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工程学院 2017 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南昌工程学院是一所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普通高校。前身为

创建于 1958 年的江西水利电力学院，2004 年更名为南昌工程学院。2008 年江西

省人民政府与水利部签署协议实现省部共建， 2011 年 10 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批准开展培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试点工作。

学校拥有瑶湖和彭家桥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2046.9 亩，校舍建筑面积 60 万

平方米，拥有各类先进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1.48 亿元，馆藏纸质图书 120 万册，

电子图书 148 万册。学校现有教职工 1200 余人，其中专任教师 961 人，硕士生导

师 150 人，其中校内导师 68 人，校外导师 82 人。拥有国家跨世纪一、二层次人

才 1 人，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 1 人，全国优秀教师 1 人，享受国务院及省

级政府特殊津贴 6 人，省“赣鄱英才 555 人才工程”人选 6 人，省高校学科带头

人 12 人，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17 人，省青年科学家培养对象 3人，

省二级教授 7 人，特聘两院院士 6 人。拥有省高校“十二五”重点学科 6 个，国

家大学科技园 1个，省级重点科研平台 8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1个。

学校现有水利工程和动力工程两个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领域，开设本科专业

51 个，为武警、海军、二炮等部队定向培养士官生。现有在校硕士研究生 150 余

人，本专科生 18000 余人，士官生 490 余人。

学校聚焦协同创新，大力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

为主线，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健全质量保证体系，推进产学研深度合作，全面提

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充分利用江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江西省行业企业与高

校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站、国家大学科技园研究生创新创

业园、江西省水文水资源与水环境重点实验室等校内外教学科研平台，将研究生

培养直接引领到行业产业最前沿，大力激发研究生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职业胜

任能力，硕士研究生就业率在全省高校中名列前茅，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水利

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招生专业和人数

水利工程领域（专业代码为：085214）拟招收 72 人，下设水文学及水资源、



水土保持、水利水电工程、岩土工程四个方向。

动力工程领域（专业代码为：085206）拟招收 48 人，下设水电动力工程、水

力机械及其自动化装置设计与制造、水电站综合自动化三个方向。

招生人数仅供参考，最后招生计划以教育部核定计划为准。

二、学制

学制 2.5 年，实行弹性学制，最长不超过 4 年。研究生按规定完成培养计划

后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证书。

三、报考条件

符合教育部《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中相关条件。

四、报名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应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

学校所在省(区、市)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其他考生应选择工

作或户口所在地省(区、市)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

所有考生请到网上报名时所选择的报考点进行网报信息现场确认，并缴纳报

考费和采集考生本人图像信息。

五、考试

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

1、初试具体考试时间、地点及要求以准考证上所定时间为准。

2、初试科目、参考书及相关情况见附件。

3、复试由学校组织，复试方案另行通知，并请关注我校研招网发布的信息。

复试科目、参考书见附件；同等学力考生取得复试资格后，还须加试两门本专业

主干课程，具体加试方案另行通知。

六、体检

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具体时间、地点、要求在复试前见学校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七、录取

录取根据 2017 年国家下达给我校的招生计划，依据考生入学考试的成绩（含

初试和复试）并结合其平时学习成绩和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

况确定录取名单。

八、收费及资助政策

1、收费标准：学费每生每年 6000 元。

2、资助政策：

（1）南昌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一等奖学金 12000 元（一志愿报

考并被我校录取的“985”、“211”、南昌工程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生）、二等奖学

金 8000 元（一志愿报考并被我校录取的非我校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被调剂录取的

“985”、“211”院校普通全日制本科生）、三等奖学金 4000 元（凡被我校录取，

但未获得一、二等奖学金的硕士研究生新生均可获得三等奖学金），新生奖学金获

奖比例为 100%。

（2）南昌工程学院学费专项奖学金：每生 15000 元（2.5 学年），奖励比例

100%，可用于冲抵全部学费，于每学年开学时逐次发放。

（3）国家奖学金：每生每年 20000 元。具体名额按当年下达指标执行。

（4）江西省政府奖学金：每生每年 10000 元。具体名额按当年下达指标执行。

（5）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江西省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每生每年 8000 元，资

助比例为 40%；南昌工程学院学业奖学金：每生每年 4000 元，资助比例为 60%。

（6）国家助学金：每生每年 6000 元，资助比例为 100%。

（7）学校设立研究生创新基金，金额 10000-20000 元。

（8）学校提供助研、助教、助管岗位，并提供相应的岗位津贴。

（9）国家助学贷款：本人申请，学校协助办理。

九、其它事宜

1、我校研招办有招生简章备索。考生如需进一步了解报考专业的详情，请直

接与专业所在学院老师联系。

2、本简章由南昌工程学院研究生处负责解释。本简章内容如与教育部发布的



《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相矛盾，则以《2017 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为准。

