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培养方案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掌握现代机械工程基础知识和机械
专业知识，具备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机械专业实践能力，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较高
地科学与人文素养、突出的创新精神和机械设备开发和应用综合素质，能在现代机电企业
部门从事产品设计、制造、技术开发、生产组织和管理等工作的创新性应用型人才。
二、人才培养规格
1.通用规格
(1)思想政治素质：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支撑课程和实践环节是
形势与政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中国近现代史
纲要必修课程，相关选修课，征文活动、演讲比赛、社会调研等社会实践活动。
(2)道德素质：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法律意识。支撑课程和实践环
节是思想品德与法律基础、大学生公民素质教育必修课程，综合教育学分制度，具有我校
特色的服务民生、重大赛事、西部计划、扶危济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低碳环保新能
源、社区服务、涉农涉医、教育帮扶等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
(3)身心素质：具备健康的身体素质和乐观向上的心理素质。支撑课程和实践环节是大学体
育系列课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系列课程和相应的实践环节。
(4)基本知识：掌握扎实的外语、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文献检索等工具性知识，并能在
本专业学习中熟练应用。支撑课程是大学外语系列课程、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系列课程
和文献检索公共选修课。
(5)基本能力：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较好的社会适应和交流合作能
力。支撑课程和实践环节包括大学生就业指导与生涯规划系列课程，大学语文与应用写作
类、人际交往类与身心健康类公共选修课程，就业创业培训系列课程和相应实践活动。
(6)科学与人文素养：掌握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管理等基础知
识，具备良好的人文素质和严谨的科学素养。支撑课程和实践环节包括大学语文与应用写
作类、传统文化、西方文明与文学艺术修养类、经济管理与法律类、科学技术、环境保护
与可持续发展类公共选修课程程和相应实践活动。
(7)创新精神：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掌握一定的创新方法并在专业学习中得到较好应用。
支撑课程和实践环节是拓展提高与创新教育类公共选修课、大学生科技创新训练和一系列
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
2．专业规格
(1)熟练掌握本专业基本的理论、方法及专业知识。支撑课程为 7 门理论课加 3 项实践课：
机械制图、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材料力学、理论力学、电工技术、电子技术、制图测
绘、认识实习、工程训练。
(2)掌握本专业相关知识体系。支撑课程 7 门理论课：机械工程材料、互换性与测量技术、
机械控制工程基础、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机械测试技术基础、单片机原理与应用、液压与
动技术、金属切削机床。
(3)熟练掌握本专业岗位操作技能，具备较强的岗位实践工作能力。支撑课程 3 门实践课：
数控技术、三维实体设计、课程实验。
(4)具有分析和解决企（事）业单位专业问题及参与本单位经营管理决策的能力。支撑课程
3 个模块中任选 1 个模块：每个模块 5 门课程。

(5)具有一定的获取知识、运用知识和发展创新的能力。支撑课程 3 项实践课和系列学术活
动：毕业论文、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机械制造技术课程设计、系列学术报告。
(6)达到专业岗位工作需求的其他能力和素质。支撑课程 2 项实践课：专业方向实习、毕业
实习。
(7)熟悉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备步具备科学研究的能力能力。支撑课程 1 项
实践课：毕业设计。
三、主干学科
机械工程、力学
四、主要课程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电工与电子技术、机械工程材料、机械控制
工程、机械制造技术基础、互换性与测量技术、液压与气动技术等。
五、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制图测绘、金工实习、认识实习、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机械制造技术课程设计、专业方向
实习及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 (设计)。
六、主要专业实验
电工电子实验、材料力学实验、机械原理实验和机械设计实验、机械工程材料实验、机械
制造技术基础实验、机械测试技术基础实验、液压与气动技术等实验。
七、修业年限及毕业最低修读学分
标准学制四年，弹性学制三至六年。毕业修读学分为 174 学分。
八、授予学位
按要求完成学业者授予工科学士学位
九、相近专业
热能与动力专业、自动化专业、汽车检测与维修
自动化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以控制科学和计算机科
学为基础，以工程应用为特色，使学生掌握较厚实的控制理论基础、较宽广的自动化和计
算机应用技术，具有一定的工程技术基础，能从事自动化装置和系统的分析设计及科研开
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够切实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具有实践能力、
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工程应用人才。
二、人才培养规格
1.通用规格
(1)思想政治素质：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
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支撑课程和实践
环节是形势与政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必修课程，相关选修课，征文活动、演讲比赛、社会调研等社会实践活动。
(2)道德素质：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法律意识。支撑课程和实
践环节是思想品德与法律基础、大学生公民素质教育必修课程，综合教育学分制度，具有
我校特色的服务民生、重大赛事、西部计划、扶危济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低碳环保新
能源、社区服务、涉农涉医、教育帮扶等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
(3)身心素质：具备健康的身体素质和乐观向上的心理素质。支撑课程和实践环节是
大学体育系列课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系列课程和相应的实践环节。
(4)基本知识：掌握扎实的外语、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文献检索等工具性知识，

