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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一）专业设置及培养目标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现有五个本科专业，其中，理科专业

两个，分别为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工科专业三个，分别

为核工程与核技术、辐射防护与核安全、核化工与核燃料工

程。2012 年修订了本科生人才培养方案，确定的五个本科专

业的培养目标分别如下： 

1.原子核物理专业 

    原子核物理专业本科生的培养目标是：致力于培养具有

坚实的数学、物理、计算机及与核科学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

和基本实验技能，具有将核技术应用于交叉学科及解决国民

经济重大问题能力的专门人才。毕业生适合在企业、科研部

门、高等学校从事与核物理相关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在核工

业所属的厂矿企业从事产品研发、生产技术和辐射防护工作，

也可从事机械、冶金、电力、核电站、石油、煤炭、地质、

农业、医学和环境保护等涉及核科学与技术应用领域方面的

工作，也可以继续攻读原子核物理学、核技术应用或相关学

科的硕士及博士学位。 

    2.放射化学专业 

    放射化学专业本科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将核化学

技术应用于交叉学科及解决国民经济重大实际问题能力的

专门人才。毕业生适合在企业、科研部门、高等学校从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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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化学相关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在核工业所属的厂矿企业

从事新产品研发、生产技术和辐射防护工作，也可从事核电

站、医学、环境保护等涉及核科学与技术应用领域方面的工

作，也可以继续攻读放射化学或相关学科的硕士及博士学位。 

    3.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 

    本专业立足于培养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核科技工

业发展需要的，能在核技术及相关专业领域从事研究、设计、

生产、应用和管理等的专门人才。本专业培养的人才应具有

良好的数理基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能够

适应核技术各个方向发展的基本需要；同时应具有较好的人

文社会科学和管理知识，较高的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身心

健康，全面发展。在核工业所属的厂矿企业从事新产品研发、

生产技术和辐射防护工作；也可从事核电站、核医学、环境

保护等涉及核科学与技术应用领域方面的工作；也可以继续

攻读核技术或相关学科的硕士及博士学位。 

    4.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业 

    培养具有坚实的数理基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专

业技能，能够适应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业各个方向发展的基

本需要，保障核科学与技术在生命、环境、安全等相关领域

应用的专业人才。本专业培养的人才应具有坚实的数理基础、

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能够适应辐射防护与核

安全专业各个方向发展的基本需要；同时应具有较好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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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和管理知识，较高的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身心健

康，全面发展。能在核工业所属的厂矿企业、环保部门、核

技术应用企业从事新产品研发、生产技术研发和辐射防护工

作及管理工作；也可以继续攻读辐射防护与核安全或相关学

科的硕士及博士学位。 

    5.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专业 

    培养适应二十一世纪国家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

展，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创新意识、业务、心

理和身体素质的核化工专门人才。要求学生要掌握现代化学

及化工、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相关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知识面宽广。培养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初步训

练的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专业专门人才。毕业生应适宜于继

续攻读硕士学位；适宜到科研部门和学校从事科研和教学工

作；适宜到厂矿企业、事业、技术和行政部门从事应用开发

研究、生产技术和管理工作。 

    （二）教师授课情况 

    1.课堂讲授 

    2014 年，核科学与技术学院为我院本科生共计开设专业

基础课及专业课 72 门 91 门次，委托外院为我院本科生开设

课程 26门，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课程总学时 7056 学时。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为他院授课 5 门，总学时 342；为全校本

科生开设通识选修课2门，总学时54。开课详细数据见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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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本科生课堂讲授教学 

课程设置 2014 春（门/学时） 2014 秋（门/学时） 

核学院为本院开设专业课程 34/2664 38/3006 

委托外院对本院开设课程 11/558 15/828 

核学院本科生课程—小计 35/3222 53/3834 

 

核学院为他院授课 2/108 3/234 

核学院开设通识选修课  2/54 

 

    2.实践教学 

    2014 年，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开设的实验课总学时

达到了 1674 学时、33174 人时数。其中，物理类公共基础实

验和化学类公共基础实验 1026 学时；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省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原子核物理、放射化学、核工程与核

