结构隔震和减震在实际工程应用介绍。 

(4) 抗震技术的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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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建筑结构隔震和减震基本原理和方法。 

难点：结构隔震和减震分析模型的建立。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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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结构设计》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410 
中文名：高层建筑结构设计 

课程名称 
英文名：Structural Design of High-rise Buildings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7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结构力学、建筑结构抗震、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钢结构基本原理、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钱稼如，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第 2 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2. 包世华，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第 2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3. 陈忠范，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期末考试 
（30%）+（70%） 

一、 课程简介 

高层建筑是当前建筑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本课程讲解高层结构的体系、

荷载、受力特点，讲授高层结构经典计算理论，介绍现代基于电算的设计方

法，介绍相关规范的内容。本课程运用已经学习的结构力学、结构抗震、混凝

土结构、钢结构等专业基础知识，面向解决实际工程问题，是一门综合性课

程，是专业基础知识和实际工程应用之间的纽带。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全面了

解高层结构的基本知识，初步掌握高层结构的设计方法，学习利用专业知识解

决工程问题，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结构设计工作奠定基础。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3.1 具有完成土木工程结构构件、节点和

单体的设计能力。 
90% 

2 毕业要求 7.1 能够广泛了解土木工程建设与环境保

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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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高层结构体系及荷载 毕业要求 3.1、7.1 
第二章 框架结构内力和位移计算 毕业要求 3.1 
第三章 剪力墙结构内力与位移计算 毕业要求 3.1 
第四章 框架-剪力墙结构内力和位移

计算 毕业要求 3.1 

第五章 筒体结构的内力和位移计算 毕业要求 3.1 
第六章 高层结构电算 毕业要求 3.1 

理论教学 

第七章 高层结构的构件设计和构造 毕业要求 3.1、7.1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授课，使学生了解高层建筑的受力特点，熟悉各类结构

体系的特点和经济适用范围，熟悉各类高层建筑结构体系受力、变形基本特

征。 

课程目标 2：通过授课和作业练习，使学生掌握各类高层建筑结构体系的

结构分析和构件设计的基本方法、熟悉构造要求，初步具备针对一般高层建筑

的结构设计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课堂讨论、作业练习和课外拓展学习，培养学生针对复

杂工程问题进行高层建筑结构选型、优化的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7.1 课程目标 1、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章 高层结构体系及荷载（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1、7.1）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高层结构的荷载与受力特点，熟悉常用结构体系特点，掌握结构布置

原则。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概述 

(2) 高层建筑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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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构体系布置原则 

(4) 高层结构荷载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常用高层结构体系特点与适用范围，高层结构布置原则。 

难点：学生对高层结构体系特点认识较浅，需在后续各类体系工作原理学

习后再回顾、巩固相关内容。 

第二章 框架结构内力和位移计算（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1） 

1.  本章基本要求 

使学生充分认识经典分析方法的意义与必要性，掌握高层框架结构几种经

典分析方法，掌握高层框架结构的受力变形特点。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经典分析方法的意义与必要性 

(2) 框架结构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分层计算方法 

(3) 框架结构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的反弯点法 

(4) 框架结构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的 D 值法 

(5) 侧移计算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使学生理解经典分析方法的必要性，能够使用经典方法进行结构分

析估算，通过经典分析方法使学生掌握高层框架结构受力变形特点。 

难点：学生手算能力相对薄弱，对结构体系的宏观把握不够深入。 

第三章 剪力墙结构内力与位移计算（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整体剪力墙、联肢剪力墙、整体小开口剪力墙和带刚域框架等的经典

分析方法，掌握高层剪力墙结构的受力变形特点。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整体墙计算方法 

(2) 双肢墙和多肢墙的连续化计算方法 

(3) 小开口剪力墙计算方法 

(4) 带刚域框架近似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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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能够使用经典分析方法进行结构分析估算，通过经典分析方法使学

生掌握剪力墙结构受力变形特点。 

难点：学生手算能力相对薄弱，对结构体系的宏观把握不够深入。 

第四章 框架-剪力墙结构内力和位移计算（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框架－剪力墙结构协同工作原理，掌握框架－剪力墙结构的经典分析

方法，掌握框架－剪力墙结构的受力变形特点，掌握框架和剪力墙两类结构单

元相对刚度对协同工作性能的影响。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框架－剪力墙结构协同工作原理及计算方法 

(2) 框架－剪力墙铰结体系在水平荷载下的计算 

(3) 框架－剪力墙刚结体系在水平荷载下的计算 

(4) 刚度特征值对框剪结构受力、位移特性的影响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能够使用经典分析方法进行结构分析估算，通过经典分析方法使学

生掌握框架-剪力墙结构受力变形特点及刚度特征值对整体工作性能的影响。 

难点：学生手算能力相对薄弱，对结构体系的宏观把握不够深入。 

第五章 筒体结构的内力和位移计算（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1） 

1.  本章基本要求 

熟悉筒体结构的受力变形特点，熟悉筒体结构分析的常用简化计算方法，

具备使用简化方法对筒体结构进行初步估算并用于结构选型的能力。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剪力滞后现象及处理方法 

(2) 几种简化计算方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能够使用经典分析方法对筒体结构进行分析估算，通过经典分析方

法使学生掌握筒体结构受力变形特点。 

难点：学生手算能力相对薄弱，对结构体系的宏观把握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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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高层结构电算（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1） 

1.  本章基本要求 

巩固结构有限元分析基础知识，熟悉高层结构常用单元类型，了解工程设

计实践中常用的结构分析和设计软件。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梁柱单元、剪力墙单元的基本知识 

(2) 空间三维整体有限元模型 

(3) 常用参数的意义及其取值 

(4) 高层结构设计的主要控制指标 

(5) 常用结构设计软件的简介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高层结构有限元分析中常用单元类型及其应用，高层结构分析有限

元建模。 

难点：学生在结构分析有限元软件方面基础薄弱，针对复杂工程问题建模

能力不足。 

第七章 高层结构的构件设计和构造（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1、7.1） 

1.  本章基本要求 

熟悉高层结构提高抗震性能的技术措施，具备针对高层建筑梁（包括连

梁）、柱、剪力墙等基本构件和节点的设计能力，能够正确采取构造措施，对巨

型结构、混合结构等复杂高层结构体系工作性能有所了解。 

2.  本章教学内容 

(1) 荷载效应组合和最不利荷载组合 

(2) 提高抗震性能的技术措施 

(3) 混凝土框架梁、柱截面设计和构造措施 

(4) 混凝土剪力墙截面设计和构造措施 

(5) 钢支撑设计 

(6) 型钢混凝土、钢管混凝土 

(7) 巨型结构与外伸桁架结构 

(8) 钢-混凝土混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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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提高抗震性能的技术措施，高层建筑梁基本构件、节点设计和构造

措施。 

难点：延性设计和抗震构造牵涉内容繁多，难以记忆切容易混淆。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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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工程（A 类）》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00 
中文名：基坑工程（A 类） 

课程名称 
英文名：Excavation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3 学时 48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地下工程方向 

先修课程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工程地质、结构力学、混凝土结构原理、地基

处理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课程组自编讲义, 基坑工程, 未出版. 
2. 熊智彪，建筑基坑支护，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3. 刘国彬，王卫东主编，基坑工程手册（第 2 版），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2009 
4. 王卫东，王建华，深基坑支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相结合的设计、分

析与实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实践成绩 + 期末考试 

（20%）+（20%）+（60%） 

一、 课程简介 

 《基坑工程》是针对土木工程专业地下工程方向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必选课程，

也可作为土木、水利、交通等专业的选修课。本课程与工程实践结合紧密，主要

任务是：通过介绍基坑工程的基本概念、分析理论、设计方法、施工技术等知识，

并结合现场工程实践与调研、案例分析与专题讲座，使学生在充分掌握土压力理

论的基础上，了解和熟悉基坑支护设计、开挖施工和监测方法，具有分析及解决

基坑工程一般问题的基础知识，了解深基坑工程分析理论与工程实践的主要成果

和及发展趋势，培养学生解决岩土工程问题的基本能力，为学生今后从事基坑工

程设计与施工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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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毕业要求 1.4 具有必备的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及在复

杂土木工程问题中应用的能力 
40% 

2 毕业要求 3.1 具有完成土木工程结构构件、节点和

单体的设计能力 
40% 

3 毕业要求 6.1 

具有基于土木工程相关知识和行业标

准，能够初步评价工程项目设计、施

工和运行方案对社会安全、经济、环

境和文化等影响的能力 

2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基坑工程概论 毕业要求 1.4、6.1 
第二章、土体的工程性质 毕业要求 1.4 
第三章、土压力和水平荷载 毕业要求 1.4、3.1 
第四章、基坑稳定性分析 毕业要求 1.4、3.1 
第五章、支护结构分析计算方法 毕业要求 1.4、3.1 
第六章、基坑变形特点与环境影响 毕业要求 1.4、6.1 
第七章、地下水渗流与控制 毕业要求 1.4、6.1 
第八章、土钉墙支护与重力式挡土墙 毕业要求 1.4、3.1、6.1 
第九章、板式支护体系及结构设计 毕业要求 1.4、3.1、6.1 

理论教学 

第十章、基坑工程监测与事故分析 毕业要求 1.4、6.1 
基坑工程分析理论与新技术进展 毕业要求 6.1 

实践教学 
工程参观与调研分析 毕业要求 6.1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初步掌握基坑工程的分析、设计与施

工的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具备基本的设计计算及工程应用能力。 

课程目标 2：通过案例分析讨论与专题讲座，使得学生了解基坑工程研究

与实践的最新进展，熟悉分析设计方法与施工技术的综合应用，提高学生自主

学习、思考分析和适应新技术发展应用的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现场工程参观与调研分析，要求学生进一步理解基坑工

程的设计与施工，掌握基坑工程设计图纸及技术报告整理编制过程、施工方案

指定与实施的关键技术，并养成自主学习、创新实践的习惯。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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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6.1 课程目标 1、2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基坑工程概论（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6.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基坑工程的基本概念及特点，了解基坑支护形式的发展历程及其分

类、国内外基坑工程实践的发展现状，了解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

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基坑工程现状、基本概念与特点 

(2) 基坑工程发展概况与分类 

(3) 基坑工程设计原则 

(4) 课程主要内容与要求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基坑工程的概念及特点、基坑支护分类。 

难点：基坑支护形式的发展与分类、设计原则。 

第二章、土体的工程性质（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土体基本物理力学性质、相关基本参数及其测试方法，了解与基坑相

关的土体基本特性指标的意义及取值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土的物理性质及指标 

(2) 土的力学性质及指标 

(3) 土工试验方法与参数确定 

(4) 岩土工程勘察与原位测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土体物理力学性质及相关参数测试方法。 

难点：土体基本特性指标的意义及取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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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土压力和水平荷载（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3.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经典土压力理论的基本假定及推导计算方法、水压力计算方法，熟悉

基坑工程中水土合算与水土分算的应用及其计算参数的选取，了解基坑土压力

的分布特征及变化规律，掌握支护设计中水平荷载计算确定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地应力与静止土压力 

(2) 土压力理论与计算方法 

(3) 水土分算与水土合算 

(4) 支护结构的荷载 

(5) 土压力的特殊问题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经典土压力理论及水土压力计算方法、基坑土压力分布特征及其与

变形的关系、基坑支护设计中荷载确定方法。 

难点：水土分算与合算、土压力与基坑变形的关系。 

第四章、基坑稳定性分析（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3.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基坑稳定性的概念与分类，了解不同类型支护结构的稳定性控制指标

及其计算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基坑破坏模式与设计分析内容 

(2) 基坑稳定性概念与验算要求 

(3) 基坑整体稳定性分析 

(4) 基坑抗倾覆与抗滑动稳定性分析 

(5) 基坑抗隆起稳定性分析 

(6) 基坑抗渗流与抗承压水稳定性分析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基坑稳定性概念与验算规定、不同类型稳定性指标的计算方法。 

难点：抗隆起稳定性分析、不同类型的稳定性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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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支护结构分析计算方法（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3.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板式支护结构的受力变形分析计算方法及其基本原理，熟悉竖向弹性

地基梁法的计算参数确定方法，了解复杂支护结构受力变形的数值计算方法及

其力学模型简化原则。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等值梁法与经典简化方法 

(2) 竖向弹性地基梁法 

(3) 空间弹性地基板法（三维“m”法） 

(4) 土与结构共同作用的连续介质有限元法 

(5) 工程案例分析（不同方法的示例与比较）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等值梁法、竖向弹性地基梁法、数值模型简化原则及参数选取方

