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位授权点建设 2021 年度报告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我校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六所航空院校之一。本学位点源于1952

年建校时创建的航空制造专业，2003 年获批航空宇航制造工程硕士

点，2006 年获批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2011 年入选

江西省示范硕士点。2017 年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获批江西省一流学

科（成长学科），2020 年通过一流学科验收。2021 年航空宇航科学与

技术获批江西省一流学科（优势特色学科）。学位点建成了一支以国

家百千万人才、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井冈学者等 20 名国家级和

省级高层次人才为领军人才和骨干的教师队伍，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

1个，省级教学科研创新团队 5个，通航涡轮动力技术教育部工程研

究中心、江西省飞行器设计与气动仿真实验室、江西省微小航空发动

机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科研平台 12 个，现有实验室面积近 9800m2，

拥有风洞试验台、多型号发动机整机实验台等先进仪器设备 100 余台

（套），仪器设备总值近 8000 余万元。获批飞行器设计工程、飞行器

动力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等国家一流专业 5个。支撑工程学和材料

科学进入 ESI 全球前 1%。 

1．培养方向 

学位点 2018 年修订培养方案，设置了 6个稳定的培养方向： 

（1）航空动力结构设计与性能分析； 

（2）飞行器结构强度与气动； 

（3）航空构件精密成形技术与先进连接技术； 



（4）航空材料表面科学与工程； 

（5）航空构件高效精密加工技术； 

（6）航空宇航系统试验技术。 

2．人才培养       

（1）航空报国，人才培养特色鲜明。弘扬航空报国精神，为航

空工业培养了一大批创新型、应用型热加工技术人才。航空工业、中

国航发等从事精密热加工技术人才 60%来自本学科，成长了中国航发

集团副总经理向巧院士、航空工业西飞公司董事长吴志鹏、洪都董事

长纪瑞东等一大批航空领军人才。近 5年，毕业研究生 50%以上就业

于航空国防单位，留赣率 30%以上。（2）党建引领，教书育人成果丰

硕。构建了“党建+三全育人”模式，引领全员参与，发挥课程思政

主渠道作用，强化实践育人多阵地效果，多维协同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形成了“党建引领、课程育人、实践育人”的全方位育人

体系。近五年，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6

项。 

3．特色与优势 

学位点在以下领域具有特色与优势：（1）率先开发了“平行电极

电阻钎焊技术及装备”，突破了焊接软化、接头尺寸超差、焊接变形

大等技术瓶颈，为提高 C919 大飞机安全性做出突出贡献，荣获“首

飞二等功”；研发的“搅拌摩擦焊关键技术与装备”，应用于高空高

速无人机油箱、航空发动机进气道叶片和导弹贮运系统的生产，获江

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2）首创了



“发动机复杂高温载荷结构强度和环境损伤分析方法”，成功应用于

多种型号航空发动机的结构强度与可靠性评价，获江西省自然科学一

等奖；开发了高温合金封严环、多叠环等航空发动机关键密封件设计、

验证、制造技术及成套装备，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填补国内空白；

创新性研发的钛合金精密化学铣切技术，解决了四代机结构隐身精密

加工技术难题。（3）提出了符合 DO-178C 的复杂机载软件适航审定方

法，研发了模型驱动的软件工程开发与测试新技术，开发了 IMA 平台

下的机载软件测试工具套件，构建了高安全高可靠机载嵌入式软件质

量保障体系，为我国四代机的研制做出了贡献。 

二、2021 年度学位点建设情况 

1.年度招生 

2021 年研究生招生 62 人。 

2.年度培养 

（1）培养条件进一步夯实。2021 年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获批江

西省一流学科（优势特色学科），学科建设经费 6886 万元。 2021 年

新增江西省重点实验室 1个：江西省飞行器设计与气动仿真实验室，

新增国家级项目 20 项（含两机专项 1 项），导师人均科研经费达 20

余万元。 

（2）导师指导能力明显提升。2021 年获江西省示范研究生导师

创新团队 1个：飞行器特种构件先进连接技术创新团队，新增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1人，井冈学者特聘教授 1 人，青年井冈学者 2

人，江西省新时代学生心中的好老师 1人。彭迎风教授在首届全国教



师创新大赛中荣获三等奖，获得江西省首届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教

授组一等奖和教学设计创新奖。 

（3）培养质量明显提高。2021 年立项省级研究生优质课程 1门，

省级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1门，获省级研究生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