技术、辐射防护与核安全、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等五个本科

专业开设专业基础实验课和专业实验课合计 13 门，实验项

目达 60 多个，总学时 648 学时。 

    3.教授授课率 

    2014 年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在编教授 12 人，所有教授为

本科生开设了 16 课堂讲授课程，总学时为 990，约占核科学

与技术学院当年开设课堂讲授课程总学时的 14%。其中，两

门课程为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选修课。教授开设课程情况

见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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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开设课程一览表 

姓名 职称 课程名称 本科班级及专业 学

时 

学

分 

开课时间

陈熙萌 教授 原子物理学 2012 核物理 72 4 2014 春 

吴王锁 教授 

放射化学与核化

学基础 

2011 辐防、核化工、放化 54 3 2014 春 

走近核科学技术 面向全校通识选修课 36 2 2014 秋 

胡碧涛 教授 原子核物理学 2011 核物理 72 4 2014 春 

王铁山 教授 
反应堆原理 2011 核物理、核技术 54 3 2014 秋 

人生物理学 面向全校通识选修课 18 1 2014 秋 

姚泽恩 教授 加速器原理 2011 辐防、核技术、核物理 54 3 2014 秋 

李公平 教授 核物理实验方法 2011 核物理 72 4 2014 春 

郭治军 教授 大学基础化学 2014 核化工 72 4 2014 秋 

丁宝卫 教授 数学物理方法 2012 核物理 72 4 2014 秋 

邵剑雄 教授 
分子物理学 2013 核物理 54 3 2014 春 

计算物理 2011 核技术、核物理 72 4 2014 春 

张鸿飞 教授 
电动力学 2012 核物理 72 4 2014 秋 

电动力学 2012 物理萃英班 72 4 2014 秋 

李玉红 教授 光学 2013 核物理 72 4 2014 秋 

龙文辉 教授 理论物理导论

1/2 

2012 核技术、核物理 72 4 2014 春 

合计 — —— —— 990 55 —— 

 

4.教学运行 

2014 年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在教学运行过程中，无迟到、

早退和随意调停课。任课教师能按时组织辅导答疑，学院教

学管理人员能及时指导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选课。考试组

织严格、监考规范有序，巡考领导和主考教师能及时到位，

缓补考工作能及时完成。学生成绩管理规范，除个别课程外，

绝大部分课程成绩能准确及时上网登载。在学校的各项教学

管理及教学检查工作中，学院积极配合并按时完成。同时以

检促建，积极通过教学检查工作与其他院系交流经验，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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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不足，为今后进一步提高总结经验。 

2014 年度，学院有停课记录的课程共 46 门，其中春季

学期 19 门，秋季学期 27 门。绝大部停课因任课教师的学术

会议出差产生。 

    二、学院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情况 

    1.师资数量及结构 

    2014 年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职教职工 82 人，其中，教

师 59 人（约占 72%），管理人员 9人（约占 10%）。教师中教

授 12 人（约占 20%），副教授 23 人（约占 39%），讲师 19 人

（约占 32.3%）。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52 人，占教师总数

的 88%，45 岁以下的教师 46 人，占教师总数的 88.1%，教师

中在读博士 5 人。59 位教师全部毕业于“985 工程”学校。  

2014 年新晋升教授 3人，副教授 1人，选留毕业生 1人,

新增中外联合培养师资 1人 

   2014 年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职教职工 82 人，其中，教

师 59 人（约占 72%），管理人员 9人（约占 10%）。教师中教

授 12 人（约占 20%），副教授 23 人（约占 39%），讲师 19 人

（约占 32.3%）。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52 人，占教师总数

的 88%，45 岁以下的教师 46 人，占教师总数的 88.1%，教师

中在读博士 5 人。59 位教师全部毕业于“985 工程”学校。  

2014 年新晋升教授 3人，副教授 1人，选留毕业生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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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中外联合培养师资 1人 

 