法。 

难点：弹性地基梁法的基本假设、计算原理及其参数确定。 

第六章、基坑变形特点与环境影响（3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6.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板式支护结构及周边环境变形的基本特征、分析计算方法，了解基坑

的环境影响及其简化计算、环境容许变形及评估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基坑变形特征与规律 

(2) 基坑变形分析计算方法 

(3) 基坑的环境影响与评估 

(4) 基坑周边环境的容许变形 

(5) 工程案例分析（变形计算与环境影响评估）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基坑变形的内涵与特征、基坑变形的简化计算方法、基坑环境变形

与评估控制。 

难点：基坑及环境变形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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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地下水渗流与控制（3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6.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基坑降排水的作用与方法，了解地下水渗流分析方法、降水计算的内

容、基坑降水的环境影响。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地下水影响及降排水概述 

(2) 地下水渗流分析方法 

(3) 疏干降水 

(4) 承压水降水 

(5) 降水的环境影响与控制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降排水的作用、水井理论与渗流分析、降水的环境影响与控制 

难点：渗流分析与环境影响。 

第八章、土钉墙支护与重力式挡土墙（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3.1、

6.1）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土钉墙与水泥土重力坝挡土墙等支护结构的工作原理、设计施工方

法、优缺点与适用条件。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概述 

(2) 土钉墙及复合土钉墙支护 

(3) 水泥土重力坝挡土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复合土钉墙支护原理、水泥土重力式挡土墙支护结构。 

难点：不同支护形式的特点及适用条件。 

第九章、板式支护体系及结构设计（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3.1、6.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地下连续墙、排桩、SMW 围护及其内支撑的设计方法，熟悉相关专

业软件的应用，能够综合运用相关理论方法进行基坑支护选型及设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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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章教学内容 

(1) 板式支护结构概述 

(2) 地下连续墙围护设计    

(3) 排桩围护设计  

(4)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SMW 工法)围护设计 

(5) 内支撑设计 

(6) 设计案例分析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地下连续墙围护结构、排桩围护结构设计、内支撑选型及设计。 

难点：支护结构方案选型及设计计算。 

第十章、基坑工程监测与事故分析（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6.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基坑施工监测方法及主要安全风险，通过典型案例的事故分析，了解

基坑设计施工中的关键因素及对策措施。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基坑工程监测方法及施工风险 

(2) 案例分析 1：新加坡地铁基坑事故 

(3) 案例分析 2：广州海珠广场基坑事故 

(4) 案例分析 3：杭州湘湖路站基坑事故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基坑监测方法、基坑工程事故案例的分析与经验教训。 

难点：基坑安全控制关键因素。 

（二）实践教学（1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6.1） 

1.  基本要求 

在理论教学的课程安排之外，通过校外专家的专题讲座、工程现场的参观

考察、国内外文献及案例的调研分析等方式，直观接触工程实践，了解基坑工

程理论研究与工程应用的最新进展情况，熟悉基坑工程的技术应用现状等。 

2.  教学内容 

(1) 专题讲座 2~3 次：基坑工程分析理论与新技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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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参观与调研分析，提交实践报告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专题讲座的学习交流与现场讨论，工程参观及现场技术交流，调研

分析并提交报告等。 

难点：现场讨论、自学调研、思考撰写并提交报告。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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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处理》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50 
中文名：地基处理 

课程名称 
英文名：Ground Improvement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工程地质、工程测量、结构力学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课程组自编讲义，地基处理, 未出版. 
2. 叶书麟，叶观宝编. 地基处理（2nd）,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3. 国家《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2002）  
4. 上海市《地基处理技术规范》（DBJ08－40－94） 
5. 《地基处理手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6. 《地基处理与实例分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实践成绩(按当年的实际情况)+ 期末考试 
（20%）+（10%）(按当年的实际情况)+（70%） 

一、 课程简介 

本课程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地基处理的基本概念，了解地基处理设计思

想，并初步掌握利用所学知识进行地基处理设计。地基处理是土木工程、水

利、港口工程等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其内容广泛，综合性强。本

课程内容包括：地基工程勘察；土的基本特性，地基处理手段方法和目的、置

换、夯实、挤密、排水、胶结、加筋、冷热等处理方法等。。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2.2 

基于所学的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并结合文献查阅，能够针对复杂

土木工程问题进行分析和建模，并获

得有效结论，且能试图改进。 

10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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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毕业要求 2.2 
第二章 浅层换填法 毕业要求 2.2 
第三章 深层密实法 毕业要求 2.2 
第四章 排水固结法 毕业要求 2.2 
第五章 化学加固法 毕业要求 2.2 

理论教学 

第六章 加筋法 毕业要求 2.2 
实践教学 地基处理施工技术 毕业要求 2.2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初步掌握地基处理的设计、施工技术

基础理论，技术方法和应用。 

课程目标 2：通过现场工程实践，要求学生理解地基处理的设计、施工技

术等问题，掌握地基处理的设计、施工技术问题的技术报告整理过程。 

课程目标 3：通过撰写分组技术报告、设计报告以及口头汇报的形式，要

求学生通过团队合作方式，能够利用专业基础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2.2 课程目标 1、2、3 

一、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地基处理的基本概念及特点，了解地基处理国内外的发展现状及本课

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当前地基处理的现状 

(2) 地基处理的历史、发展 

(3)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地基处理的概念及特点、本课程的学习方法。 

难点：地基处理课程在学习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二章 浅层换填（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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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浅层换填的原理、设计方法等。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砂垫层原理和设计方法； 

(2) 浅层换填的类型、使用条件和局限性。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浅层换填的原理和设计方法。 

难点：不同换填方法的复杂性。 

第三章 深层密实法（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6.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深层密实法原理、设计方法和施工技术及其技术关键。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深层密实法的分类； 

(2) 深层密实法的设计方法； 

(3) 深层密实法的施工工艺。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深层密实法的原理、设计方法和施工技术。 

难点：深层密实法的原理。 

第四章 排水固结法（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排水固结法的原理、设计方法和施工技术。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堆载、真空预压和电渗法的原理； 

(2) 堆载、真空预压和电渗法的设计方法； 

(3) 堆载、真空预压和电渗法的的施工技术。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排水固结法的设计方法和施工技术。 

难点：排水固结法的加固原理。 

第五章 化学加固法（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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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化学加固法的原理、设计方法和施工技术。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水泥搅拌法 

(2) 灌浆法 

(3) 高压注浆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化学加固法的原理 

难点：化学加固法的设计方法和施工技术。 

第六章  加筋法（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加筋法的原理、设计方法和施工技术。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加筋法的原理、设计方法和施工技术 

(2) 土袋法的原理、设计方法和施工技术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地下空间利用开发的关键技术问题 

难点：地下空间利用领域的发展方向。 

（二）实践教学（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9.2） 

1.  基本要求 

通过现场考察、参观和实际操作等形式，了解地下空间开发施工技术、防

灾环保技术等。 

2.  教学内容 

(1) 考察地基处理施工现场 

(2) 以技术报告、分组讨论等形式汇报现场考察的内容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现场考察、与企业技术人员交流等形式，了解地基处理的设计方法

和施工技术等。 

难点：讨论、汇报现场考察的内容及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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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工程施工》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64 
中文名：地下工程施工 

课程名称 
英文名：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建筑制图、建筑材料、工程地质、土力学与基础工程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教材：地下工程施工技术，许建聪 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ISBN：9787112179954 
2. 参考书：陈建平、吴立，《地下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0.9。ISBN:9787562515678 
夏明耀，《地下工程设计施工手册》，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1999.7。ISBN: 7112164591 
李夕兵，《岩石地下建筑工程》，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9.8。ISBN: 7810611445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期末考试 
（40%）+（60%） 

一、 课程简介 

地下工程施工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之一，是研究各种地下工程

的施工工艺、技术和施工组织一般规律的学科。本课程与材料力学、结构力

学、土力学、工程地质学、土木工程项目管理等课程有着密切关系。通过结合

教授与练习，使学生能够掌握地下建筑的施工方法、施工工艺和施工技术方面

的知识；掌握信息法施工原理；能编制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说明书，具有分析和

解决地下工程施工问题的能力。此外，要求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专业情感和职

业道德素养。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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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毕业要求 3.3 
针对该土木工程结构体系，结合传统

和现代施工技术，能够提出安全、经

济和合理的施工方案。 
50% 

2 毕业要求 6.1 

具有基于土木工程相关知识和行业标

准，能够初步评价工程项目设计、施

工和运行方案对社会安全、经济、环

境和文化等影响的能力； 

35% 

3 毕业要求 11.2 
能够将项目管理原理和经济决策方法

应用于土木工程项目管理中，并体现

出一定的组织、管理和领导能力； 
15%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绪论 毕业要求 3.3、6.1 
第二章 基坑工程施工技术 毕业要求 3.3、6.1、11.2 
第三章 钻爆法隧道施工技术 毕业要求 3.3、6.1、11.2 
第四章 盾构隧道工程施工技术 毕业要求 3.3、6.1、11.2 

理论教学 

第五章 地下工程施工新技术 毕业要求 3.3、6.1、11.2 
  

实践教学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地下施工技术的概述，了解施工组织方案编写、场地安排、

施工机械及人员进场、施工进度控制等各关键技术环节。 

课程目标 2：掌握地下工程的主要施工方法、施工工艺和施工技术。掌握

地下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说明书的编制要领。 

课程目标 3：通过撰写分组技术报告以及口头汇报的形式，要求学生通过

团队合作方式，能够利用专业基础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3.3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6.1 课程目标 2、3 
毕业要求 11.2 课程目标 1、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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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地下工程施工的基本概念及特点，了解地下工程施工的国内外发展现

状及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地下工程施工种类 

(2) 当前地下工程施工现状、发展趋势 

(3)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地下工程施工的概念及特点、本课程的学习方法。 

难点：地下工程施工课程在学习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二章 基坑工程施工技术（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3、6.1、11.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基坑工程施工的基本流程，技术方案，主要关键技术。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基坑开挖的前期工作、开挖顺序和所用设备、工法。 

(2) 基坑施工过程中围护及周边环境的变形规律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基坑施工过程中围护结构和支撑体系的施工顺序及注意点。 

难点：基坑施工过程中围护结构和支撑体系的受力变化。 

第三章 钻爆法隧道施工技术（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3、6.1、11.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钻爆法施工的基本流程，技术方案，主要关键技术。 

2.  本章教学内容 

(1) 钻爆法施工的基本流程、主要分类、施工机械。 

(2) 围岩等级、地下水、瓦斯等条件对钻爆法的影响及其对策。 

(3) 辅助工法，信息化施工在钻爆法中的应用。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根据水文地质条件与围岩等级选择适合的钻爆法工艺。 

难点：不同水文地质条件下的施工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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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盾构隧道工程施工技术（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3、6.1、

11.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盾构隧道工程施工的基本流程，技术方案，主要关键技术。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盾构设备分类及选型。 

(2) 盾构隧道施工基本流程，土压平衡和泥水平衡的异同。 

(3) 特殊地质条件下的应对措施。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土压平衡和泥水平衡的基本原理及工法异同。 

难点：盾构机设备选型。 

第五章 地下工程施工新技术（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6.1、11.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地下工程施工新技术的发展趋势，了解最新施工技术及工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国外施工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2) 我国施工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3) 新技术案例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国内外施工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难点：从工程案例了解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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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与实例》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65 
中文名：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与实例 

课程名称 
英文名：Urban underground space planning and case analysis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工程地质》、《土力学与地基基础》、《水文地质学》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陈志龙 编,《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控制与引导》，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5, 版次 1. ISBN：9787564160371 

2. 曹平、王志伟 编，《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导论》，中国水利水电出

版社，2013, 版次 1.  ISBN：9787517012993. 