并能在本专业学习中熟练应用。支撑课程是大学外语系列课程、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系
列课程和文献检索公共选修课。
(5)基本能力：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较好的社会适应和交流合
作能力。支撑课程和实践环节包括大学生就业指导与生涯规划系列课程，大学语文与应用
写作类、人际交往类与身心健康类公共选修课程，就业创业培训系列课程和相应实践活
动。
(6)科学与人文素养：掌握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管理等
基础知识，具备良好的人文素质和严谨的科学素养。支撑课程和实践环节包括大学语文与
应用写作类、传统文化、西方文明与文学艺术修养类、经济管理与法律类、科学技术、环
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类公共选修课程程和相应实践活动。
(7)创新精神：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掌握一定的创新方法并在专业学习中得到较好
应用。支撑课程和实践环节是拓展提高与创新教育类公共选修课、大学生科技创新训练和
一系列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
2．专业规格
(1)熟练掌握本专业基本的理论、方法及专业知识。支撑课程为 7 门理论课加 3 项实
践课：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微机原理与应用、单片
机原理及应用、检测与转换技术、制图测绘、认识实习、工程训练。
(2)掌握本专业相关知识体系。支撑课程 7 门理论课：电力电子技术、微型计算机控
制技术、PLC 原理及应用、现代控制理论基础、电机与电力拖动基础、过程控制工程基
础、电力拖动与运动控制系统。
(3)熟练掌握本专业岗位操作技能，具备较强的岗位实践工作能力。支撑课程 3 门实
践课：protel99se 原理图与 PCB 设计教程、工业组态软件、课程实验。
(4)具有分析和解决企（事）业单位专业问题及参与本单位经营管理决策的能力。支
撑课程 3 个模块中任选 1 个模块：每个模块 5 门课程。
(5)具有一定的获取知识、运用知识和发展创新的能力。支撑课程 4 项实践课和系列
学术活动：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大骗局原理及应用课程设计、电力电子技术课程设计、PLC
原理及应用课程设计、系列学术报告。
(6)达到专业岗位工作需求的其他能力和素质。支撑课程 2 项实践课：专业方向实
习、毕业实习。
(7)熟悉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备步具备科学研究的能力能力。支撑课
程 1 项实践课：毕业论文。
三、主干学科
控制科学与工程
四、主要课程
电路原理、数字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微机原理及应用、单片
机原理及应用、检测与转换技术、电力电子技术、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PLC 原理及应
用、现代控制理论基础、电机与电力拖动基础、过程控制工程基础、电力拖动与运动控制
系统。
五、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金工实习、认识实习、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课程设计、电力电子
技术课程设计、PLC 原理及应用课程设计、毕业实习、 毕业设计等。
六、主要专业实验
电路原理实验、数字电子技术实验、模拟电子技术实验、自动控制原理实验、单片
机原理及应用实验、电力电子技术实验、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实验、PLC 原理及应用实

验、电机与电力拖动基础实验、过程控制工程基础实验等。
七、修业年限及毕业最低修读学分
标准学制四年，弹性学制三至六年。毕业修读学分为 173 学分。
八、授予学位
按要求完成学业者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九、相近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电子信息工程
一、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山东省，特别是德州市及周边地区对能源类专业人才的需求，培养具备
热能工程、动力机械、动力工程等方面基础知识，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良好的社会责任
感、较高地科学与人文素养、突出的创新精神和应用综合素质，能在动力机械（如流体机
械、水力机械、新能源汽车）和动力工程（太阳能热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等）领域从事
技术开发、设计制造、运行管理等工作的“现场工程师类”人才。
二、人才培养规格
1.通用规格
(1)思想政治素质：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支撑课程和实
践环节是形势与政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中国
近现代史纲要必修课程，相关选修课，征文活动、演讲比赛、社会调研等社会实践活动。
(2)道德素质：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法律意识。支撑课程和
实践环节是思想品德与法律基础、大学生公民素质教育必修课程，综合教育学分制度，具
有我校特色的服务民生、重大赛事、西部计划、扶危济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低碳环保
新能源、社区服务、涉农涉医、教育帮扶等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
(3)身心素质：具备健康的身体素质和乐观向上的心理素质。
支撑课程和实践环节是大学体育系列课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系列课程和相应的
实践环节。
(4)基本知识：掌握扎实的外语、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文献检索等工具性知识，
并能在本专业学习中熟练应用。支撑课程是大学外语系列课程、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系
列课程和文献检索公共选修课。
(5)基本能力：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较好的社会适应和交流合
作能力。支撑课程和实践环节包括大学生就业指导与生涯规划系列课程，大学语文与应用
写作类、人际交往类与身心健康类公共选修课程，就业创业培训系列课程和相应实践活
动。
(6)科学与人文素养：掌握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管理等
基础知识，具备良好的人文素质和严谨的科学素养。支撑课程和实践环节包括大学语文与
应用写作类、传统文化、西方文明与文学艺术修养类、经济管理与法律类、科学技术、环
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类公共选修课程程和相应实践活动。
(7)创新精神：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掌握一定的创新方法并在专业学习中得到较好
应用。支撑课程和实践环节是拓展提高与创新教育类公共选修课、大学生科技创新训练和
一系列大学生科技文化竞赛活动。
2．专业规格
(1)熟练掌握本专业基本的理论、方法及专业知识。支撑课程为 8 门理论课加 3 项
实践课：机械制图、工程热力学、传热学、工程流体力学、材料力学、理论力学、电工技