    2.青年教师培养情况 

    2006 年 9 月,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就制定了“核科学与技

术学院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提升计划实施方案”，从 2007年起,

每学期都制定详细的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提升计划。2014 年，

通过指派指导教师、教学督导检查组成员听课检查、课堂意

见反馈、学院教学比赛等环节，完成了 14 名近 5 年新入校

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计划和 3名青年教师授课前助教任

务，该项工作的实施，使青年教师教学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 

    （二）教学基本条件 

    1.教学大纲、讲义、教学内容的建设情况 

    由于学科的特殊性，部分课程及实验教材过于陈旧，教

材的更新速度不能满足如今授课所需，因此，针对该情况完

成了课堂讲授课程培养方案的修订。同时，针对实践教学的

教学大纲、讲义不完备，部分专业实验教学设备不足，教学

课程和教学内容需要扩充等实际问题，布置了实践教学的教

学大纲、讲义的修订工作和扩充开设新实验的建设工作。 



- 8 - 
 

    2.教学信息化资源建设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近年来一直重视教学与学习资源中

心和平台信息化建设，至 2014 年上网的课程共 6 门，另有

约 50 门课程已完成上网资料的建设。 

    3.合作育人条件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与中国科学院近物所、应用物理研究

所、高能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等五家单位合作开展“联合培养本科生计划”（菁英班），

培养有志于从事核科学及前沿交叉学科研究、具备良好的素

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拔尖科技人才。 

    （三）教学经费使用 

2014 年学校下达教学经费 42.05 万元，比 2013 年减少

8.34 万元。其中：本科教学运行经费 9.08 万元，基地班经

费 6万元，教学差旅费 4.86 万元，实验及实践教学经费（包

括实践基地建设、榆中校区学术讲座经费）22.11 万元。 

2014年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实际支出教学经费51.66万元，

比 2013 年增加 15.39 万元。其中：购买教学仪器、试验台、

试剂等 12.47 万元，比去年增加 5.93 万元：购买材料与图

书、印刷与邮电等 10.4 万元，比去年增加 5.93 万元；教学

会议、人员培训与学生实践等差率费 10.06 万元，比去年增

加 6.36 万元；办公用品与耗材 4.27 万元，比去年减少 6.76

万元；电话与网络 2.8 万元，比去年略增 0.48 万元；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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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11.66 万元，比去年增加 4.5 万元。本科教学经费的使用

情况做到了严格管理，专款专用，确保了教学活动的正常进

行。经费支出比例见下图。 

 

    本科教学经费的使用实行了主管财务副院长和主管教

学副院长共同签字制度，做到了严格管理，专款专用。 

    2014 年教学经费的投入，确保了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

教学设备建设费的投入，改善了实验室条件，确保了设备的

正常运行和消耗材料的供给；办公费的投入，确保了行政人

员正常工作必须品的供给；材料费的投入确保了人员培训、

管理运行和基本资料的建设；通讯费的投入确保了信息化建

设；交通费的投入确保了两地办学条件下学生实验课的正常

运行；差旅费的投入确保了教师的教学交流活动和学生实践

活动的正常进行。 

    三、学院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学院教学建设 

    1.课堂讲授教学团队建设 

    按照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的5个专业特点，2011年获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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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专业省级教学团队 2011”,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个课堂

讲授教学团队，即:依托“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国家重点

学科”点组建了核物理、核技术及辐射防护教学团队；依托

“放射化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特殊学科点”组建了放射化

学及核化工教学团队。其中，核物理、核技术及辐射防护教

学团队共 46 位教师（教授 10 名，副教授 16 名，讲师 17 名，

助教 3名），承担了原子核物理、核工程与核技术、辐射防

护与核安全三个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课堂讲

授工作；放射化学及核化工教学团队共 13 位教师（教授 2

名，副教授 7名，讲师 2名，助教 2名），承担了放射化学、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两个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的课堂讲授工作。 

    2.实践教学团队的建设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实践教学课程包括公共基础实

验、专业基础实验和专业实验三部分。物理类公共基础实验

课由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承担，化学类公共基础实验课由化

学化工学院承担，专业基础实验课和专业实验课由兰州大学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省级核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

下简称“中心”）承担。 

该中心实行学校和核科学与技术学院两级管理。中心负

责人由核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担任，另设中心主任一名，

副主任一名，各实验室分别设负责人一名。人员由固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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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和流动编制教师组成，实行聘用制。中

心现有固定人员 9名，其中教授 1名，副教授 3名，工程师

和实验师 6 名，指导实验教师流动编制 10-15 人/年，专职

管理人员 1名（由教学秘书担任）。 

    3.技术支撑队伍和教学管理队伍建设 

    （1）实验室技术人员数量，以及引进、培养情况 

    为了保证本科生实践教学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和设备维

护及管理，以确保本科生实践教学的正常进行，兰州大学核

科学与技术学院省级核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已配

备了 6名工程师和实验师。 

    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省级核科学与技术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高度重视实验队伍建设，每年派一定数量实验课

