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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5 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一、学院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一）本科人才培养目标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始终坚持“内涵提升、创新驱动、质量优先、结构调整”

的发展思路，坚持以加强本科教学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以“培养

具有优良的思想品德、健全的人格、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富有创新精神、实践

能力、兼具宽广的国际视野与浓郁本土情怀的学术型、应用型和复合型精英人才”

为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学院全体师生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扎实推进本科教学各

项工作。

学术型精英人才要具有宽厚的基础，在系统地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

论、基本技能的同时，还应掌握与本专业相关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

基本技能。学术型精英人才的主要任务是为今后认识和发现自然、社会及人类本

身的各种客观规律，创造性地从事科学理论研究奠定基础。应用型精英人才要具

有坚实的基础，要在系统地掌握专业基础知识、专业基本理论的同时，熟练地掌

握专业基本技能，高度重视培养实践能力。应用型精英人才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应

用研究或生产实践，将客观规律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创造直接效益。复合

型精英人才应至少掌握两门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复合型

精英人才的培养应以提高综合素质为主，以能够适应不同工作岗位的需要。

（二）本科专业设置情况

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现有 5个本科专业，覆盖物理学、材料科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3个一级学科，本科专业分别为：物理学、物理学（基础理论班）、

材料物理、材料化学、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原微电子学）；其中物理学（基础理

论班）及物理学专业在四年级又分为功能材料、电子器件与材料工程、磁学、理

论物理四个专业方向。各专业学生人数详见表 1。

表 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专业一览及在校生人数（截止 2015 年 12 月）

学科门类 专业名称 专业人数 所占比例

工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原微电子学）
251 23.8%

材料物理 152 14.4%

材料化学 151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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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

物理学

（基础理论班）
280 26.6%

物理学 220 20.9%

（三）在读学生情况

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生中，本科生 1059 人(含交流生 5 人)、硕士研究生 337

人、博士研究生 158 人，本科生占学生总数的 68.15％。2015 年学院接收陕西师

范大学交流学生 5人，编入 2014 级物理学专业学习。2015 年入学本科新生 239

人。2015 年学院本科教学各项相关工作持续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办学水

平稳步提升，生源质量进一步提高。

二、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师资数量及结构

学院目前在岗教职工 182 人，其中专任教学科研人员 136 人。具有研究生学

位教师 127 人，占教师总数比例为 93.38％；拥有博士学位教师 115 人，占教师

总数比例为 84.56％；拥有硕士学位教师 12 人，占教师总数比例为 8.82％。具

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99 人；其中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33 人；

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66 人。教师中有：全国首届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1

人（表 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1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 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3人，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4人，中组部

“青年拔尖人才”入选者 2 人，教育部跨（新）世纪优秀人才 11 人，高校青年

教师奖获得者 2人，全国优秀教师 3人，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 3人，宝

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获得者 9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得者和提名奖各

1人，国际陶瓷学领域 Ross Coffin Purdy 奖获得者 1人。

表 2 国家级教学名师

序号 姓名 所在学院 备注

1 钱伯初教授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第一届

（二）学院师资队伍建设与培养

2015 年，学院选留优秀博士毕业生 3 人，引进优秀人才 2 人，现有 2 名青

年教师赴海外深造，有 5名教师聘为教授，有 4名教师聘为副教授。一名教师获

隆基教学骨干奖，二名教师获隆基教学新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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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科生课程主讲教师情况

2015 年，我院主讲本科生课程的教师共 151 人次，其中，春季学期有 67 名

教师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秋季学期有 84 名教师承担本科教学任务。本科教学任

务中由教授担任主讲教师的课程见表 3。

表 3 2015 年度物理学院教授承担本科生课程一览表

序号 姓名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期

1 刘肃 半导体物理学 B 必修 秋季

2 李建功 材料科学概论 必修 秋季

3 李建功 材料科学基础 I 必修 秋季

4 贺德衍 半导体物理学 B 必修 秋季

5 彭应全 电子学基础（医学类） 必修 春季

6 谢二庆 薄膜物理学 必修 秋季

7 杨建红 微电子学专业实验 必修、实验 秋季

8 王育华 材料科学专题讲座 必修 秋季

9 王育华 固体化学 必修 秋季

10 刘玉孝 群论 必修 秋季

11 刘玉孝 电动力学 必修 秋季

12 刘翔 粒子物理 限选 秋季

13 刘青芳 普通物理(2/2) 必修 秋季

14 王建波 磁性测量 必修 秋季

15 贾成龙 量子力学 必修 秋季

16 黄亮 数学物理方法 必修 秋季

17 庞华 热力学统计物理学 必修 春季

18 庞华 原子物理学 A 必修 春季

19 庞华 力热实验（物理专业） 必修 春季

20 吴枝喜 理论力学 D 必修 秋季

21 肖春涛 铁磁学 必修 秋季

22 安钧鸿 量子力学 必修 秋季

23 彭勇
透射电镜及其在前沿研究

中的应用
限选

春季\

秋季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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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彭勇 物理学概论 必修 秋季

