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副修双学位介绍 
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介绍 

本专业是是江苏省品牌专业和江苏省重点专业。依托江苏省重点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优秀的省部级教学团队、省级示范中心“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示范中心”、省级校企

合作实践中心“IT 人才实训中心”、“高维信息智能感知与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教学

研究平台，以工业和国防建设需求为导向，注重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

具有创新精神，能够在各行业从事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的专业技术人才。本专业以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科为基础，融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智能计算与

系统等方向于一体，以“高效能计算”、“嵌入式系统及应用”和“智能信息系统”为特色，

培养能应用计算机和智能技术，进行计算机系统的规划、设计、软硬件产品研发、项目管理

和科学研究的高级复合型人才。毕业生社会需求旺盛，可在高新技术公司、政府部门、科研

院所、高等院校等单位就业，近四年一次性就业率达 99%以上，毕业生深受百度、阿里巴

巴等著名企业和科研院所及政府机构等部门的欢迎。毕业生进一步深造的空间大，应届生中

升学出国率达 45%以上，依托与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学校建立的研

究生联合培养项目，出国深造的学生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培养具有基础宽厚，知识、能力、

素质协调发展，系统地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专

业能力、国际交流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良好的综合素质，德才兼备、身心健康、求真务实、

敢于创新、勇于实践，能在科研院所、教育、企事业和行政管理等单位从事计算机教学、科

研和应用的高素质研究应用型人才。 

 

三、培养要求 

为使本专业学生达到培养目标，要求毕业生应具备以下能力： 

（1）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爱国敬业和艰苦奋斗精神、自信心和工程

职业道德； 

（2）具有从事计算机应用工程工作所需的相关数学、自然科学以及经济和管理知识； 

（3）系统地掌握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信息安全等方面

的基本理论和技术；具有系统的工程实践学习经历；了解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沿技术； 

（4）能够熟练使用计算机应用工程中的常用仪器与软件，具备设计与实施计算机技术

及应用类实验的能力，并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具备从事计算机应用系统研究、开发和

维护工作的能力； 

（5）具有追求创新的态度和意识，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基本的创新方法，能够

综合运用所学理论和技术手段进行计算机系统的设计、开发和分析，设计过程中能够综合考

虑经济、环境、法律、安全、健康、伦理等制约因素； 

（6）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 



（7）了解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业的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环

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津、法规，能了解社会对计算机技术的需求； 

（8）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应对危

机与突发事件的初步能力； 

（9）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在学习方法和基础知识方面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具有不

断探索、与时俱进、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能力； 

（10）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能进行有效的工程技术沟通、合作与竞争。 

 

四、学制与学位 

标准学制：四年 

修业年限：三至六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五、主要课程 

C 程序设计基础、操作系统基本原理、离散数学概论、数据结构与算法基础、计算机硬

件基础（含数字逻辑、计算机组成原理）、Web 开发实用技术、网络实用技术、软件工程与

对象建模技术、项目管理实用技术、数据库应用技术、信息安全技术及应用、多媒体技术基

础、Office 高级应用技术、综合设计等。 
 

六、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军事训练、毕业设计(论文)。 

 

七、毕业分配去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双学位专业依托计算机学院的学科优势，根据“宽专业、厚基础、重

能力、高素质”的培养原则和“帮助学生把潜能发挥到极致”的教育管理理念，全方位、立

体化帮助学生成长成才。本专业目前每年招生 110 名左右，学生毕业后约 40%的学生在中科

院、985/211 高校或国外高校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其余进入国内外知名 IT 企业或教育、银

行、政府等事业单位，获得广泛的好评。 

本专业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效果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肯定。近几年来，许多知名 IT 企业和

科研院所纷纷提前进驻我校招收毕业生和实习生，导致本专业毕业生的实际薪酬逐年上涨，

就业层次也不断提高，就业和创业的前景越来越广阔。本专业已经涌现出一大批杰出校友，

如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全国十大杰出青年获得者陈肇雄教授，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

院长黄河燕教授，工信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院长赵波，中兴通信公司高级副总裁谢大雄

和亚信联创集团副总裁庞海东等。 

 

八、导师介绍 

张功萱：男，1961 年 2 月生，博士，博士生导师，计算机学院副院长。中国计算机体



系结构专委会副主任、全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ACM 会员、中国密码学会会员、江苏省