教师参加各种教学研讨会和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举

办的基础课教师培训。同时，我院以不定期专家讲座的形式，

对实验技术人员及任课教师的实验指导能力和使用最新技

术手段的能力进行培训。 

    （2）专职教学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 

    2014 年，核科学与技术学院配备教学副院长 1名，专职

教学秘书 1名。 

    （二）学院教学改革 

    1.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以解决重大问题为着手，以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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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国家重点学科与放射化学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特殊学科点为依托，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引进消化

吸收国内外先进课程资源，不断更新与优化课程设置、教学

大纲与教案，逐步推进特色专业与精品课程建设；改革和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多层次、多规格、个性化的人才培养

机制；完善导师制度，深化教学方式的改革，充分利用现代

教学手段和网络资源，改革考试与考核办法，增强教学效果；

完善教学管理、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

质量评价机制。通过五年的建设，使国家级精品或者甘肃省

精品课程达到 8-12 门，特色专业达 3-4 个，教育部精品公

开课程 1-2 门，获国家级或者省级教学成果奖 2-3 项。 

    2.实验教学体系建设 

    提升原有实验室的规模与水平。扩大原来的核物理、核

探测、核电子学、放射化学、电工电子学、电力电子学、微

机原理、核技术、辐射防护与环境工程等本科实验的实验套

数，购进一批更为先进的仪器设备，开发一系列更能反映新

思想、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成果的新实验，使原有实验不仅

从数量上，而且从质量上有较大的提高。 

    组建新实验室，发展实验教学方法。学院自 2006 年成

立以来，新建了3个本科专业，其中新增的核工程与核技术、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业的本科实验室已初步搭建起来，但是

新增的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专业实验室目前尚未搭建，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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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数据获取实验室也在建设中。此外，将探索性地改变

本科教学实验中老师准备好实验，学生只是测数据的传统教

学模式，引导学生自己动手进行实验的设计、设备的组装和

调试，进而完成实验，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目标。 

    打破原有本科实验教学的条条框框，拓展本科实验教学

理念。实验中心以现有的科研实验室为依托，每年开发出

20-30 个甚至更多开放性课题，使 50%以上本科生有机会从

事科研训练。学生可通过课题申请的形式，我院或者学校资

助，从事一系列“准科研活动”，培养自身的动手能力、科

研能力、创新能力。 

    进一步开发校外教学资源，升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识。

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航空航天总公司

510 所、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甘肃省环保局核与辐射

安全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研究院、中国核动

力研究院、马兰基地、西北核技术研究所、中核四零四有限

公司的关系，最大化地利用这些校外教学资源培养学生，提

升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认识。 

    3.国际合作与交流 

    进一步加强与国际一流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合作，选派教

师与学生参加其教学科研活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课程

资源与教学理念，使学院有海外经历的教师达 50%以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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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教育经历的本科生达 5%以上，为广泛开展教师互派、学

生互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等合作项目打下良好的

基础。 

    四、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一）制度建设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自 2006 年成立以来，为加强本科生

教学管理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陆续制定了 15 个（2014

年新增 1 个）保证本科教学工作正常运行的管理规章制度，

清单如下： 

1.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教学督导检查制度细则； 

2.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考试、监考及巡视制度

及实施细则； 

3.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实习实施细则； 

4.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实

施及管理办法； 

5.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学生间交流、教学研讨与

自我评估制度； 

6.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转专业暂行规定； 

7.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科研训练制度； 

8.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9.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放射源库管理规定； 

10.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放射源库运行维护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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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实验放射源领取使用规定； 

12.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放射性废物处置管理流程； 

13.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短寿命放射源使用流程； 

14.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提升计划

实施方案； 

15.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申请提前毕业管理办法。 

    （二）学生评教结果 

    2014 年度学生网上评教总体指标为：评教课程共计 66

门，66 门课程的平均得分约为 96.13 分，其中，平均分大于

95 分的课程约占 87.88%，所属等级全部为“优”。 

    （三）教学事故 

    2014 年，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没有教学事故发生。 

    五、学生成长与发展 

    （一）新生适应教育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在学院领导和老师的努力下，坚持育

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围绕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人才培养目标，以适应大学学习生活为重点，以认识专业、