3. 朱建明,宋玉香 编，《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5, 版次 1. ISBN：9787517032434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实践成绩 + 期末考试 
（30%）+（20%）+（50%） 

一、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主要介绍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和实例分析。主要包括城市地下空间

工程的历史与发展，地下交通设施、地下管网、地下商业街、地下车库、地下

民用建筑、地下综合体等地下工程规划以及地下空间防灾规划的一般原理和方

法，以及规划中需要考虑的地质条件、地下水、气候条件等因素。最后，通过

国内外地下空间工程实例的介绍，使学生加强对所学内容的直观认识，初步掌

握地下空间工程规划的内容及方法。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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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7.1 能够广泛了解土木工程建设与环境保

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50% 

2 毕业要求 7.2 具有评估特定复杂土木工程建设对环

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的能力。 
5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绪论 毕业要求 7.1, 7.2 
第二章 城市地下空间总体规划 毕业要求 7.1, 7.2 
第三章 地下空间规划中的地质条件 毕业要求 7.1, 7.2 
第四章 地下商业街的规划 毕业要求 7.1, 7.2 
第五章 地铁的规划 毕业要求 7.1, 7.2 
第六章 地下车库的规划 毕业要求 7.1, 7.2 
第七章 共同沟的规划 毕业要求 7.1, 7.2 
第八章 地下贮库的规划 毕业要求 7.1, 7.2 

理论教学 

第九章 地下建筑灾害防治实例 毕业要求 7.1, 7.2 
参观实习 毕业要求 7.1, 7.2 

实践教学 
地下空间规划大作业 毕业要求 7.1, 7.2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概述，了解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历

史、现状及发展趋势，地下空间总体规划的基本原理、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关

系、规划成果的组成 

课程目标 2：了解地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类型，掌握各类型城市地下工程

规划的基本原理以及要求 

课程目标 3：城市地下工程参观实践，强化地下工程规划的认知 

课程目标 4：强化实践教学，通过规划实践，培育格局思维和总体规划、

科学管理的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7.1 课程目标 1、2、3、4 
毕业要求 7.2 课程目标 1、2、3、4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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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 7.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城市地下空间工程的概念、范畴及特征，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历

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了解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的概念、范畴及特征 

(2)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 

(3)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现状及发展。 

难点：本课程学习应注意的问题。 

第二章 城市地下空间总体规划（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 7.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城市地下空间总体规划的任务与内容，了解城市地下空间总体规划的

控制技术与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城市地下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 

(2) 城市地下空间总体布局与地面空间结构的关系 

(3) 城市地下空间的功能 

(4) 城市地下空间布局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地下空间总体规划的任务与内容。 

难点：地下空间总体规划的控制技术与方法。 

第三章 地下空间规划中的地质条件（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 7.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地质环境于地下空间开发的关系，了解地质条件的调查与评价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地下地质环境与地下空间开发的关系，地质条件对地下空间开发的影响和

制约，地质条件的调查与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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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地质条件与地下环境对地下空间规划的影响。 

难点：地下空间规划中如何考虑地质条件的影响。 

第四章 地下商业街的规划（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 7.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地下商业街的规划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以及常用的施工方法和运行管

理。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地下商业街规划原理 

(2) 地下商业街施工与管理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地下商业街规划方法。 

难点：地下商业街规划和设计、施工中的关键问题。 

第五章 地铁的规划（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 7.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地铁规划设计方法、施工方法、相关标准和运行管理，以及地铁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地铁规划原理与方法； 

(2) 地铁规划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地铁规划原理与方法 

难点：地铁运行管理及其环境影响。 

第六章 地下车库的规划（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 7.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地下车库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地下车库规划原理 

(2) 地下车库规划方法 

194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地下车库的规划方法 

难点：地下车库规划中的关键问题。 

第七章 共同沟的规划（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 7.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共同沟的规划设计方法、施工方法、相关标准和运行管理。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共同沟的规划设计方法和施工方法 

(2) 共同沟的相关标准和运行管理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共同沟的规划、设计、施工方法 

难点：共同沟规划设计中的关键问题。 

第八章 地下贮库的规划（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 7.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地下贮库的规划设计、施工方法和运行管理。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地下贮库的规划设计原理 

(2) 地下贮库的施工方法及运行管理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地下贮库的规划设计方法 

难点：地下贮库的关键控制因素。 

第九章 地下建筑灾害防治实例（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 7.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风险及灾害应急机制，包括地下空间工程灾害防

护与安全技术，地下工程自然灾害与防护，地下空间工程事故与防治措施等。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地下空间工程灾害防护与安全技术 

(2) 地下工程自然灾害与防护 

(3) 地下空间工程事故与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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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风险及灾害应急机制 

难点：地下空间工程灾害与防护、事故与防治。 

（二）实践教学（10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 7.2） 

1.  基本要求 

通过现场考察、参观和实际操作等形式，了解地下空间规划及开发利用的

原理、方法、技术以及地下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等。 

2.  教学内容 

(1) 考察施工现场 

(2) 完成地下空间规划大作业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现场考察、实际操作、与企业技术人员交流等形式，了解地下空间

的规划、设计、开发、实施、影响评价等。 

难点：切实提高学生对地下空间规划的整体把握能力和对工程现场的深入

体会。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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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力学》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10 
中文名：岩石力学 

课程名称 
英文名：Rock Mechanics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专业必修课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7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材料力学、弹性力学、工程地质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自编讲义，未出版 
2. 张永兴. 岩石力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第二版，ISBN: 
978-7-112-09866-8. 
3. 徐志英. 岩石力学，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993, 第三版，ISBN: 
978-7-801-24282-2. 
4. 周维垣. 高等岩石力学, 水力电力出版社, 1990，第一版，ISBN：

7-120-01042-5/TV347. 
5. Jaeger JC, Cook NGW, Zimmerman RW. Fundamentals of Rock 
Mechanics,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Fourth Edition, ISBN:-13: 978-0-
632-05759-7 
6. Brady BHG, Brown ET. Rock Mechanics for Underground Mining, 
Springer, 2006, Third Edition, ISBN: 978-7-03-029393-0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期末考试 
（20%）+（80%） 

一  课程简介 

《岩石力学》是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主要讲解岩石工程中

的一些基本概念、力学问题及分析方法。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岩石

(体)力学的基本概念及分析方法；岩石(体)力学参数测量方法；结构面力学性质

和建模方法；岩体水力学性质；地应力及其测量方法；地下工程围岩应力分析

基本理论和方法；边坡稳定分析基本理论与方法；岩石地基承载力及稳定性分

析方法。该课程将使学生在岩石力学方面得到系统性的学习和训练，同时也对

其他相关学科（如：水利工程、采矿工程及石油工程）中的岩石力学问题有一

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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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1.4 具有必备的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及在复

杂土木工程问题中应用的能力 
10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绪论 毕业要求 1.4 
第二章 岩石力学性能与分析方法 毕业要求 1.4 
第三章 岩体力学性能与分析方法 毕业要求 1.4 
第四章 地应力及其测量方法 毕业要求 1.4 
第五章 岩石地下工程 毕业要求 1.4 
第六章 岩石边坡工程 毕业要求 1.4 

理论教学 

第七章 岩石地基工程 毕业要求 1.4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掌握岩石力学的基本概念、力学原理

和分析方法。 

课程目标 2：通过课内案例分析、例题解答，使学生具有一定的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课内对一些案例的反思，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及

其适用条件的理解，使学生具备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4 课程目标 1、2、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岩石力学和岩体工程的定义及基本概念；了解岩体力学发展历史与现

状；了解本课程主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岩石力学发展历史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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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岩石力学及岩石工程的一些基本概念 

(3)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岩石力学概念及特点、本课程的学习方法。 

难点：岩石力学课程在学习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二章 岩石基本力学性能（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岩石在拉伸、受压及剪切条件下的强度和变形特性；掌握岩石流变及

其力学模型；掌握岩石力学参数的测量方法；了解岩石常用的几种强度理论；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岩石在拉伸、受压及剪切条件下的强度和变形特性 

(2) 岩石流变及力学建模 

(3) 岩石力学参数的测量方法 

(4) 几种常用的岩石强度理论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岩石强度及变形特性、岩石流变及力学参数测量方法。 

难点：岩石流变力学建模问题。 

第三章 岩体的基本力学性能（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岩体的基本力学性能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结构面的描述方法、力学特性及变形特性 

(2) 结构面抗压强度、抗剪强度及水力学特性 

(3) 岩体变形、强度及各向异性 

(4) 节理岩体力学建模方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结构面的力学性能及水力学特性。 

难点：岩体力学建模问题。 

第四章 岩体地应力及其测量方法（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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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地应力基本概念及其测量方法；了解地应力分布特征。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地应力定义、成因及分布规律 

(2) 地应力测量方法、原理及实施过程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地应力概念及测量方法。 

难点：地应力测量方法及原理。 

第五章 岩石地下工程（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围岩应力计算方法及弹塑性分析；掌握围岩支护方法及原理；了解一

些常用支护方法的实施过程。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围岩应力计算方法 

(2) 围岩弹塑性分析 

(3) 支护与围岩共同作用原理及一些支护方法的实施过程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围岩应力计算及弹塑性分析、围岩支护原理和方法 

难点：围岩应力计算及弹塑性变形分析 

第六章  岩石边坡工程（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岩质边坡破坏机理及稳定性分析方法；了解边坡支护技术。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岩质边坡的破坏机理 

(2) 稳定性分析方法 

(3) 常用边坡支护技术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岩质边坡稳定性分析方法 

难点：边坡稳定性分析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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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岩石地基工程（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4）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岩石地基概念、类型及承载力计算方法；了解岩石地基的一般形式及

处理方法。 

1.  本章教学内容 

(1) 岩石地基概念、应力和变形分析 

(2) 岩石地基承载力及破坏模式 

(3) 一些常用岩石地基形式及处理方法 

2.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岩石地基承载力计算方法 

难点：地基承载力计算方法的理论基础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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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与地下工程》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439 
中文名：隧道与地下工程 

课程名称 
英文名：Tunnel &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7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主讲教师 杜守继 研究员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土力学，岩石力学，工程地质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隧道工程》，丁文其等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12. 
[2]《隧道工程》, 朱永全等主编，中国铁道出版社，2008. 
[3].《Tunnel Engineering Handbook》, John O. Bickel and T.R. Kuesel,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1982.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期末考试 
（40%）+（60%） 

一  课程简介 

隧道与地下工程课程属于土木工程专业的主干课程，是专业必修课。隧道

与地下工程在土木工程、交通工程、水利工程、力学等学科都有广泛应用，同

时电子计算机及计算技术的发展也为隧道工程的应用和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前

景。隧道与地下工程主要讲述隧道的设计、施工和运营的基本原理及计算方

法，内容包括山岭隧道结构的设计原理与施工方法，城市软土隧道结构的设计

原理与施工方法，隧道工程的新进展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隧道工

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重点掌握隧道与地下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方法。本课程

不仅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重点培养学生利用专业技能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为学生从事与隧道与地下工程相关专业技术工作、科学研究工作等

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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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毕业要求 1.3 

基于所学的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并结合文献查阅，具有必备的土

木工程专业基础知识及在复杂土木工

程问题中应用能力 

50% 

2 毕业要求 3.1 具有完成土木工程结构构件、节点和

单体的设计和施工能力； 
5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绪论 毕业要求 1.3 
第二章 隧道位置选择及断面几何设计 毕业要求 1.3、3.1 
第三章 隧道结构构造分析 毕业要求 1.3、3.1 
第四章 隧道所处地质环境 毕业要求 1.3 
第五章 山岭隧道结构的设计原理 毕业要求 1.3、3.1 
第六章 山岭隧道施工方法 毕业要求 1.3、3.1 
第七章  城市软土隧道结构的设计原理 毕业要求 1.3、3.1 

理论教学 

第八章 城市软土隧道的施工方法 毕业要求 1.3、3.1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初步掌握隧道与地下工程的设计理

论、施工技术、方法和应用。 

课程目标 2：通过工程实践和文献调研环节，要求学生理解隧道及地下工

程的设计、施工技术问题；通过课堂讨论汇报、撰写报告等形式，要求学生利

用专业基础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1.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3.1 课程目标 1、2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绪论（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 

本章要求：了解隧道工程的基本概念、发展历史、隧道特点等； 

本章内容： 1.1 课程简介； 1.2 隧道概念；1.3 隧道发展历史及现状；1.4 隧

道施工,设计及研究方法概述；1.5 隧道工程特点 

第二章 隧道位置选择及断面几何设计（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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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要求：理解并掌握各类隧道的几何设计的一般内容。 

