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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传统专业中外联合培养模式, 就 同济大学 工程力 学专业 与悉尼大 学航空 工程专 业联

合培养进行了可行性论证, 通过对两专业的培养计划及 各课程教学 大纲等 进行剖 析与对 比, 提出满 足双方 专业
要求的 215+ 2 双专业双文凭双学位模式及其具体实施方法。同济大学 教学注重基 础和基本 理论训练, 而 悉尼大
学注重批判性思维、团队工作和领导能力的培养, 双方联 合优势互 补, 有利 于培养 国内外就 业市场 需要的 或进
一步深造的高质量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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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raditional specialization co- education model with foreign universities is studied. By compar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ongji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 the feasibility of the co- education has been proven and a 2. 5+ 2 double- specialization- and- double- degree model which satisfies the requirements of both universities is sugges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at Tongji University put more stresses on fundamental training while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pays more attention
on the abilities of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communication and team working skills, and leadership. The co- education program
is expected to produce higher quality graduates, who are in great demand in both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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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管理 等。从合 作办学的模式看, 合作办学的 外方既有 高校、
职业技术学 校, 也有 企业 机构和 社会 组织等。 外方合 作者

中外合作办学是我 国改革 开放 后高等 教育 领域 中出现

的投入方 式既有 资金 方式、人 员方 式, 也有课 程方 式, 或
其他知识产权方 式。以前 绝大 多数 中外合 作项 目与国 外一

的新生事物,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 至今经历 了二十多 年的发
展历程。据 不完全统计, 截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 获教育部

流高校合作的不 多, 甚至 国内 一流 高校的 国外 合作伙 伴也
不都是一流 的, 其外 方合 作者的 资质 普遍不 高, 基本 都是

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 的项 目共 164 个, 其中 本科 层次 的 47
个, 研究生层次 117 个 ( 硕士学历 114 个, 博士学历 3 个) 。

二、三流的国 外高 校, 甚至 更 低, 名 校 所 占 的比 例 很 少。
教育 部批准的合作项目层次要高些, 相 对也更规范。 目前,

合作办学机构 相对集 中在 上海、北 京、山 东、江 苏、广东
等经济、文化较发达 的东 部沿 海地区 的大 城市; 外 方合作

大部分高校开展 的中 外合作 项目, 多为上 述工 商管理 等等
新兴专业, 诸 如机 械工程、 土木工 程、工程 力学 等传 统专

者主要来自美 国、澳 大利 亚、加 拿 大、法国 、英国、 香港
等经济发达、科技及 教育 先进 的国家 和地 区。合作 办学的

业合作 办学 的很 少。即 便 是国 外一 流 大 学, 其 特色 专 业、
核心课程, 以及特 有的文 化及 校园 学术氛 围也 不可能 引入

专业主要有外语、工商管理、市场 营销、护理学、教 育学、
计算机及 信息 技术、生 物医学、 金融及 会计 学、酒店 旅游

到中 国国内来。
本文提出联 合培 养模式 的合 作方是 悉尼 大学。悉 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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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原是英联 邦的皇家 学院, 其 悠久 的历史 和享 誉国 际的学
术成就赢得 了 / 南半 球 牛津0 的美 誉。该校 办学 模式 沿袭