热爱专业为核心，以实践育人为基础，对 2014 年新招生的

167 人实施新生入学适应性教育，使其很快适应了大学生活，

为培养“意志坚定、习惯良好、专业扎实”的高水平人才打

下坚实基础。 

    （二）第二课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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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积极响应学校号召，保质保量完成学

校举办的各类学习教育活动，并组织学生参加学生干部代表

座谈会、新生适应性教育系列讲座、新生班长培训班等；同

时组织了团委学生会工作、班级工作和副班 2014 年工作总

结大会。每年举办的核科普活动月活动，已成为我院依托专

业优势，结合专业特色、服务全院青年、宣传普及核科普的

重要平台，也成为校园文化活动特色品牌及兰州大学校园文

化活动特色品牌之一。 

    （三）学业跟踪与预警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领导班子、学工组和班主任高度重视

学生工作，经常以学生座谈会、节假日慰问以及检查学生宿

舍等形式及时了解学生的详细情况，并通过每月的班主任例

会和每周的学工组工作汇报进行反馈。  

    （四）生涯发展教育、创业教育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配备 1名党委副书记和 1名团委书记

承担学院学生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课程的授课任务;两位教

师都经过国家级和校级的相关培训获得了学生职业生涯发

展与规划教育资格。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结合教师所承担的研究课题，搭建本

科生科研实践平台，积极动员和指导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和申

请君政基金、国家级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2014 年，经

校团委批准立项的各种实践创新能力培养项目共 9项，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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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约 14400，其中，经核学院批准立项的项目 27 项，投入

支持经费 32400 元。 

    （五）毕业论文 

    2014 年共 181 名本科生参加毕业论文答辩，获得优秀论

文的本科生共 46 名，占答辩总人数的 25.4%。其中，原子核

物理基地班 13 篇，放射化学基地班 12 篇，辐射防护与核安

全 6篇，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 7篇，核技术 8篇。 

    （六）本科毕业生情况 

    180 名毕业学生中 54 人攻读研究生，其中，保送研究生

29 人，通过考研及夏令营方式读研 25 人。保送到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和中国

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中国原子能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著名研究机构的

硕士生和直博生 8人。 

    一次性就业率为 84%，就业单位主要有中广核集团、山

东核电有限公司、辽宁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北京核与辐射安

全中心、西安中石油设备公司、新疆辐射环境监督站、海阳

核电、中核集团等一批有影响的企事业单位。 

    六、本科教学工作的特色和经验 

    （一）学院教学督导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已制定了“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

院党政领导班子教学督导检查制度细则”，每学期都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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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听课计划，规定党政领导班子及督导组教师每人每学

期至少听课 3门，每年度的听课门数不得少于 6门；规定党

政领导班子及督导组教师必须填写听课记录，并及时将听课

中发现的问题、意见及建议反馈给教师。另外，核科学与技

术学院在每年度的两次例行教学研讨会上，会对教师的教学

情况进行总结，并提出整改意见。 

    （二）实习实践基地的建设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重视校内外实验、实践平台，专业实

习基地建设。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校内外

实验、实践平台，专业实习基地体系。 

    1.校内实践教学及科研实践平台的建设 

    已建成了省级核科学与技术实践教学示范中心，中心拥

有较完备的实验设备，每年为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5个专业本

科生开设 13 个实验题目和 60 个实验项目，开设实验课 648

学时，极大地促进了本科生实验能力的培养。另外，我院结

合教师所承担的研究课题，搭建本科生科研实践平台，积极

动员和指导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和申请君政基金、国家级校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校外专业实习基地建设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积极搭建校外实习基地，已与“环保

部西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中核兰州铀浓缩公司”和“甘

肃省核与辐射安全局”等涉核单位签订了本科生实习基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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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协议，每年暑假组织一定数量的学生前往上述基地实习。