计算机学会理事、江苏计算机应用专委会常务副主任。 

是国家 863 计划网评专家、国家青年拔尖人才网评专家、北京自然基金项目网评专家、

重庆自然基金网评专家、江苏省科技咨询专家。 

研究方向：Web 服务技术、可信计算与信息安全、多核处

理技术。 

在科研方面，负责和承担了国家自然基金、国家 863 计划

等国家级科研项目约 10 项，省部级项目 5 项，企事业单位委托

项目 8 项。江苏科技厅 2005 年组织鉴定的“基于 Web 服务的仪

器分析管理系统”项目，已作为中科院重大推广项目推广应用，

并在中科院系统内 100 多家研究所、实验中心使用本系统。 

email: gongxuan@njust.edu.cn  

 

 

唐金辉，男，1981 年生，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分别于 2003 年

7 月和 2008 年 7 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

系取得学士和博士学位。2008 年 7 月开始任职于新加坡国立

大学计算机学院做研究学者，直至 2010 年 12 月受聘于南京

理工大学任教授，期间 2010 年 1 月至 4 月访问加州大学欧文

分校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系任访问科学家，2011年 10月至 2012

年 3 月在微软亚洲研究担任访问研究员。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江苏省杰出青年。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多媒体分析与检索、社

会媒体挖掘、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并在这些领域的国际

权威杂志和会议上发表相关论文 60 余篇。 

email: tangjh1981@acm.org 

刘小惠：男，1962 年 10 月生，博士，博士生导师，江苏省“特聘教授”，南京理工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培养对象。 

刘小惠教授 1982 年在南京河海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88

年在英国 Heriot-Watt University 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依次在

Heriot-Watt University、Durham University 以及 University of 

London 任职。目前在 Brunel University 任教授，并且是 School 

of Information Systems，Computing and Mathematics 的副院长、

博士项目主任和 Centre for Intelligent Data Analysis 的主任。

2004 年被荷兰最古老的莱顿(Leiden)大学授予 Pascal 名誉教

授. 于 2005 年应哈佛大学医学院邀请从事合作研究, 2012 年

在南京理工大学被聘为江苏省特聘教授。 

共发表了 100 多篇期刊文章，包括 40 多篇 IEEE 

Transaction 文章。email: Xiaohui.Liu@brunel.ac.uk 
 



张宏：男，1956 年 3 月生，博士，博士生导师，计算机学院副院长，江苏省计算机学

会常务理事。 

研究方向：信息安全，数据挖掘、可信计算与移动计算。 

一直从事计算机软件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承担 10 余

项部委重点预研和省级基金等项。有 3 项成果分别获得部省级科

技进步二、三等奖；发表论文 30 余篇。 

在科研方面，负责和承担了国家自然基金、装备预研等国家

级科研项目约 20 项，省部级项目 5 项，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 8 项。 

email: zhhong@njust.edu.cn 

 
王永利：男，1974 年生，博士，博士生导师，副教授，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系主任。1996 年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2003 年硕士毕业

于哈尔滨工程大学，2006 年博士毕业于东南大学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

ACM 与 IEEE-CS 会员、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江苏省计算

机学会应用专委会秘书长，江苏省电子学会物联网专委会委员，

南京理工大学物联网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 Drexel 大学、宾夕法

尼亚大学访问学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1170035、
60803001)，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200902517)项目，江苏省自然科

学 基 金 重 大 专 项 (BK2011022) ， 江 苏 省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BK2011702)，江苏省博士后基金(0801043B)、江苏省 2010 年度

“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项目、南京市科技计划重大专项

项目(2010 软资 02014)，南京理工大学 2009 年度“卓越计划”“紫金之星”等项目，作为主

要技术骨干参与了“十五”国家 863 专项(2004AA2Z408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0773103)、
陆装预研、海装预研等多项科研任务，获东南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基金资助，获 2 项发明、2 项
实用新型专利和 3 项软件著作权授权，发表论文 40 余篇，SCI 收录 6 篇，EI 收录 16 篇；

研究方向为数据库技术、物联网数据处理、云存储、数据挖掘、人机物和谐技术等。 

 

九、学长寄语 

 

宋爽（学号：0914070315，日本北海道情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管理学和计算机科

学的结合，帮助我圆了攻读信息情报研究生的出国梦。” 

 

陈于梦雪（学号：0914070401，阿里巴巴公司，年薪 15 万），“双学位的经历是进入著

名公司的敲门砖，文理工兼修，才是就业取胜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