困境。为有利于这 一传统 专业 的教 学改革 并鼓 励各校 办出
自己的特色, 教育 部工程 力学 专业 教学指 导委 员会指 定工

英美, 理念 先进, 学 科设置 合理, 专 业的 生 命力 强。我校
是中国一流 大学, 同济 大学 工 程力 学又 是 全国 重 点学 科,

程力学专 业七门 主干 课, 即理 论力 学、材料力 学、流 体力
学、弹性力学、 振动力 学、实 验力学 和计 算力 学, 基 本原

这样强强联合, 必 然会 打造出 一个 具有影 响力 和吸 引力的
专业, 为我校工程力 学专 业的 改革与 发展 注入活 力。本文

则是在保证上述 七门 主干课 的内 容及 要求前 提下, 各 校工
程力学专业可根 据自 身学科 发展 和就 业市场 需求, 进 行专

旨在探讨传 统专业中 外联 合培养 模式, 作 者曾 为此 在同济
大学教务处 教 学出 国进 修 基金 的资 助 下赴 悉尼 大 学航 天、

业改 造和培养计划的制定。
按照同济大 学工 程力学 专业 近年来 的培 养计划 , 学生

机械与机电 学院 考察 与研修 三个 月, 深入 课堂、教 师与学
生, 就同济大学工程力学 ( 航空 工程 方向 ) 这一 传统 专业

在前四个学期内 已学 完所有 数学 和计 算机基 础课 程, 以及
上述 7 门主干 课中的 前 3 门 ( 理 论力 学、材料 力学、 流体

与悉尼大学 航空工程 专业 联合培 养进 行了可 行性 论证, 通
过对两专业的培养计划 及各课 程教 学大纲 等进 行剖 析与对

力学 , 如将流 体力学从第六学期换回到第 四学期) 。第五个
学期还将学 完另 3 门 ( 弹 性力学、 振动 力学、实 验力 学) 。

比, 提出满足双方专 业要求的 215+ 2 双专业 双文凭 双学位
模式及其具 体实 施方 法, 得到 双方学 校的 认可与 支持, 现

关于 第 7 门主干课 / 计算力 学0 , 其主 要内容是有 限元, 而
悉尼 大学航空工程专业第四年的 / 航空结构 Ò , 6 学分0 课

已经主管校长批准并开始实施。

程主要是结构分 析的 有限元 理论 与应 用, 内容 涉及连 续介
质力学的有限元 格式、二 维弹 性力 学问题 的三 角形单 元和

二、联合培养模式

等参元族、板 壳力 学有限 元、结构 动力 分析有 限元 、轴对
称壳及压力容器 的模 态分析 和瞬 态分 析有限 元、薄璧 结构

采用 / 215+ 20 模式, 即在 学分 互认的 前提 下, 工程
力学专业学生先在同济 大学按 照现 定的工 程力 学专 业四年

的压曲有限 元、有限 元建 模策略 等。这些 内容 完全包 含我
校计算力学 的课 程内容 和要 求。因此, 悉 尼大 学航空 工程

制培养计划学完前五个 学期 的基 础课及 专业 基础课 程 ( 这
些课程基本包含了悉尼 大学航 空工 程专业 前两 年的 主要课

专业后两年的 课程设置作为工程力学专业 ( 航空工程方 向)
的后两年课程 设置, 7 门主干课程基本内容得到保证, 在今

程内容, 未包含的 三四 门课将 在同 济老师 的指 导下 赴澳前
自学完成) , 通过自愿报名 ( 自费) 与推 荐相结 合, 并通过

后的专业评估中, 符合教 育部 工程 力学专 业教 学指导 委员
会关 于专业改革的要求。也就是说, 这样的 联合培养 方式,

外语考试后, 选送悉 尼大 学航 天、机械与 机电 学院 航空工
程专业 ( 悉尼 大 学配 合 签证 ) , 插 入该 班 ( 该 校为 春 季入

对同济大学工程 力学 专业而 言, 无 论从哪 个层 面上看 都是
可行 的。

学) , 按该专业现定的四年制培养计划 学习后两 年的专业课
程 ( 这些课程基本 包含 了同济 大学 工程力 学专 业后 两年的

( 二) 悉尼大学航空工程专业培养方案执行的可行性
悉尼大学 航空工程专业前两年共 18 门基础课 和专业基

主干课程) 。成绩合格 并 通过 毕业 论 文P设计 ( 两 校教 师共
同指导) 答辩后, 可同时 获得 同济 大学 工程 力学 专业 和悉

础课 程, 现按 其具体 内容 分为八 类, 与工 程力 学专业 现定
的前两年半的 课程比较见表 1。由比较可见, 两专业前五类

尼大学航空 工程专业 四年 制毕业 文凭 和学士 学位, 毕业后
可在澳大利 亚就 业或 回国创 业, 成绩 优秀 的, 还可 获得悉

课程内容分 别相 当。第六 类课程 中, 工程 力学 专业的 金工
实习 内容仅相当于航空工 程专 业的 航天工 程导 论中的 车间

尼大学研究生奖学金或 申请欧 美等 著名院 校奖 学金 继续攻
读硕士学位, 或免试直升同济大学硕士研究生。

实习 部分, 而 缺少的 理论 部分需 要补 上。第七 类的三 门课
程飞行器构 造、航天 技术、材 料学 需要工 程力 学专业 学生
赴悉尼大学以前 补修 完。工程 力学 专业第 五学 期的振 动力

三、联合培养的可行性

学和 实验力学大部分内容 均包 含在 悉尼大 学航 空工程 专业
的后 两年航天工程课程中。

( 一) 同济大学工程力学专业培养计划执行的可行性
目前全国约 有六 十余 所院校 设有 工程力 学专 业, 从过

很显然, 同济大 学工 程力 学专业 学生 只要在 同济 学完
前五 学期的课程, 并补修完上述 3- 4 门 课, 即具备 直接在

去曾十分受青睐的专业 到近十 余年 来一直 处于 艰难 发展之
悉尼 大学学习航空工程专业后两年课程的业务基础。
表 1 同济大学工程力学专业前 215 学年与悉尼大学航空工程专业前 2 学年课程比较
类