十、联系方式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天祥大道 289 号（瑶湖校区）

邮编：330099

网址：www.nit.edu.cn(学校主页)；yjs.nit.edu.cn(研究生教育)

研究生处联系人：赵老师

电话：0791-88189399、15879125925

传真：0791-88189399

邮箱：yjs@nit.edu.cn

水利工程领域联系人：吴老师（13698097169）、刘老师（13407916326）

动力工程领域联系人：谢老师（18720051609）、包老师（18172816952）

欢迎您报考南昌工程学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http://www.nit.edu.cn/


附件：

南昌工程学院 2017 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名称
初试公共课 初试专业课

复试科目

（任选其一）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085214

水利工程

01水文学及水资源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

④801水力学

或 803工程水文学

水资源综合规划

水土保持学

水工建筑物

隧道工程

水文水利计算、

水利水电工程概论

02水土保持
④801 水力学

或 804土壤学

水文学、

水土保持工程学

03水利水电工程
④801水力学

或 802材料力学

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学、

水利水电工程概论

04岩土工程
④805土力学

或 802材料力学

地基基础、

土木工程施工

085206

动力工程

01水电动力工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

④807电工电子技术

水轮机

机械制造基础

微机原理及其应用

工程流体力学、

水轮机调节

02 水力机械及其自动

化装置设计与制造
④806机械设计基础

工程流体力学、

水力机组辅助设备

03水电站综合自动化 ④807电工电子技术
PLC原理及应用、

水电站自动化



初试参考书目
科目

代码

初试

科目名称
初试参考书目

801 水力学 《水力学》（第四版），吴持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802 材料力学 《材料力学》(Ⅰ)(第五版)，孙训方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803 工程水文学 《工程水文学》(第 4 版)，詹道江,徐向阳,陈元芳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0 年

804 土壤学 《土壤学》（第三版），黄昌勇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

805 土力学 《土力学》（第三版），张克恭、刘松玉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年

806 机械设计基础 《机械设计基础》（第五版），杨可桢、程光蕴、李仲生，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807 电工电子技术 《电工电子技术》的参考书为：《电工学》（第七版，上下册），秦曾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复试（含同等学力加试）参考书目
序

号
复试科目名称 复试参考书目

1 水资源综合规划 《水资源综合规划》，顾圣平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 年

2 水土保持学 《水土保持学》（第 3 版），余新晓、毕华兴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3 年

3 水工建筑物 《水工建筑物》(第五版)，林继镛、王光纶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 年

4 隧道工程 《隧道工程》（第三版），覃仁辉、王成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年

5 水轮机 《水轮机》，郑源、鞠小明、程云山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 年

6 机械制造基础 《机械制造基础》，于骏一，邹青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年

7 微机原理及其应用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第三版），彭虎，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年

8 水文水利计算 《水文水利计算》(第 2 版)，梁忠民,钟平安,华家鹏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 年

9 水利水电工程概论 《水利水电工程概论》(第三版)，田士豪,周伟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 年

10 水文学 《工程水文学》(第 4 版)，詹道江,徐向阳,陈元芳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0 年

11 水土保持工程学 《水土保持工程学》，王礼先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 年

12 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学 《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学》(第四版)，河海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校合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 年

13 水利水电工程概论 《水利水电工程概论》(第三版)，田士豪,周伟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 年

14 地基基础 《地基与基础》（第三版），顾晓鲁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年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1%BA%D6%D2%C3%F1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6%D3%C6%BD%B0%B2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BB%AA%BC%D2%C5%F4_1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B5%D8%BB%F9%BB%F9%B4%A1&xuanze=2


15 土木工程施工 《土木工程施工》（第三版），杨和礼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年

16 工程流体力学 《工程流体力学》，徐文娟、韩建勇主编，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7 水轮机调节 《水轮机》（第三版），沈祖诒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0 年

18 工程流体力学 《工程流体力学》，徐文娟、韩建勇主编，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9 水力机组辅助设备 《水力发电机组辅助设备》，李郁侠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 年

20 PLC 原理及应用 《FX 系列 PLC 编程及应用》(第二版)，廖常初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年

21 水电站自动化 《水电厂自动运行》，陈启卷、南海鹏主编，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