本章内容：2.1 隧道位置选择；2.2 隧道洞口位置选择；2.3 隧道断面几何设

计 

第三章 隧道结构构造分析（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3.1） 

本章要求：理解并掌握各类隧道的形式与结构构造的一般内容。 

本章内容：3.1 隧道衬砌材料与构造；3.2 洞门构造；3.3 明洞结构；3.4 内装、

顶棚及路面；3.5 隧道的附属设施；3.6 防排水设施 

第四章 隧道所处地质环境（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 

本章要求：理解并掌握隧道所处的地质环境的一般内容。 

本章内容：4.1 围岩的工程性质；4.2 围岩的分类；4.3 围岩压力 

第五章 山岭隧道结构的设计原理（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3.1） 

本章要求：了解隧道结构设计的一般原理与方法；理解隧道工程围岩分类与

荷载特点；掌握矿山法隧道结构的设计原理和方法。 

本章内容：5.1 隧道结构计算理论；5.2 隧道复合支护结构计算理论 

重点：隧道工程围岩分类及荷载特点。 

难点：矿山法隧道结构设计原理和方法。 

第六章 山岭隧道施工方法（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3.1） 

本章要求：了解并掌握隧道的各类施工方法，包括矿山法、TBM 法、明挖

法等。了解隧道施工的各项辅助作业内容。 

本章内容：6.1 隧道传统矿山法施工技术；6.2 隧道新奥法施工技术；6.3 隧

道 TBM 施工技术 

重点：各类施工方法的施工过程及适用范围。 

建议：安排实际工程讲解或录象教学。 

第七章  城市软土隧道结构的设计原理（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3.1） 

本章要求：了解软土地层隧道结构设计的一般原理与方法；理解软土地层隧

道工程荷载特点；掌握盾构法隧道结构的设计原理和方法 

本章内容：7.1 软土地层隧道工程荷载计算；7.2 盾构法隧道结构的设计原理 

重点：盾构法隧道结构的设计原理和方法。 

第八章 城市软土隧道的施工方法（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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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要求：了解城市软土隧道的各类施工方法，包括盾构法、沉埋法、顶进

法等。了解隧道施工的各项辅助作业内容。 

本章内容：8.1 盾构法；8.2 顶进或顶管法；8.2 沉埋法 

重点：各类施工方法的施工过程及适用范围。 

建议：安排实际工程讲解或录象教学。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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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代码 

（Course Code） 
EM205 

*学时 

（Credit Hours） 
16 

*学分 

（Credits） 
1 

（中文）工程力学实验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英文）Engineering Mechanics Experiment 

课程性质 

(Course Type) 
必修课。 

授课对象 

（Audience） 

船舶与海洋、交通运输、轮机工程、土木工程、工程力学、机械工程、

能源与动力工程、核工程、航空航天工程、材料、环境等专业本科生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开课院系 

（School）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大学物理》、《高等数学》、《电工与电子技术》、《理论力学》、《材料

力学》、《工程力学》、《流体力学》 

授课教师 

（Instructor） 

张卫刚 余征跃 陈巨兵 沈勇 

杨凤鹏 但文蛟 陈玉坤 孙峰  

课程网址 

(Course Webpage) 
http://emec.sjtu.edu.cn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工程力学实验》是继学生掌握基础力学理论知识后的一门理论结合工

程实际应用的实践型课程，也是作为基础力学教学体系不可缺少的基础

课程，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实践、研究、创新的科研思想

的一个重要的教学实践环节。本课程分着重加强为工程力学实验相关基

本实验的基础训练与技能的培养，掌握基本概念和知识，为《力学创新

实验》后续课程中的综合性研究性实验教学打下基础，基本实验加强学

生力学基础训练，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体现工程性、研究性与创新性。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Engineering Mechanics Experiment is a practicing course after students have finished 

basic mechanics (including Theoretical Mechanics, Material Mechanics, Fluid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Mechanics). This course emphasizes engineering 

practicing and applying, training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e problems according 

to what they learned in basic mechanics. This course is a necessary part of the basic 

mechanics teaching system, it plays important role in training student’s ability of 

oper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This course including two parts: basic 

experiments and integrated experiments. The basic experiments emphasize training 

student’s basic operating skills and basic mechanics principles, the integrated 

experiments enlighten student’s ability of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by designing and 

completing some experiments, solving some practic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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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大纲（course syllabus） 

*学习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通过力学实验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直接观察和分析重要的力学现象，学

习掌握力学量的测量和基本的力学实验方法，加深对力学理论知识的理

解，使学生受到从事科学实验以及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结合实际

工程应用，着力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综合能力，使学生成为具备基础扎实、知识面宽、综合能力强、优秀

科学素质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本课程的具体任务是：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分析和对力学量的测量，

学习力学实验知识、加深对力学理论知识理解（A3、A4、A5、A6、A7、
A8）。培养与提高学生的科学实验能力和素养（B1、B2、B3、B4、B6、
B7、B8、B9、B10、B11、B13），要求学生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

是的科学作风，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主动研究的创新探索精神，遵守

纪律、团结协作和爱护公共财产的优良品德（C1、C2、C3、C4、C6、C7）。 

*教学内容、进度安

排及要求 

(Class Schedule 

&Requirements) 

教学内容 学时 教学方式 作业及要求 基本要求 考查方式 

绪论课 1 面授 预习实验   

金属材料拉伸

与压缩 
2 基本实验 必修，完成实验 完成要求 实验报告 

扭转试验与剪

切模量测量 
2 综合实验 必修，完成实验 完成要求 实验报告 

工字梁弯曲 2 基本实验 必修，完成实验 完成要求 实验报告 

弯扭组合应力 2 综合实验 必修，完成实验 完成要求 实验报告 

平板偏心拉伸 1 综合实验 必修，完成实验 完成要求 实验报告 

弹性模量和泊

松比测量 
1 综合实验 必修，完成实验 完成要求 实验报告 

单自由度系统

自由振动 
2 综合实验 必修，完成实验 完成要求 实验报告 

单自由度系统

强迫振动 
2 基本实验 必修，完成实验 完成要求 实验报告 

质心与转动惯

量测量 
2 设计实验 必修，完成实验 完成要求 实验报告 

转子的临界转

速测定 
2 综合实验 选修，完成实验 完成要求 实验报告 

课程小结      

对以上实验课程的基本要求如下： 
1．在教学中要适当地介绍一些力学实验史料和力学实验在工程技术中的应用

知识，对学生进行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使学生了解科学实验

的重要性，明确力学实验课程的地位、作用和任务。 
2．在整个实验教学过程中，要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爱护公共财产、

遵守安全制度，树立优良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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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求学生了解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具有正确处理实验数据的能力。 
4．通过力学实验的基本训练，要求学生做到： 
能够自行完成预习、进行实验和撰写报告等主要实验程序。能够调整常用实验

装置，并基本掌握常用的操作技术。了解力学实验中常用的实验方法和测量方

法。能够进行常用力学量的一般测量。了解常用仪器的性能，并学会使用方法。

同时要求学生重视对力学实验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引导学生运用理论去指导实

践、解决实验中的问题。 
5.开设一定量的近代力学实验、应用性或综合性力学实验，以利于学生理解近

代力学概念，了解力学实验技术应用，提高进行综合实验的能力。 
6．开设一定量的设计性实验或具有设计性内容的实验，使学生在实验方法的

考虑、测量仪器的选择和配合、测量条件的确定等方面受到初步的训练。 
7. 在实验教学中引入和使用计算机进行计算机辅助教学。 

 

*考核方式 

(Grading) 

本课程成绩比例：实验成绩占 100％，包括预习情况、实验态度、实验过程、

实验报告等；课程结束需完成课程小结。 
  Experiment 100% 

  Course Summary  

*教材或参考资料 

(Textbooks & Other 

Materials) 

陈巨兵 余征跃 等编，《工程力学实验教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ISBN: 

9787313047366. 

参考书目： 

范钦珊  陈巨兵  等编，《工程力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ISBN: 

9787040193855. 

其它 

（More） 
 

备注 

（Notes） 
 

 

备注说明： 

1．带*内容为必填项。 

2．课程简介字数为 300-500 字；课程大纲以表述清楚教学安排为宜，字数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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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实习》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213 
中文名：认识实习 

课程名称 
英文名：Cognitive Practice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4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工程测量》、《建筑材料》、《结构力学》、《混凝土结构原理》、

《工程地质》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参考书籍：同济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东南大学、重庆大

学 合编，房屋建筑学(第 5 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年，

ISBN: 9787112190461 
2. 参考资料：《现行建筑施工规范条文说明大全(缩印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年，9787112111954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实习总结报告+指导教师评价 
（70%）   +   （30%） 

一、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任务和教学目的是使学生通过一周时间的建筑学参观、一周时间

的建筑工程施工工地参观，达到了解土木工程专业的基本工作内容，理解土木

工程专业的特点，掌握土木工程专业的学习方法。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1.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7.1 能够广泛了解土木工程建设与环境保

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100% 

2.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施工安全教育 毕业要求 7.1 

建筑学现场参观 毕业要求 7.1 
实践教学 

建筑工程施工工地现场参观 毕业要求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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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建筑学现场参观，了解建筑物的设计要求、构造型式和

使用要求，熟悉建筑学专业知识与土木工程专业的关系，培养学生在土木工程

中运用建筑学专业知识的能力； 

课程目标 2：通过建筑工程施工工地的现场参观，了解建筑工程结构的布

置方案、节点联结方式和受力特点，了解建筑物的施工过程、构件的制作和建

筑施工机具的使用情况等，熟悉建筑工程施工在土木工程专业中的地位和作

用，树立学生从规划设计到施工的全局系统观念，培养土木工程中的系统分析

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7.1 课程目标 1、2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施工安全教育（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 

1.  基本要求 

使学生对建筑工程施工工地现场的安全事故有一定的了解，提高安全意

识，对安全事故做好预防。 

2.  教学内容 

(1) 建筑工程施工工地安全基础知识  

(2) 建筑工程施工工地现场七大伤害及其预防 

(3) 建筑工程施工工地现场安全管理及事故处理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建筑工程施工工地安全基本知识。 

难点：不同类型的建筑工程施工工地的安全隐患发现及其预防。 
（二）实践教学 

建筑学现场参观（1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 

1.  基本要求 

组织学生对上海市比较著名的建筑物、城区规划等进行参观学习。 

2.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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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用建筑（住宅、宿舍、办公楼等）的现场参观学习； 

(2) 公共建筑（影剧院、展览馆、体育馆等）的现场参观学习； 

(3) 城区规划（古镇、特色小镇、CBD 等）的现场参观学习。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熟悉建筑物、城区规划等建筑学专业知识。 

难点：掌握建筑学专业知识与土木工程专业的关系，培养系统全局的土木

工程建设理念。 
建筑工程施工工地现场参观（1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7.1） 

1.  基本要求 

组织学生对上海市内的建筑物或构筑物的上部结构施工工地、地下结构施

工工地、预制构件厂等进行参观学习。 

2.  教学内容 

(1) 混合结构房屋施工过程现场参观学习； 

(2) 混凝土结构的施工方法现场参观学习； 

(3) 钢结构建筑物施工过程现场参观学习； 

(4) 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现场参观学习。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熟悉建筑工程施工在土木工程专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难点：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对不同类型建筑工程施工方法的初步学习，

了解其对于建筑工程设计工作的影响，培养土木工程专业的系统全局观念。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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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实习》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214 
中文名：测量实习 

课程名称 
英文名：Surveying Practice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2 学时 两周 

开课学期 第 4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工程测量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课程组自编讲义, 上海交通大学测量实验实习指导书 

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93； 

城市测量规范，JJ13-87； 

1:500,1:1000,1:2000 地形图图示，GB 7929－87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操作考核 + 实习报告 
（30%）+（20%）+（50%） 

一、 课程简介 

《测量实习》是在《工程测量》课堂教学结束之后在实习场地集中进行的

测绘生产实践，是各项课间实验的综合应用，也是巩固和深化课堂所学知识的

必要环节。通过实习，不仅能够全面了解测绘工作的全过程，系统地掌握测量

仪器操作、施工计算、地图绘制等基本技能，为解决实际工作中的测量问题打

下基础，还能在业务组织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方面得到锻炼。在实习过程中应

该具有严格的科学态度、踏实求是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的献身精神、团结协

作的集体观念。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5.1 
具有应用现代土木工程制图、测量和

检测等工具的能力，并能了解其在具

体应用中的局限性。 
80% 

2 毕业要求 10.1 针对复杂土木工程项目，具有利用专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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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图纸和报告等形式与专业人士和社

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1. 实习安排与要求 毕业要求 5.1，10.1 
2. 四等水准测量和普通水准测量 毕业要求 5.1，10.1 
3. GNSS 平面控制测量 毕业要求 5.1，10.1 
4. 经纬仪或全站仪图根导线测量 毕业要求 5.1，10.1 
5. 1:500 大比例尺数字地形测图 毕业要求 5.1，10.1 
6. 已知平面坐标的点位测设 毕业要求 5.1，10.1 
7. 操作技能考核 毕业要求 5.1，10.1 

实践教学 
 

8. 实习报告整理 毕业要求 5.1，10.1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实习，掌握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GNSS 接收机等常

用测量设备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并能够使用这些仪器进行小地区控制测

量、大比例尺地形测图测绘和建筑物或线路的测设。 

课程目标 2：通过实习，培养团队精神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

具有利用专业图纸和测量报告等形式与专业人士和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

流的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5.1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10.1 课程目标 1、2 