获批江西省优秀硕士论文 2篇。王飞同学获批省级研究生创新专项资

金项目。刘鑫同学荣获第十六届“大学生年度人物”。燕山林同学获

南昌航空大学第十一届研究生十佳学术标兵。张呈、张强同学获 2021

届优秀毕业研究生生。 

3.年度毕业 

2021 年毕业研究生 47 人，就业率 95.7%，其中航空国防单位 33

人，占比 73.3%。 

三、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年度教育改革及取得成效） 

1．创新工作方式，提高生源质量 

学位点十分重视研究生招生宣传，每年暑假前就启动系列招生宣

传活动。研究生导师动员常态化与学科带头人集中宣传相结合、线上

与线下宣传相结合，校内与校外宣传相结合，拓宽生源渠道，提高生

源质量。近年来，生源充足，生源质量明显提升，2020 年研究生招

生 56 人，2021 年研究生招生 62 人，合计 118 人，其中推免生 2人。 

2．深化教学改革，优化课程体系 

学位点积极开展研究生教学改革，突出科教融合培养模式，优化

课程体系，创新教学内容，体现学科动态，提高研究生知识更新能力

和学术创新能力。2021 年立项省级研究生优质课程 1 门，省级研究



生课程思政示范课 1门，获省级研究生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彭迎风

教授在首届全国教师创新大赛中荣获三等奖，获得江西省首届高校教

师教学创新大赛教授组一等奖和教学设计创新奖。刘鑫同学荣获第十

六届“大学生年度人物”。 

3．建设教师队伍，提升导师水平 

导师的选聘、培训和考核严格执行《南昌航空大学硕士研究生指

导教师管理办法》，着力提升导师的学术水平和指导能力。落实导师

负责制，确立导师在研究生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导师是研究生教育

的第一责任人，严格执行《落实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办法》。选派

博士学位教师到航空企业挂职锻炼，熟悉航空背景，提升了教师工程

实践能力。2021 年，选派 5 名教师到航空企业挂职锻炼，熟悉航空

背景，提升了教师工程实践能力。获江西省示范研究生导师创新团队

1个，新增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1人，井冈学者特聘教授 1人，

青年井冈学者 2人，江西省新时代学生心中的好老师 1人。 

4.强化科教融合，注重学术交流 

严格执行《学院硕士导师与研究生双选办法》，以项目和经费为

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前提，保证研究生 100%参与高水平科研项目，进

行系统科研训练，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推行导师团队集体指导模式，

充分发挥学术群体的整体优势，提高指导成效。研究生学术汇报制度

化常态化，增进师生交流，营造浓郁学术氛围。导师团队对研究生汇

报全程点评，评价研究生工作进展和创新性，指出汇报的不足之处及

需要改进的方向，启迪思维，形成鼓励创新、勇于创新的理念和氛围。



在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申报与结题、遴选参加学科竞赛、学术会议等

过程中建立答辩机制，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2021 年主办承办国际

国内学术交流会议 3次，邀请 5名国内外学者来校学术交流。 

5．严肃学术道德，落实立德树人 

学位点积极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严格学术不端检测制

度和论文评价结果追溯问责制度，规范学术行为，落实立德树人。明

确学术道德（思想品德）表现、学术成果在奖学金评审中占比，激励

研究生严肃学术道德和自主创新。2021 年，学位点研究生学位论文

学术不端检测通过率 100%，盲审通过率 100%，获江西省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 2篇。 

四、研究生教育质量自我评估与分析 （年度质量自我评估和分析

总结） 

本学位点坚持立德树人的办学理念和方针，具有良好的研究生培

养基础，形成的 6 个稳定的培养方向，特点突出，形成互相支撑的总

体特色；同时相关支撑学科实力较强。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学术水

平高的师资队伍，特别是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近年来在教学和科

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的成果。科研经费比较充足，科研平

台和环境良好。 

学位点存在一下问题： 

（1）师资队伍还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加大国家级领军人才引

育力度； 

（2）国际化办学和高水平国际交流和合作还需加强； 



（3）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还要进一步提升； 

（4）高水平的科研平台还需要有步骤的重点建设。 

五、改进计划 

   （提出本学位授权点的改进计划，包括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目标

和保障措施） 

（一）未来五年发展目标 

2023 年获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第六轮学科评估进入 C

档，学科进入全国前 30%。 

（1）师资队伍 

学位点专任教师不低于 120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比例达到

90%以上；新增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或国家杰青 1 人，新增万人计划、

四青人才等 3人。 

（2）科学研究 

学位点新增国家级科研平台 1 个，新增国家级项目 30 项以上，

其中国家重点（大）科研项目（两机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

自然基金重点项目等）1 项，2025 年科研总经费达到 6000 万元以上。 

（3）人才培养 

未来五年招生 300 人，新增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2项，研究生一

次就业率不低于 95%，硕士学位论文抽查合格率 100%，省优秀硕士论

文比例 5%。 

（二）建设保障措施 



（1）经费保障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省一流学科省拨建设经费 6886 万元，主要

用于学位点高水平师资引进和培养，确保建成高水平师资队伍，新增

国家级科研平台，满足博士学位授权点和第六轮学科评估要求；加大

教学改革投入，推动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研究；加大专项经费投入，

提高研究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的机会。 

（2）制度保障 

根据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内涵和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要求，

进一步凝练了研究方向，2020 年修订了 2018 版培养方案，进一步凝

练了培养方向。设置培养方向如下： 

（1）飞行器构件精确成形与连接 

（2）发动机气动热与结构强度 

（3）飞行器设计与气动仿真 

（4）航空构件再制造与延寿 

（5）飞行器适航与安全。 

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强化课程思政建设，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和价值塑造融为一体，立德树人。进一步提高导师指导水平，强化师

德师风建设，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

并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严格执行，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保障。 

（3）公共服务体系 

加强现有通航涡轮动力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江西省飞行器

设计与气动仿真实验室、江西省微小航空发动机重点实验室江西省航



空制造业协同创新中心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建设，为学位点研究生培

养提供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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