另外，核科学与技术学院还与“中国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北

京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兰州大连理化研究所”等 5个著名研究单位签

订了本科生联合培养协议，每年派遣 10-30 名 4 年级本科生

前往这些研究机构联合培养并完成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 

    （三）教学内容的建设及创新实验建设 

    教学内容的建设方面，在保持了原有的教学模式基础上，

开设了参照科研模式的创新性实验项目。如：①在 NaI 探测

器实验中，要求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方案，亲自动手完成 NaI

探测器部件及电子学系统的安装，并完成探测器的调试，通

过实验过程，学生不但得到了实验技能训练而且获得成就感，

逐渐增强了学生做实验的兴趣和自信心；②在核物理实验教

学和核电子学实验中，新增了高纯锗探测器、compton 散射

实验、热释光实验、β-γ符合、数字储存示波器和函数/任意

波发生器等核脉冲信号高速采样与处理实验等创新性实验，

让学生接触到了一些前沿实验技术。 

（四）教学名师 

2014 年度，李玉红教授荣获“兰州大学 2014 年度隆基

教育教学奖-教学骨干奖”称号。 

姓名  年份  获奖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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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熙萌 2010 教学名师奖 

丁宝卫 2007 青年教师教学新秀奖 

胡碧涛 2011 教学名师奖 

吴王锁 2013 隆基教学名师奖 

李玉红 2014 隆基教学骨干奖 

 

（五）项目申报及结题 

2014 年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完成 2个教学研究项目，分

别是胡尚斌副教授负责的“核技术及应用实验教学新模式研

究”项目和李玉红教授负责的“光学课程建设与实践”项目，

其中，李玉红教授所负责的项目在结题验收中获得“优秀”。

同年，尹永智副教授所申报的“核医学成像实践教学过程研

究与课程体系建设”项目获批立项。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专业于 2014 年申报高等学校“专业

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得以立项，项目负责人吴王锁，获批

经费 50 万元，于 2014 年顺利结项。 

七、学院本科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一） 培养方案修订与执行 

 2013 年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正式执行新修订的本科生培

养方案，解决了原子核物理、放射化学、核工程与核技术、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四个专业教学计划中课程安排前后顺

序不合理的问题；对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

了较大的调整，解决了该专业课程过于繁杂，培养目标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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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问题；重新编写了每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形成了完整的

本科生培养方案，解决了教学大纲不全的问题。2014 年，在

新修订的本科生培养方案执行的过程中，对五个专业的各项

课程进行梳理，对课程安排的顺序做略微调整。2013-2014

两年对该项工作的完成，保证了今后几年教学计划的科学运

行。 

    （二）教材、讲义不足与解决措施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实践教学部分，存在教学大纲、讲义

不够完备，部分专业实验教学设备不足，教学课程和教学内

容需要扩充等实际问题；另，核科学与技术学科的特殊性，

一些专业课程早先出版的教材太陈旧，与快速发展的核科学

与技术现状不相适应；有些新开设的专业课程目前没有正式

出版的教材。 

针对以上问题，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组织老师新编写了

“辐射测量与仪器”、“加速器原理”、“核工程导论”、“核工

程概论”、“影像学”等课程的 PPT 形式讲义，供学生使用。

2013 年，王瑞平副教授编辑的《理论力学》教材正式出版；

2012 年，由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任主编单位，北京大

学、四川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参加，合作完成了《放

射化学与辐射化学实验教程》教材的编著工作，2012 年起已

在放射化学及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专业开始使用，预计 2015

年 7 月正式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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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专业实验室建设 

    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专业实验室未建成，核工程与核技

术、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业开设实验课程偏少。 

目前，通过实验室设备管理处上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

和发展长效机制”的项目获批 540 万元，此经费将全部用于

本科生实验教学设备及实验室的建设。制定的下一步建设任

务是：①建设核化工与核燃料专业本科生实践教学实验室，

以解决该专业本科生实践教学缺失的问题；②对核工程与核

技术和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业实验室进行扩建并扩充实验

内容及实验项目，以解决核工程与核技术、辐射防护与核安

全专业开设实验项目偏少的问题。 

    （四）青年教师教学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45 岁以下的教师 46 人，占教师总数

的 79.3%，部分老师存在“照本宣科”、“照屏宣科”，影响了

教学质量。2014 年，核科学与技术学院针对该现象，共组织

教学工作座谈会 2次，组织全体教职员工及学生代表参加的

教学研讨会 2次，举办教学技能大赛 1次，并准备选派 2位

优秀青年教师参加学校 2015 年度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 

因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开设专业的特殊性以及教师年轻

化等原因，部分教师需到国内外参加相关专业学术会议、攻

读博士后、进修学习，因此导致学院教师调停课较为频繁，

在吸收借鉴相关学院经验的基础上，学院要求授课教师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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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不得超过所授课程的 1/12，有效的降低调停课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