三、 实习基本内容 
内容 1  实习安排与要求（1 天）（支撑毕业要求 5.1，10.1） 

1.  基本要求 

掌握实习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熟悉实习场地，了解水准仪、经纬仪的

基本操作。 

2.  主要内容 

（1） 实习分组，熟悉实习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 

（2） 踏勘实习场地，弄清实习控制点的分布状况； 

（3） 熟悉基本仪器，集中练习仪器的整平对中和读数等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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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2  水准测量（1 天）（支撑毕业要求 5.1，10.1） 

1.  基本要求 

掌握普通水准仪、电子水准仪的使用方法，并测量约两公里长度的闭合或

附合水准路线。 

2.  实习内容 

（1） 根据实习布置的闭合水准路线（长度约为 2 公里），用电子水准仪

进行四等水准测量； 

（2） 根据实习布置的闭合水准路线（长度约为 2 公里），用 DS3 水准仪

进行普通水准测量； 

（3） 水准测量的数据处理。 
内容 3  GNSS 平面控制测量（1 天）（支撑毕业要求 5.1，10.1） 

1. 基本要求 

掌握 GNSS 接收机差分定位和静态定位的测量和数据处理方法。 

2. 实习内容 

（1） 利用实习布置的平面控制网（控制点数量不少于 5 个），采用与

CORS 网联测的方法测量地面点的平面坐标； 

（2） 利用实习布置的平面控制网（控制点数量不少于 5 个），采用静态

相对定位的方法测量地面点的平面坐标； 

（3） 利用软件，完成基线解算和控制网平差。 
内容 4  图根控制测量（2 天）（支撑毕业要求 5.1，10.1） 

1.  基本要求 

掌握闭合或附合导线的布设以及全站仪导线测量方法。 

2.  实习内容 

（1） 根据小组划定的实习区域（一般为 150m×200m），布设闭合或附合

图根导线； 

（2） 采用全站仪法，按城市二级导线的精度要求进行角度和距离测量； 

（3） 图根导线高程的普通水准测量； 

（4） 导线测量的内业计算。 
 

内容 5 1:500 大比例尺数字地形图测绘（2 天）（支撑毕业要求 5.1，10.1） 

1.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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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经纬仪或全站仪法大比例尺数字地形图测绘方法。 

2.  主要内容 

（1） 利用自己建立的图根控制网，采用经纬仪或全站仪法按规范要求进

行 1:500 的碎部测量； 

（2） 地形图的数字绘图 
内容 6  已知平面点位的测设（0.5 天）（支撑毕业要求 5.1，10.1） 

1.  基本要求 

掌握已知平面坐标的经纬仪或全站仪测设方法。 

2.  主要内容 

（1） 利用已有的控制点坐标，以及两个以上待测设点的平面设计坐标，

分别计算极坐标和前方交会测设法所需要的测设数据； 

（2） 分别采用经纬仪或全站仪用极坐标法和前方交会法完成测设工作并

检核。 
内容 7  操作考核（0.5 天）（支撑毕业要求 5.1，10.1） 

1. 基本要求 

通过考核掌握学生仪器操作的熟练程度。 

2. 主要内容 

（1） 双面尺法水准测量考核 

（2） 经纬仪或全站仪对中整平考核 

（3） 经纬仪或全站仪测回法角度观测考核 
内容 8  实习报告整理（2 天）（支撑毕业要求 5.1，10.1） 

1. 基本要求 

掌握实习报告和相关表格图纸的整理。 

2. 主要内容 

（1） 测量原始数据的规范化整理； 

（2） 测量计算表格的整理； 

（3） 大比例尺数字地形图的清绘和整饰； 

（4） 实习体会和建议。 

 

 

215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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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实习》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66 
中文名：建筑工程施工实习 

课程名称 
英文名：Building Construction Practice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4 学时 64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混凝土结构与砌体结构设计》、《钢结构

基本原理》、《工程测量》、《建筑材料》、《结构力学》、《混凝土结

构原理》、《工程地质》、《土木工程项目管理》、《给水排水工程》、

《工程估价》、《建筑设备概论》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教材：李书全，土木工程施工（第 2 版），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
年，ISBN: 9787560850214 

2. 参考资料：《现行建筑施工规范条文说明大全(缩印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年，9787112111954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实习工地评价+实习总结报告 
（40%）   +   （60%） 

一、 课程简介 

通过实习，对建筑工程的整个施工过程和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有较深刻的了

解；理论联系实际、巩固和深入了解所学专业的理论知识，并为后继课程的学

习积累感性认识。通过亲身参加建筑工程施工实践，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独立工作能力。为将来参加工作打下基础。通过工作与劳动，了解建筑工程

施工的基本生产工艺过程中的生产技术技能；了解目前我国建筑施工技术和施

工组织管理的实际水平，联系专业培养目标，为提高我国建筑工程施工水平树

立远大志向；与工人和基层生产干部密切接触，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和先进事

迹。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1.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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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毕业要求 3.3 
针对该土木工程结构体系，结合传统

和现代施工技术，能够提出安全、经

济和合理的施工方案。 
40% 

2 毕业要求 8.2 
在土木工程实践中能够理解并遵守职

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并为国家和社会

服务。 
30% 

3 毕业要求 11.2 
能够将项目管理原理和经济决策方法

应用于土木工程项目管理中，并体现

出一定的组织、管理和领导能力。 
30% 

2.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理论教学 施工安全教育 毕业要求 8.2 
实践教学 建筑工程施工工地现场实习 毕业要求 3.3、8.2、11.2 

3.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熟悉建筑工程施工工地情况，熟悉建筑工程施工图纸和有关

资料，掌握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知识，制定实习计划，了解建筑工程施工企业组

织机构及其职责。 

课程目标 2：熟悉建筑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内容和编制方法，熟悉土方工

程、桩基础工程和基础工程的施工工艺和方法。 

课程目标 3：根据实习的建筑工程施工工地的实际情况，熟悉不同类型建

筑上部结构的施工工艺和方法。 

课程目标 4：了解不同类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工艺和方法。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3.3 课程目标 2、3、4 
毕业要求 8.2 课程目标 1、2、3、4 
毕业要求 11.2 课程目标 1、2、3、4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施工安全教育（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8.2） 

1.  基本要求 

使学生对建筑工程施工工地现场的安全事故有一定的了解，提高安全意

识，对安全事故做好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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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内容 

(1) 建筑工程施工工地安全基础知识  

(2) 建筑工程施工工地现场七大伤害及其预防 

(3) 建筑工程施工工地现场安全管理及事故处理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建筑工程施工工地安全基本知识。 

难点：不同类型的建筑工程施工工地的安全隐患发现及其预防。 
（二）实践教学 

建筑工程施工工地现场实习（6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3、8.2、11.2） 

1.  基本要求 

实习期间，学生以一个基层技术人员身份参加工作，包括了解工程概况，

熟悉实习工程的主要施工图，阅读施工单位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了解该

工程所采用的施工机械，劳动组织和施工方法等。 

2.  教学内容 

(1) 制订工种工程的施工方案或技术措施； 

(2) 编制单位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 

(3) 在施工现场协助技术人员具体负责施工技术和生产管理工作，处理施

工中遇到的技术和生产问题； 

(4) 进行房屋、构筑物的定位，放线和控制标高等工作； 

(5) 校核施工图和进行翻样工作； 

(6) 施工质量的检查与验收； 

(7) 某项具体施工技术的总结工作； 

(8) 安全施工与管理； 

(9) 新技术、新材料和新结构的推广和研究； 

(10) 相关建筑材料、建筑机械、建筑结构构造、建筑施工管理方面的知

识。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建筑工程施工实习工地的施工组织设计，包括施工方案和进度

计划安排与控制。 

难点：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亲身参加建筑工程施工工地的施工实践，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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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独立工作能力。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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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工程施工实习》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67 
中文名：地下工程施工实习 

课程名称 
英文名：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4 学时 64 

开课学期 第 5 学期暑假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地下工程施工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参考书：现行建筑施工规范大全（修订缩印本）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 2014 版。ISBN 9787112160723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总结报告 
（40%）+（60%） 

一  课程简介 

地下工程施工实习一般在暑假进行，时间共四周，主要通过施工实践达到

实习的目的。实习期间，学生以一个基层技术人员身份参加工作。原则上学生

必须安排在工地现场参加外业工作，必要时亦可在室内从事内业工作，但从事

内业工作的学生必须安排一定的时间去现场，并参加一定数量的生产劳动。学

生在实习期间，应先了解工程概况，熟悉实习工程的主要施工图，阅读施工单

位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了解该工程所采用的施工机械，劳动组织和施

工方法等。然后根据所实习工程的具体情况，在实习指导人的安排下进行实

习。此外，学生还可在实习中学习有关施工机械、施工管理等其他方面的知

识。如条件许可，实习学生还可在实习指导人或教师的指导下完成专题作业，

其内容根据具体实习工程确定。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3.3 
针对该土木工程结构体系，结合传统

和现代施工技术，能够提出安全、经

济和合理的施工方案。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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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业要求 8.2 
在土木工程实践中能够理解并遵守职

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并为国家和社会

服务。 
35% 

3 毕业要求 11.2 
能够将项目管理原理和经济决策方法

应用于土木工程项目管理中，并体现

出一定的组织、管理和领导能力； 
15%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实践教学 课程实习 毕业要求 3.3、8.2、11.2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实习，掌握如何编写施工组织方案、场地安排、施工机

械及人员进场、施工进度控制等各关键技术环节。 

课程目标 2：通过实习，掌握至少一种施工方法的具体实施过程和涉及的

工法工艺，以及主要施工技术。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3.3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8.2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11.2 课程目标 1，2 

三  教学基本内容 

实践教学（6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3，8.2，11.2） 

1.  基本要求 

通过现场考察和实际操作等形式，了解至少一种地下工程施工技术的实施

流程和所涉及的工法工艺，掌握施工组织方案、场地安排、施工机械及人员进

场、施工进度控制等各关键技术环节。 

2.  教学内容 

(1) 深入施工现场一线，进一步学习施工技术； 

(2) 结合课程知识，提出现场施工中预定的技术问题； 

(3) 以技术报告、分组讨论等形式汇报现场实习结果。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了解地下工程施工流程，掌握相应的施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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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难点：讨论、汇报现场实习结果及关键问题。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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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学课程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CV215 
中文名：房屋建筑学课程设计 

课程名称 
英文名：Building Construction Design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必修课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4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房屋建筑学、工程图学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房屋建筑学（第四版），同济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东南大

学、重庆大学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ISBN：7-112-
07540-8 

2. 建筑初步（第三版），田学哲、郭逊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ISBN：978-7-112-11757-4 
3. 住宅精细化设计，周燕珉等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ISBN：978-7-112-08742-6 

一、 课程简介 

《房屋建筑学课程设计》是土工工程专业的必修课。本课程以中小型民用

建筑为设计题目，要求学生进行建筑方案与构造节点的设计。通过该设计，使

学生掌握建筑总平面、平面、立面、剖面及节点设计的基本要求和方法，了解

相关法规和规范的要求，并掌握建筑制图的表达方法，完成建筑方案的设计和

图纸绘制的工作。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9.1 在解决土木工程复杂问题时，具有良

好的个人执行力 
40% 

2 毕业要求 10.1 
针对复杂土木工程项目，具有利用专

业图纸和报告等形式与专业人士和社

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50% 

3 毕业要求 12.1 通过自主学习，具有适应土木工程新

发展的能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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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学内容和要求 

本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安排及要求如下： 

教学内容 学时 教学方式 作业及要求 基本要求 考查方式 
建筑设计原理及

要求、设计任务

书 
4 讲授 

阅读任务

书，收集资

料 
完成要求 口头汇报 

建筑实例 2 讲授 收集资料和

调研 完成要求 书面作业 

方案构思 4 课堂设计/
讨论 

完成初步方

案设计 第一阶段草图 书面作业 

总平面及平、

立、剖面设计 
10 课堂设计/

讨论 设计或调研 第二阶段草图 书面作业 

深化设计 8 课堂设计/
讨论 设计或调研 正式草图 书面作业 

绘制正式图纸 4 课堂制图/
辅导 绘制图纸 正式成果图 书面作业 

四、 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注重对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课程成绩包

括： 

（1）设计图纸成果，占 70％。 

（2）课堂讨论与出勤等，占 30％。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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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应用软件》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440 
中文名：土木工程应用软件 

课程名称 
英文名：Application Software in Civil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7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弹性力学及有限元》、《结构力学》、

《结构概念设计》、《混凝土结构原理》、《钢结构基本原理》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徐赵东 编著，土木工程常用软件分析与应用，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2010，ISBN 978-7-112-11830-4  
2. 爱德华·L·威尔逊(美) 著，结构静力与动力分析（中译本），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ISBN: 7-112-07901-2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期末大作业 
（100%） 