型

Ñ
数学基础

Ò
计算机与应用

同济大学工程力学专业P学分

悉尼大学航空工程专业P学分

高等数学P12
线性代数P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P3
数理方程P2
张量分析与连续介质力学P2

微分学P3
积分学与数模P3
线性代数P3; 统计学P3
矢量分析与微分方程P6
工程数学P6

大学计算机基础P21 5
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 CPC+ + P21 5
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P215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P215

计算机技术导论P6
工程应用P6

比

较

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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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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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工程力学专业P学分

悉尼大学航空工程专业P学分

Ó
力学基础

理论力学P4; 材料力学P4
结构力学P5
弹性力学P4

工程力学P6
工程动力学P6
固体力学P6

Ô
制图

画法几何与工程制图P3
CAD 基础P1

机械制图 1P6

Õ
流体热力学

流体力学P3
普通物理+ 实验P6+ 115

流体热力学P6

Ö
专业知识

金工实习P11 5

航天工程导论P6

专业实习P1, 社会、
经济、
管理等部分内容

工程概论P6

比

较相当

相当

基本相当
基本相当
理论部分需补修
基本相当

电工与电子技术, 电工电子实习P3+ 2
×
专业基础
Ø
英语
& 社会科学

振动力学P3; 实验力学P5
飞行器构造P6
空间技术P6; 材料学P6

需补修

英语P14; 专业英语P1; 体育P4
经济, 政治, 法律P11
人文, 社科, 管理等P6

同济工程力学专业学生学完 前五个 学期的 课程后, 在

位证 书。

去悉尼大学以前还需补修完 / 航 空航天工程 引论 ( Introduction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0 课程理论部分、及 / 飞行器构
造 ( Aircraft Construction)0 、/ 航 空航天技术 ( Aerospace Techn-

学生毕业 后, 毕 业生 就业 与悉尼 大学 其他国 际学 生相
同, 可以在澳 洲或 欧美等 国谋 职, 也可 回国创 业。成 绩优
秀的毕业生如欲 在该 学院继 续攻 读硕 士学位, 该学院 可给

ology)0 、/ 材 料学 ( Materials)0 等 3 门 课程的 内容。 而同济
学生前五 个学 期中学 的英 语、体育、政 治、人文 社科 与经

予研究生学费全 免, 也可 申请 欧美 等著名 院校 奖学金 继续
攻读 硕士学位, 或免试直升同济大学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

管等课程共 36 学分, 是悉尼大学 航空工程 专业培养 计划中
所没有的。由此可见, 同济工 程力 学专业 学生 学完 前五学

四、结语和致谢

期, 并且补修完上述 3~ 4 门 有关课程后, 赴 悉尼大 学就可
直接学习后 两年课程, 学成后 也同 样达到 该校 航空 工程专

本研究表 明, 同济 大学工程力学 专业和 悉尼大 学航空

业四年制的 教学要求。 悉尼大 学可 据此颁 发本 科毕 业证书
和学位证书。

工程专业之间 按 / 215+ 20 双 专业 双文 凭双 学位 模式 的联
合培养是 切 实可 行的, 在双 方 学校 的支 持 下已 开始 实 施。

( 三) 学分计算和互认
同济大学每学期上课17( 18) 周, 加考试 2 周。而悉尼大

同济大学教学注 重基 础和基 本理 论训 练, 而悉 尼大学 注重
批判 性思维、团队工 作和 领导能 力的 培养。双 方联合 优势

学每学期上课 14 周, 也加 考试 2 周。因 此为方 便比较, 对
悉尼大学的学分建议 引入 折算 系数 K= 14P171 5 。于是, 悉

互补, 有利于培养 国内外 就业 市场 需要的 或进 一步深 造的
高质 量复合型国际化人才。

尼大学航空工程专业后两年课程 共 96 学分, 可折算 成工程
力学专业 96@ K= 77 学分。工 程力学专 业前五 学期共 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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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组成答辩 小组进行 答辩。毕 业生 的总成 绩单 由同 济大学
的前两年半 的成绩单 和悉 尼大学 后两 年的成 绩单 组成。毕
业生可同时分别获得同 济大学 和悉 尼大学 的毕 业证 书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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