术、电子技术、制图测绘、认识实习、工程训练。
(2)掌握本专业相关知识体系。支撑课程 8 门理论课：机械设计基础、机械工程材
料、互换性与测量技术、热能与动力机械基础、制冷原理与装置、空气调节、制冷压缩
机、泵与风机。
(3)熟练掌握本专业岗位操作技能，具备较强的岗位实践工作能力。支撑课程 3 门
实践课：热工测试技术、fluent 教程、课程实验。
(4)具有分析和解决企（事）业单位专业问题及参与本单位经营管理决策的能力。支
撑课程 3 个模块中任选 1 个模块：每个模块 5 门课程。
(5)具有一定的获取知识、运用知识和发展创新的能力。支撑课程 3 项实践课和系列
学术活动：毕业论文、换热器课程设计、冷库课程设计、系列学术报告。
(6)达到专业岗位工作需求的其他能力和素质。支撑课程 2 项实践课：专业方向实
习、毕业实习。
(7)熟悉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备步具备科学研究的能力能力。支撑课
程 1 项实践课：毕业论文。
三、主干学科
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机械工程
四、主要课程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电工技术、电子技术、工程热力学、传热学、工程流体力
学、机械设计基础、热工测试技术、制冷原理与设备、空气调节等。
五、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制图测绘、认识实习、金工实习、换热器课程设计、冷库课程设计、专业方向实习、
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六、主要专业实验
材料力学实验、电工技术实验、工程热力学实验、传热学实验、工程流体力学实
验、热工测试技术实验、空气调节实验、制冷原理与装置实验
七、修学年限及毕业最低修读学分
标准学制四年，弹性学制三到六年，毕业最低修读 173 学分。
八、授予学位
按要求完成学业者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九、相近专业
自动化专业、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专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介绍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国民经济建设和未来社会与科技发展需要的，具有良好创新精神、实践能
力和国际视野，具备电气工程及自动化领域相关的电工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电气控制理
论、信息处理、电力系统控制与监测、建筑电气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接受良好
的工程实践训练，能在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相关领域的工程设计、装备制造、系统运行、技
术开发等部门从事生产、设计、研发、运行与管理等工作的宽口径应用性复合型工程技术
人才。

主干学科：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
主要课程：
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计算机技术基础、自动控制理
论、信号与系统分析、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工程电磁场、电力电子技术、电机学、电气控
制技术、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电气工程基础、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供配电技术、电气
测试技术、电网检测技术等。
主要专业实验：
电路原理实验、电子技术实验、电力电子技术实验、自动控制技术实验、电力电子技
术实验、电机学实验、电气控制技术实验、电力拖动技术实验、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实验、
供配电技术实验、电气测试实验、电网检测实验等。
学制：4-6 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就业前景与方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在各国工业自动化的发展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
现代化电气设备的广泛应用，特别是电力电子技术和微机控制技术向着智能化方向发展，
工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进入二十一世纪，工业电气自动化已成为现代工业发展
的基础和主导，社会对该专业人才特别是应用型人才有着极大的需求量。根据我国的产业
结构和发展战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电气产业会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对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十分巨大，呈上升态势。从全国招聘求职情况看，电气设
备行业是人才需求大户，其需求还将进一步增长，重点发展领域人才的需求特点是：高层
次研发人才需求呈现旺势；高级应用型人才需求量大；复合型、实用型、经验型人才是需
求重点，各个领域都呈现出需求人才趋于年轻化，对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需求旺
盛。
本专业毕业生可在发电厂、国家电网、大型电站、电力系统设计、电力工程建设、电
气设备研制、建筑电气设计等相关部门就业。主要从事：电力系统与电气装备的运行、供
电系统和高层建筑的电气设计与运行维护工作；建筑电气领域电气设计、楼宇自动化、综
合布线与智能建筑的系统设计、系统运行、研制开发、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电机电器设
计、制造、控制、运行维护、研制开发、生产管理工作；电力电子、电气传动、电气控
制、仪器仪表等技术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