一、 课程简介 

《土木工程应用软件》是为土建类土木工程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应用类课

程。它主要内容包含土木工程设计的基本原理和过程、土木工程设计类应用软

件，典型土木工程类软件的使用及重点结构问题的软件处理过程。本课程是与

当前土木工程发展现状和最新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重要的专业应用类课程。通

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能熟练掌握土木工程软件应用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和基本方法，并能对目前常用的基本土木工程应用软件，掌握其基本原理和

结构专业设计方面的实用性操作。培养学生利用专业理论知识，结合实际工程

进行土木工程的软件应用，开阔视野，增强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5.2 
具有至少应用一种土木工程方面的大

型分析软件能力，并了解工程适用

性。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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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业要求 5.3 具有综合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与工具进

行复杂土木工程分析和研究的能力。 
5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土木工程应用软件概述 毕业要求 5.2 
第二章 有限元计算概述 毕业要求 5.2 
第三章 软件工程基本原理 毕业要求 5.2 
第四章 土木工程应用软件的实践过程与关键

步骤 毕业要求 5.2 
理论教学 

第五章 复杂空间钢结构中的软件应用问题 毕业要求 5.2 
掌握 1-2 门主要土木工程应用软件的上机操作 毕业要求 5.3 

实践教学 通过具有工程背景大作业分类设计以及工程

师进课堂环节，实现理论与工程实践的紧密

结合 
毕业要求 5.3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计算机与软件的发展历史概述，了解常用土木工程应用软件

的种类和发展。掌握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以及与土木工程应用软件开发的关

系。 

课程目标 2：从矩阵位移法着手，了解有限元方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

理；熟悉土木工程设计的基本过程和基本概念。 

课程目标 3：以空间钢结构为例，熟悉结构基本构形及其结构特性；深入

理解结构的概念设计，以及结构的力学模型的选择和确定方面的关键因素；了

解土木工程结构的基本设计方法和概念。并适当了解软件的体系设计与开发的

基本原理，为深入应用软件打下基础。 

课程目标 4：通过以钢框架结构、网架与网壳结构等空间结构为对象，运

用软件实现其分析和设计过程，熟悉并掌握土木工程结构分析与设计中的关键

步骤。介绍目前流行的土木工程设计类应用软件，通过功能的比较介绍土木工

程设计类应用软件的各自特点。 

课程目标 5：结合具体工程实例，通过课堂演示与工程师走进课堂相结合

的方式，介绍目前流行的土木工程应用软件；掌握实际复杂工程的软件分析与

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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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6：通过上机实习强化实践教学，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项目

分组，争取每一个大作业都是一个象样的小课题。让学生在学习中做小课题，

在具体做小课题中学。通过这个过程熟练掌握 MIDAS 或 SAP2000 软件的使

用，运用该软件学习并掌握应用土木工程软件进行典型土木工程的分析和设计

过程。提升学生解决复杂专业问题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软件应用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5.2 课程目标 1、2、3、4 
毕业要求 5.3 课程目标 5、6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土木工程应用软件概述（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5.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土木工程应用软件类型和基本特点，了解土木工程应用软件的发展历

史，了解目前流行的主要土木工程领域应用的软件及其主要特点；土木工程应

用软件国内外的发展现状及本课程的主要内容要求及学习方法。针对土木工程

的特点，如何有针对性的选择适合的软件工具。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土木工程与软件概述 

(2) 土木工程应用软件分类 

(3) 计算机和软件的发展历史 

(4) 主要的土木工程应用软件介绍 

(5) 软件工具的选择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了解目前主流的土木工程应用软件的特点和使用范围、软件类本课

程的学习方法。 

难点：针对土木工程的典型应用领域知晓软件工程应用中应注意的关键问

题。 
第二章 有限元计算概述（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5.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杆系有限元的基本原理，以及在软件应用中的主要实现方法和基本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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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章教学内容 

(1) 结构计算数值方法概述 

(2) 结构总刚矩阵的形式 

(3) 平面梁、杆单元刚度矩阵的基本原理 

(4) 有限元分析基本流程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有限元分析基本概念和计算流程。 

难点：单元刚度矩阵的数学和物理意义及工程应用背景。 
第三章 软件工程基本原理（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5.2） 

1.  本章基本要求 

了解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以及与土木工程应用软件开发的关系。 

2.  本章教学内容 

(1) 软件工程概述 

(2) 软件开发模式的历史演进与软件危机 

(3) 软件系统设计方法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了解软件开发模式与土木工程应用软件的演进关系，了解软件功能

的先进性和局限性。 

难点：从概念上了解软件系统设计方法。 
第四章 土木工程应用软件的实践过程与关键步骤（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5.2） 

1.  本章基本要求 

以空间钢结构为例，熟悉结构基本构形及其结构特性；深入理解结构的概

念设计，以及结构的力学模型的选择和确定方面的关键因素问题。 

2.  本章教学内容 

(1) 了解结构建模的基本方法和途径； 

(2) 了解钢结构基本单元和结构力学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和适用范围； 

(3) 熟悉应用工程软件对基本空间结构类型的进行分析的基本方法； 

(4) 熟悉结构软件分析的前处理、核心计算与后处理的模块关系与功能设

计；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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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了解软件中的力学模型及其适用范围。 

难点：掌握空间钢结构中关键力学问题的软件描述和软件实现。 
第五章 复杂空间钢结构中的软件应用问题术（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5.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复杂空间钢结构中网架与网壳结构的基本形式以及软件分析的基本原

理和过程。 

2.  本章教学内容 

(1) 网架与网壳结构的基本形式 

(2) 构件的基本形式 

(3) 节点构造与节点约束的关系 

(4) 建模型过程与分析方法 

(5) 后处理中的关键步骤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空间钢结构的复杂造型建模方法和软件分析的基本原理 

难点：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对空间结构中的计算结果做合理性与正确性分

析。 
（二）实践教学（1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5.3） 

1.  基本要求 

通过上机实习强化实践教学，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项目分组，通过这

个过程熟练掌握 1-2 门主流土木工程应用软件的使用。 

2.  教学内容 

(1) 通过邀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进课堂环节，实现理论与工程实

践的紧密结合； 

(2) 具有工程背景大作业分类设计，争取每一个大作业都是一个小课题。 

(3) 通过课上机房与课下网络的方式，提升学生运用软件的动力，并掌握

应用土木工程软件进行典型土木工程的分析和设计过程。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和熟练解决具有一定工程背景的土木类问题的软件应用方法和

主要过程，能够抓住问题关键。 

难点：掌握解决复杂专业问题的软件综合分析能力和软件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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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量》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103 

中文名：工程测量 
课程名称 

英文名：Surveying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修读类别 必须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4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线性代数、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覃辉，土木工程测量，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 
2. 顾孝烈等，测量学（第二版），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1； 
3. 张坤宜，交通土木工程测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9； 
4. Paul Richard Wolf, Charles D. Ghilani, Elementary Surveying: An 

Introduction to Geomatics (10th Edition), Prentice Hall,2001.8 
5. 课程自编教案和讲义资料。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实践成绩 + 期末考试 
（20%）+（10%）+（70%） 

一、 课程简介 

《工程测量》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面向建筑、道路、

桥梁、地下工程等土木工程专业介绍常用的测量仪器、测量原理和基本的数据

处理和分析方法。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测量的基本原理和测量新技术的介绍，

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GNSS 接收机等常用测量仪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

法，小地区控制测量方法、建筑物或线路工程的测设方法、以及工程测量在道

路、桥梁、隧道等土木工程专业中的应用等。通过测量学课程的学习以及参与

课程配套的实验实习，修本课程的学生应掌握工程测量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了

解测绘新技术，会使用常规的测量仪器和设备，具备测、算、绘的基本能力，

并能将测量知识运用到专业之中。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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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毕业要求 3.3 
针对该土木工程结构体系，结合传统

和现代施工技术，能够提出安全、经

济和合理的施工方案。 
40% 

2 毕业要求 4.2 
基具有把研究成果与工程实践相结合

的能力，并能理解研究成果与实际工

程应用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别。 
20% 

3 毕业要求 5.1 
具有应用现代土木工程制图、测量和

检测等工具的能力，并能了解其在具

体应用中的局限性。 
4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绪论 毕业要求 3.3、4.2 
第二章 水准测量 毕业要求 5.1 
第三章 经纬仪角度测量 毕业要求 5.1 
第四章 距离测量 毕业要求 5.1 
第五章 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 毕业要求 5.1 
第六章 小地区控制测量 毕业要求 3.3、4.2、5.1 
第七章 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绘和应用 毕业要求 3.3、5.1 
第八章 土木工程测量 毕业要求 3.3、4.2、5.1 

理论教学 

  
普通水准测量 毕业要求 5.1 
经纬仪角度测量 毕业要求 5.1 
全站仪测量 毕业要求 5.1 
GNSS 测量 毕业要求 5.1 
大比例地形图测绘 毕业要求 5.1 

实践教学 

建筑物测设 毕业要求 5.1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目

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堂讲授，使学生初步掌握测量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

方法，了解测绘新技术。 

课程目标 2：通过课堂讲授和实验实习，掌握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

GNSS 接收机等常用测量设备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并能够使用这些仪器进

行小地区控制测量、大比例尺地形测图测绘和建筑物或线路的测设。 

课程目标 3：针对土木工程的常规测量问题，能够合理地设计测量方案，

解决相关的测量问题。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233



毕业要求 3.3 课程目标 1、3 
毕业要求 4.2 课程目标 1、3 
毕业要求 5.1 课程目标 2、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绪论（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3、4.2）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大地测量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了解测绘新技术的国内外发展现状和

趋势，了解本课程与土木工程专业之间的关系和应用特点，以及本课程的主要

教学内容和学习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测绘学简介 

（2）地球的形状和大小 

（3）地面点位的表示方法 

（4）测量工作的程序及基本内容 

（5）水准面的曲率对观测量的影响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三维地理坐标转换为二维+一维表达方式的原理，以地理信息系

统、遥感、卫星导航定位技术为代表的测绘新技术的原理、现状和发展趋势。 

难点：参考椭球面、大地水准面、高斯投影等测绘基本理论问题。 

第二章 水准测量（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5.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高程的基本概念以及我国的高程系统、掌握水准测量的原理及其

能达到的精度、掌握 DS3 光学水准仪的基本结构及其使用方法、掌握单水

准路线的计算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高程系统介绍以及水准测量的基本原理 

（2） DS3 水准仪的构造及使用 

（3） 双面尺法水准测量的观测、记录、以及数据处理方法 

（4） 精密水准仪、电子水准仪介绍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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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水准测量的原理和使用方法。 

难点：数字水准测量原理。 

第三章 经纬仪和角度测量（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5.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角度测量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了解 DJ6 经纬仪的基本构造，并能

用测回法观测水平角和竖直角。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水平角和竖直角的概念 

（2） DJ6 光学经纬仪的构造和角度测量原理 

（3） 测回法水平角、竖直角观测 

（4） 经纬仪角度测量的误差分析及应对方法 

（5） DJ2 经纬仪、电子经纬仪介绍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经纬仪构造和测角原理，测回法水平角、竖直角观测。 

难点：经纬仪的读数原理。 

第四章 距离测量（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5.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钢尺测量、视距测量、电磁波测距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及其能达到的

精度。 

2.  本章教学内容 

（1） 钢卷尺测量 

（2） 视距测量 

（3） 电磁波测距 

（4） 全站仪测量 

（5） 直线定向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三种距离测量方法的原理及其能达到的精度，全站仪设站方法，坐

标方位角的概念。 

难点：双频电磁波测距原理。 

第五章 测量误差的基本知识（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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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测量的误差来源以及粗差、系统误差、偶然误差的特点及其处理原

则；掌握偶然误差的统计规律，以及中误差、比例误差和极限误差在测量中的

应用；掌握误差传播定律，以及不等精度观测和最小二乘平差原理。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测量误差的来源及其处理方法 

（2） 偶然误差的统计特征 

（3） 观测值的最或然值及其精度评定方法 

（4） 误差传播定律 

（5） 不等精度观测以及加权平均值及其中误差 

（6） 最小二乘原理与测量平差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中误差的计算以及误差传播。 

难点：偶然误差的统计特性及其误差传播，最小二乘平差理论。 

第六章  小地区控制测量（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3、4.2、5.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导线测量的基本原理和内业计算方法、GNSS 控制测量的基本原理和

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控制测量概述 

（2） 平面控制网的定位和定向 

（3） 导线测量 

（4） 交会定点 

（5）  三、四等水准测量及计算 

（6） GNSS 控制测量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导线测量、GNSS 控制测量 

难点：导线测量、GNSS 测量的平差计算 

第七章  大比例地形图测绘和应用（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3、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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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大比例地形图的基本知识，掌握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的基本方法，了

解大比例尺地形图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地形图与基础地理信息的基本知识 

（2） 大比例尺地形图测绘的基本方法 

（3） 数字测图原理和方法 

（4） 地形图的矢量化 

（5） 地形图的应用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全站仪法、GNSS 法数字测图的基本方法 

难点：全站仪法、GNSS 法数字测图的实践 

第八章  大比例地形图测绘和应用（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3.3、4.2、5.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已知平面坐标的点位测设方法，了解建筑工程测量、线路工程测量、

桥梁工程测量、隧道工程测量的主要工作和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土木工程测量概述 

（2） 建筑施工测量 

（3） 线路工程测量 

（4） 桥梁工程测量 

（5） 隧道工程测量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已知平面坐标的点位测设原理，建筑、线路、桥梁、隧道测量的基

本工作和方法。 

难点：建筑、线路、桥梁、隧道测量的工程实践。 

（二）实践教学（由于课时限制，采用开放实验或将部分实验合并到测量实

习的办法，支撑毕业要求 3.3、4.2、5.1） 

1.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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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GNSS 接收机等常规测量仪器和设备的

操作实践，掌握测量高程、距离、坐标的基本方法，并能解决土木工程中常见

的测量问题。 

2.  教学内容 

（1） 普通水准测量 

（2） 经纬仪角度测量 

（3） 全站仪测量 

（4） GNSS 控制测量 

（5） 大比例尺数字地形图测绘 

（6） 建筑物测设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常规测量仪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难点：新型测量仪器和设备的使用和数据处理。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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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课程设计》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358 
中文名：混凝土结构课程设计 

课程名称 
英文名：Course Design of Concrete Structure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选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结构力学、结构抗震、工程制图、混凝土结构原理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朱彦鹏主编，混凝土结构设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2012，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3.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10，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计算分析 + 施工图 
（60%）+（40%） 

一、 课程简介 

《混凝土结构课程设计》是理论教学结合实际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学习结

构理论课程后的一次全面的综合练习。通过课程设计，加深学生对结构计算基

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综合利用所学专业知识进行结构设计的能力，提

高学生的设计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2.3 具有应用图纸、图表和文字描述表达

复杂土木工程问题的能力。 
40% 

2 毕业要求 9.1 在解决土木工程复杂问题时，具有良

好的个人执行力。 
20% 

3 毕业要求 9.2 
作为团队一员或项目负责人，能够针

对复杂土木工程问题，具有分解、计

划和组织实施的能力。 
20% 

4 毕业要求 12.1 通过自主学习，具有适应土木工程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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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能力。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部分 楼盖体系的内力计算 毕业要求 9.1、9.2 

理论教学 
第二部分 框架结构的内力计算 毕业要求 9.1、9.2 
第一部分  绘制楼面、次梁的施工图 毕业要求 2.3、12.1 

实践教学 
第二部分  绘制框架梁和柱的施工图 毕业要求 2.3、12.1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掌握水平承力体系和竖向承力体系的

设计计算。 

课程目标 2：通过设计实践，使学生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

法，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

力。 

课程目标 3：通过整体结构的设计，培养学生的计算、绘图及编制文件的

能力。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9.1、9.2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1、2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1、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部分 梁肋楼盖体系的内力计算（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 

1.  本部分基本要求 

掌握梁肋楼盖的基本概念及受力特点，掌握梁肋楼盖的内力计算和截面设

计方法。 

2.  本部分教学内容 

(1) 结构布置及构件尺寸选择，材料选择，荷载计算； 

(2) 板的计算，次梁计算； 

(3) 板的截面设计，次梁的截面设计。 

3.  部分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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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梁肋楼盖体系的传力路径。 

难点：次梁的布置及其内力计算。 
第二部分 框架结构的内力计算（10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 

1.  本部分基本要求 

掌握现浇混凝土框架结构竖直荷载作用下和水平荷载作用的内力计算方

法。 

2.  本部分教学内容 

(1) 竖直荷载作用下的框架弯矩、剪力和轴力分析； 

(2) 水平荷载作用下的框架弯矩、剪力和轴力分析； 

(3) 框架结构的内力组合。 

3.  本部分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水平地震力作用下的框架内力计算； 

难点：框架结构的内力组合方法。 
（二）实践教学 

    第一部分 绘制楼面、次梁的施工图（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9.1、9.2、12.1） 

1.  本部分基本要求 

通过梁肋楼面施工图的绘制，掌握应用图纸、图表和文字描述表达楼面体

系实施结构施工的能力。 

2.  教学内容 

(1) 单向板和双向板的结构设计； 

(2) 等跨和不等跨连续梁的设计；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受弯构件的正截面、斜截面承载能力计算和截面设计等。 

难点：支座反弯矩区的配筋和钢筋截断等。 
    第二部分 绘制现浇混凝土框架梁和柱的施工图（10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9.1、

9.2、12.1） 

1. 本部分基本要求 

通过现浇框架施工图的绘制，掌握应用图纸、图表和文字描述表达现浇钢

筋混凝土框架实施结构施工的能力。 

2. 教学内容 

(1) 框架梁的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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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框架柱的结构设计；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框架梁的截面尺寸和纵向受力钢筋、框架柱截面尺寸和受压钢筋、

框架节点的设计等。 

难点：偏心受压柱的截面设计、框架节点的设计等。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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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课程设计》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441 
中文名：钢结构课程设计 

课程名称 
英文名：Curriculum Design of Steel Structure 

课程类别 专业实践课 修读类别 必修课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7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钢结构基本原理、钢结构设计、结构力学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钢结构（上册），钢结构基础(第三版)，陈绍蕃、顾强主编，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ISBN: 978-7-112-16499-8. 

（2）钢结构（下册），房屋建筑钢结构设计(第三版)，陈绍蕃，郭成

喜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ISBN: 978-7-112-16500-

1. 

（3）建筑钢结构设计（第二版），马人乐等编著，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8，ISBN: 978-7-560-83833-5. 

（4）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3，ISBN：9158005853600 

（5）国家标准：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1022），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ISBN: 1511226603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计算书 + 图纸 
（50%）+（50%） 

 
一、课程简介 

《钢结构课程设计》是一门专业理论知识与工程实际紧密结合的专业实践

课程，是为了培养学生从事钢结构设计的能力而设立，主要培养学生思考问题

及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了解钢结构工程设计的步骤和方法。通过对一典

型钢结构案例的设计，使学生对钢结构设计过程和设计中的注意事项有全面的

了解和认识，并能熟练掌握绘制钢结构施工图的方法以及绘图的各个注意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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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2.3 具有应用图纸、图表和文字描述表达

复杂土木工程问题的能力。 
40% 

2 毕业要求 9.1 在解决土木工程复杂问题时，具有良

好的个人执行力。 
20% 

3 毕业要求 9.2 
作为团队一员或项目负责人，能够针

对复杂土木工程问题，具有分解、计

划和组织实施的能力。 
25% 

4 毕业要求 12.1 通过自主学习，具有适应土木工程新

发展的能力。 
15%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部分 课程设计的内容、方法与要

求 毕业要求 9.1、9.2 
理论教学 

第二部分 施工图绘制方法与注意事项 毕业要求 2.3 
第一部分 撰写计算书 毕业要求 2.3、9.1、12.1 

实践教学 
第二部分 绘制施工图 毕业要求 2.3、12.1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初步掌握钢结构设计的设计步骤与注

意要点。 

课程目标 2：通过对一典型钢结构案例的设计，使学生掌握钢结构的内力

计算、内力组合方法，以及对构件与节点的设计与校核方法，培养学生绘制钢

结构施工图的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查找文献资料，培养学生正确、熟练运用结构设计规

范、设计手册、各种标准图集及参考书的能力，进一步培养学生把握全局能力

与责任意识。 

课程目标 4：通过让学生撰写钢结构设计计算书以及口头汇报的形式，要

求学生通过团队合作方式，能够利用专业基础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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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2、4 
毕业要求 9.1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9.2 课程目标 4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2、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部分 课程设计的内容、方法与要求 （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9.1、9.2） 

1. 基本要求 

掌握钢结构设计的设计步骤及特点，了解课程设计的具体任务、分组情况。 

2. 教学内容 

(1) 钢结构设计的设计步骤及特点 

(2) 课程设计的具体任务、分组情况 

(3) 典型钢结构案例的设计内容与设计要求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课程设计方法。 

难点：初选构件截面与选取计算模型 

第二部分 施工图绘制方法与注意事项 （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 

1. 基本要求 

掌握施工图绘制中的线型和线宽、绘图比例确定方法，钢结构图纸中的各种符号

以及图纸表达时的注意要点。 

2. 教学内容 

(1) 绘制施工图时的线型选取 

(2) 构件、节点详图的绘图比例 

(3) 图纸表达内容与注意事项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图纸表达内容。 

难点：线型选取与绘图比例的确定。 

（二）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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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撰写计算书 （1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9.1、12.1） 

1. 基本要求 

通过对一典型钢结构案例进行设计，形成包括从结构布置、荷载确定、计算

模型选取、内力计算、荷载效应组合、构件与节点验算等涵盖设计全过程的计算

书。计算书中的文本原则上要求手写，图表可以采用电脑制作、绘制。 

2. 教学内容 

教师通过与学生面对面检查阶段性计算书、对出现的共性问题实施集中讲授

等方法对计算书形成的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计算模型选取、内力计算与荷载效应组合。 

难点：构件与节点验算。 

 

第二部分 绘制施工图 （1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12.1） 

1. 基本要求 

绘制结构平面布置图、剖面图，以及施工详图等，满足线型合理、绘图比例

适当、图纸表达完整清晰等要求。 

2. 教学内容  

教师通过与学生面对面检查阶段性施工图、对出现的共性问题实 施集中讲

授等方法对施工图形成的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 

3. 重点和难点 

重点：图纸表达的完整性。 

难点：图纸中不同构件的绘图比例、施工图布置的合理性。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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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与地下工程课程设计》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442 
中文名：隧道与地下工程课程设计 

课程名称 
英文名：The Course Design of Tunnel &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7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主讲教师 杜守继 研究员 

先修课程 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土力学，岩石力学，工程地质，隧道与地下工

程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设计设计指南《隧道及地下工程分册》，张庆

贺等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 
2.《Tunnel Engineering Handbook》, John O. Bickel and T.R. Kuesel,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1982. 
3.《隧道工程》, 王毅才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 
4.《隧道工程设计要点集》，关宝树编著，人民交通出版社，2003.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期末考试 
（10%）+（90%） 

一、 课程简介 

隧道与地下工程课程设计属于土木工程专业的主干课程，是专业必修课。

隧道与地下工程课程设计是培养学生综合应用隧道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去解

决实际工程问题和进一步提高运算、制图及使用技术资料的技巧、完成工程技

术和科学技术基本训练的重要环节。课程设计内容包括绪论，隧道工程课程设

计的实施内容，隧道课程设计实例及点评，隧道工程课程设计实施等。通过本

课程设计的训练，使学生对隧道工程设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重点掌握隧道

工程的设计方法。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2.3 具有应用图纸、图表和文字描述表达

复杂土木工程问题的能力。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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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毕业要求 9.1 在解决土木工程复杂问题时，具有良

好的个人执行力； 
20% 

3 毕业要求 9.2 
作为团队一员或项目负责人，能够针

对复杂土木工程问题，具有分解、计

划和组织实施的能力。 
20% 

4 毕业要求 12.1 通过自主学习，具有适应土木工程新

发展的能力。 
10%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 隧道工程课程设计的选题 毕业要求 2.3 
第二章 隧道工程设计的原理及方法 毕业要求 2.3、9.1 
第三章 隧道工程设计内容、步骤和

要求 毕业要求 2.3、9.1、9.2 理论教学 

第四章 隧道课程设计过程 毕业要求 2.3、9.1、9.2、
12.1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初步掌握隧道与地下工程的设计方法

和内容。 

课程目标 2：通过实践和文献调研环节，要求学生理解隧道及地下工程的

设计、施工技术问题；通过课堂讨论、撰写设计报告等形式，要求学生通过团

队合作方式，能够利用专业基础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3：培养学生综合应用隧道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去解决实际工

程问题和进一步提高运算、制图及使用技术资料的技巧、完成工程技术和科学

技术基本训练的重要环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9.1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9.2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2、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 隧道工程课程设计的选题（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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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要求：确定隧道工程课程设计题目，并分组。 

本章内容：回顾已学到的隧道工程基础理论和专业基本原理； 

第二章 隧道工程设计的原理及方法（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9.1） 

本章要求：掌握隧道工程设计原理及各类方法 

第三章 隧道工程设计内容、步骤和要求（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9.1、

9.2） 

本章要求：掌握隧道工程设计内容、步骤和要求； 

本章内容：隧道工程结构荷载计算、结构选型、结构内力分析、指标验算及

配筋计算等 

第四章 隧道课程设计过程（2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9.1、9.2、12.1） 

本章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思考，独立完成设计内容；内容

上要求条理清晰，尽量采用简图和表格形式；图纸要求按照制图规范绘制；外观

上要求字体工整，纸张和封面统一。 

本章内容：4.1 确定计算断面及尺寸，荷载计算；4.2 结构内力计算；4.3 结

构强度计算，画弯矩图，轴力图；4.4 配筋计算，画配筋图；4.5 设计计算说明书。 

（二）实践教学 

无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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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工程课程设计》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CV443 
中文名：基坑工程课程设计 

课程名称 
英文名：Design Course for Excavation Engineering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2 学时 32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地下工程方向 
先修课程 基坑工程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1. 课程组自编讲义, 基坑工程, 未出版. 
2. 熊智彪，建筑基坑支护，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3. 刘国彬，王卫东主编，基坑工程手册（第 2 版），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2009 
4. 王卫东，王建华，深基坑支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相结合的设计、

分析与实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5. 郑刚，焦莹编. 深基坑支护设计理论及工程应用.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2010. 
6. 胡明亮，刘刚，张小平，基坑支护工程设计施工实例图集，建

筑工业出版社，2008.6 
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120 -

2012，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8.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基坑工程技术规范（DG/T J08-61-2010）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平时成绩 + 期末考核 

（30%）+（70%） 

一、 课程简介 

 《基坑工程课程设计》是《基坑工程（A类）》课程学习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实

践的专业综合训练选修课。主要任务是：通过介绍基坑工程实践的设计要求、分

析软件、选型原则与具体设计方法，通过完成具体设计任务，使学生充分掌握基

坑工程设计方法，熟悉分析计算、设计制图和说明等流程要求及表达方式。培养

学生综合运用各类知识与手段解决复杂岩土工程与地下结构问题的基本能力，锻

炼动手实践能力、团队协调与组织实施能力，为学生今后从事基坑工程设计与施

工奠定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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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毕业要求 2.3 
具有应用图纸、图表和文字描述表达

复杂土木工程问题的能力。 
30% 

2 毕业要求 9.1 
在解决土木工程复杂问题时，具有良

好的个人执行力； 
30% 

3 毕业要求 9.2 
作为团队一员或项目负责人，能够针

对复杂土木工程问题，具有分解、计

划和组织实施的能力。 
15% 

4 毕业要求 12.1 
通过自主学习，具有适应土木工程新

发展的能力。 
25% 

1.  本课程内容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对应关系 

教学内容 毕业要求指标点 

第一章、设计要求与支护结构选型分析 毕业要求 2.3、9.1、12.1 

第二章、设计分析软件学习应用 毕业要求 9.1、12.1 

第三章、基坑设计 1：支护结构设计与计算 
毕业要求 2.3、 9.1、 9.2、
12.1 

第四章、基坑设计 2：结构构件配筋计算设计 
毕业要求 2.3、 9.1、 9.2、
12.1 

第五章、基坑设计 3：设计制图 
毕业要求 2.3、 9.1、 9.2、
12.1 

第六章、基坑设计 4：设计报告与汇报 毕业要求 2.3、9.1 

2.  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本课程通过设立若干课程目标来实现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具体课程

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的主要对应关系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课内授课，使学生初步掌握基坑工程设计选型分析方法

及主要专业分析软件的应用能力。 

课程目标 2：设计任务的执行与完成，使得学生熟练掌握基坑工程设计的

整体流程及各环节的具体设计方法，培养个人的执行力及小组内协调沟通能

力，提高自主学习、思考分析和适应新技术发展应用的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编制设计报告并进行口头汇报交流，要求学生进一步掌

握基坑工程设计图纸及技术报告编写要求，培养文字与语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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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2.3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9.1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9.2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2.1 课程目标 1、2、3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理论教学 
第一章、设计要求与支护结构选型分析（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9.1、12.1） 

1.  本章基本要求 

熟悉基坑设计要求，综合运用基本概念与理论掌握基坑工程支护结构选型

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基坑工程基本理论回顾 

(2) 课程设计任务与要求 

(3) 基坑支护方案选型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支护结构方案选型，课程设计任务与要求。 

难点：支护选型的原则与方法。 
第二章、设计分析软件学习应用（2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9.1、12.1） 

1.  本章基本要求 

学习掌握基坑工程设计分析的相关软件，熟悉软件操作，了解相关参数的

基本概念及选取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基坑设计软件介绍与演示 

(2) 教学版软件实际操作与使用 

(3) 有限元分析软件简介与演示（课后可自行学习）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基坑设计软件学习与操作。 

难点：软件参数设置及其物理力学意义。 
第三章、基坑设计 1：支护结构设计与计算（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9.1、9.2、12.1） 

1.  本章基本要求 

利用相关专业软件，完成任务书中基坑工程的支护结构受力变形分析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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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确定基坑设计参数及初步设计方案。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基坑支护结构基本设计参数确定 

(2) 围护结构受力分析与设计计算 

(3) 支撑结构设计计算与布置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支护结构整体受力分析、结构不同构件的受力分析。 

难点：初步设计方案与参数确定、应用软件进行设计计算。 
第四章、基坑设计 2：结构构件配筋计算设计（6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9.1、9.2、
12.1） 

1.  本章基本要求 

掌握基坑支护结构不同构件的配筋计算与设计方法。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围护结构配筋设计验算 

(2) 支撑及围檩结构配筋设计验算 

(3) 结构配筋设计与支护优化调整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支护结构不同构件的配筋计算设计。 

难点：根据计算结果进行实际配筋设计，优化调整支护结构的设计方案。 
第五章、基坑设计 3：设计制图（8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9.1、9.2、12.1） 

1.  本章基本要求 

熟悉基坑设计方案制图要求、CAD 绘图方法，掌握应用图纸和文字描述

来表达基坑设计方案的能力。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基坑设计图纸要求 

(2) 完成设计制图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整体设计方案与支护结构具体设计的制图。 

难点：设计方案的准确表达。 
第六章、基坑设计 4：设计报告与汇报（4 学时）（支撑毕业要求 2.3、9.1） 

1.  本章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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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完成设计报告，掌握基坑设计方案的图文表述及口头汇报要求。 

2.  本章教学内容 

(1) 基坑工程设计报告编制 

(2) 基坑设计方案陈述介绍与讨论 

3.  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编写设计报告，完成汇报讨论。 

难点：文字和语言表述的准确性与简洁性。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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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课程大纲 

课程代码 BS457 
中文名：毕业设计（论文） 

课程名称 
英文名：Graduation Design (Thesis) 

课程类别 专业课 修读类别 必修 
学分 6 学时 96 

开课学期 第 8 学期 
开课单位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 
适用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先修课程 建筑结构抗震、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钢结构基本原理、土力学与

基础工程等专业课程 
教材及主要

参考书 
/ 

考核方式及

各环节所占

比例 

由土木系答辩委员会综合指导教师意见、评审教师意见和答辩小

组意见，给出最终成绩。 

一、 课程简介 

毕业设计（论文）旨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土木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专业

知识和基本技能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通过综合实践的基本训练，提高学

生独立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开发创造能力。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设计

（论文）分为两大类：工程设计类的毕业设计和理论研究类的毕业论文。 

二、 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比重如下：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支撑比重 

1 3.2 
具有综合考虑安全、经济和社会可持

续发展等因素，结合创新思维，解决

复杂土木工程问题的能力； 
20% 

2 8.2 
在土木工程实践中能够理解并遵守职

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并为国家和社会

服务。 
10% 

3 9.1 在解决土木工程复杂问题时，具有良

好的个人执行力； 
20% 

4 10.1 
针对复杂土木工程项目，具有利用专

业图纸和报告等形式与专业人士和社

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20% 

5 10.2 针对土木工程方面相关问题，具有利

用陈述发言或口头表达与专业人士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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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6 12.1 通过自主学习，具有适应土木工程新

发展的能力。 
10% 

三、 教学基本内容 
(一) 毕业设计（论文）选题 

毕业设计（论文）课题的选择应符合专业教学基本要求，体现教学与科学

研究、技术开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达到综合训练的目的。毕

业设计（论文）选题应符合以下原则： 

1.  课题的选择应体现中、小型为主的原则，即毕业设计（论文）课题的工

作量、难度要适当，应使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经过努力基本能完成全部内容。 

2.  课题的选择要贴近社会生产生活实际，并有一定学术性。 

3.  确保每个学生一个题目。如果多位学生共同参与同一科研项目，每个学

生必须有独立完成的工作内容及相应的要求。历届题目不宜雷同。 

4.  综述类课题不宜作为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课题。 

5.  鼓励不同专业或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结合和交叉，鼓励基础课教师共同

参与指导或联合指导毕业设计（论文）。 

6.  鼓励结合工程实际项目在设计单位完成毕业设计。在设计单位完成毕业

设计时，应为学生配备校内外双导师。 
(二) 指导教师 

1.  指导教师应由中级以上（含中级）技术职称、富有责任心的教师担任。

可聘请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技术职称的校外人员担任指导教师，但必须同

时配备校内指导教师。 

2.  每位教师指导学生人数不得超过 2 名。指导教师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

换。 

3.  指导教师应在毕业设计（论文）开始前向学生下达毕业设计（论文）任

务书。指导教师必须熟悉自己所指导的课题内容，掌握有关资料，并提前做好

准备工作。 

4.  指导教师应全面负责所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集中精力完

成毕业设计（论文）环节的各项教学任务。在毕业设计（论文）全过程中，应

对学生每周进行一次工作进程和质量的检查；每月进行一次阶段性检查，提出

评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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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导教师既要在进行过程中的关键处起指导把关作用，同时在具体细节

上又要大胆放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其独立工作能力。 

6.  指导教师应为人师表，在进行业务指导的同时，开展学生的思想教育工

作，教书育人。指导教师应对学生严格考勤。 
(三) 对学生的要求 

1.  勤于学习、勇于实践、敢于创新，完成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规定的

各项任务。 

2.  严格遵守学籍管理中的有关规定。坚决杜绝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及论

文买卖等有违学术道德的行为。 

3.  毕业设计（论文）是一门特殊的必修课程，必须认真对待。凡未经指导

教师同意，学生不得擅自离校。对在毕业设计（论文）期间违反纪律或工作极

不努力的学生，应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或停止其做毕业设计（论文），停止做毕

业设计（论文）的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成绩以“F”计。 

4.  学生必须提交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中期检查报告。 

5.  每个学生必须提交独立完成的毕业设计（论文）。毕业设计（论文）正

文字数要求：理论研究类论文一般不少于 2 万字，工程设计类一般不少于 1.5

万字。摘要字数以 300-500 字为宜。工程设计类还需提交不少于 6 张 A2 图幅

（其它图幅可折算）的设计图纸。为锻炼学生的科技英语能力，每位学生还必

须提交 8000～10000 字符的英文论文大摘要。 

6.  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要求统一封面、统一格式。按照《上海交通大

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撰写规范》撰写，并装订成册，交评审教师评阅。 

7.  答辩结束后，应将毕业设计（论文）交学院教务办存档。 
（四）答辩与评分 

1.  答辩前，由土木系组织对每位学生的论文、论文查重报告和课题实际完

成情况进行评审，由评审教师审核答辩资格并填写评审意见。评审教师必须具

有中级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评审教师与指导教师不得由同一教师担任。 

2.  只有论文通过指导教师和评审教师审核的学生才允许参加答辩。 

3.  由土木系教学主管负责组建答辩小组。在设计单位完成的工程设计类题

目或依托科研任务的题目在答辩时鼓励邀请设计单位、有关科研院所的校外同

行专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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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答辩时，除了向学生就课题中的有关问题进行质询外，还应考核学生掌

握与课题密切相关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的研究方法以及分析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和所付出的工作量。 

5.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结束，答辩小组写出评语。由土木系答辩委员会

综合指导教师意见、评审教师意见和答辩小组意见，给出最终成绩。毕业设计

（论文）的评分按 A+、A、A-、B+、B、B-、C+、C、C-、D 和 F 方式（11

级）记载。成绩评定应坚持标准，各档成绩比例要从严掌握， A-（含）以上比

例不超过 20%，B-（含）以上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80%。 

 

 

制表：            审核：           批准：           发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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