25 冯博学 固体物理学 必修 春季

26 杨建红 固体电子器件 必修 春季

27 薛德胜 固体物理学 必修 春季

28 罗洪刚 热力学统计物理学 必修 春季

29 秦勇 纳米科学与技术 限选 春季

30 肖春涛 普通物理(2/3) 必修 春季

31 高美珍 材料科学与工程导论

(2/2)

必修 春季

32 李海蓉 有机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限选 秋季

33 李海蓉 半导体光电子学 必修 秋季

34 祁菁 普通物理(2/2) 必修 秋季

35 祁菁 力学 A 必修 秋季

36 邓剑波 理论力学 A 必修 秋季

（四）教学经费投入及使用情况

物理学院 2015 年本科实验与实践教学经费共收入下拔款 519700 元，支出

441095.90 元，用于本科生教学实践与实验支出。教学业务运行费共收入下拔款

596300 元，支出 847706.49 元，用于教学运行日常支出。

（五）教学基本条件

学院拥有良好的学习、工作条件，教学科研实验和办公用房近 15000 平方米；

仪器设备近 7000 台件，其中包括透射电镜，场发射扫描式电子显微镜，超导量

子干涉磁强计，核磁共振波谱仪，显微拉曼光谱仪，紫外可见荧光光谱仪，振动

样品磁强计等大型仪器设备 70 余台，部分大型仪器设备已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三、学院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专业建设

在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我院逐渐形成了“以社

会需求为导向、以学科建设为前提、以基础学科专业为依托、以课程建设为核心”

的专业建设指导思想。学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学科发展的需要，

在学校注重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的前提下，将拓宽专业口径和灵活专业方

向有机结合，加强基础和强调适应性有机结合，着力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

能力强、素质高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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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培养力度，满足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高

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我院与化学化工学院联合增设功能材料专业。为了适应经

济、科技、社会发展，发挥我校自身优势，办出专业特色，我院积极参加学校组

织申报教育部和甘肃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我院共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

点 2个（表 4）。

表 4 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序号 专业名称 所在学院 负责人

1 物理学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谢二庆教授

2 材料化学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育华教授

（二）课程建设

课程建设是教学建设的基础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学

院通过完善课程建设管理办法，积极融入学校所培育和构建包括校内重点课程和

精品课程、省级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课程在内的课程体系。学院积极鼓励教师将

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技术充实到教学内容中。推进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考试方

式的配套改革，提升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使用效果。

2015 年春季学期，我院本科生教学共开课 52 门，94 门次；2015 年秋季学

期开课 81 门，116 门次；全年合计 133 门，210 门次。2015 年承担相关院系普

通物理、文科物理及医用物理学等公共课工作量分别为春季学期 2,232 学时，秋

季学期 3,204 学时，全年合计 5,436 学时。在实验教学方面，学院依托大学物理

实验教学中心及近代物理实验教研室，承担了学校理工科专业全部的基础物理实

验及近代物理实验教学任务。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2015 年春季学期所完成实

验人时数为 143,784，秋季学期完成实验人时数为 129,104，合计为 272,888；

近代物理实验教研室春季学期所完成的实验人时数为 22,824，秋季学期实验人

时数为 17,208，合计为 40,032；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及近代物理实验教研室

2015 年完成的实验人时数合计为 312,920。

学院根据学校的统一规划和通过建设通识性选修课，要求每个学生根据专业

所属学科类跨学科至少选修 10 个学分的通识或公共选修课程。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将物理学（基础理论班）及物理学专业学生集中编班授课，在相关专业之间保

持良性互动；同时部分教师教学实践中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组建学生学习小组，

以学习小组为基本单元，就上课中遇到的重难点问题展开集中讨论，将小组集体

学习和课堂讲授有机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学院各专业开设有若干专业特色方向选修课。学院提倡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

合，要求各专业结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增加实践教学比重，不断提高学生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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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教材建设

我院鼓励教师在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吸取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知识

和教学理念，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其中由我院汪志诚教授编著的《热力学统计物

理学》、钱伯初教授编著的《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习题精选与剖析》等教材在

全国有广泛的影响。

（四）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为更好的服务本科生的教育培养工作，在学校的统一部署安排下，学院继续

加大“创新性实验计划”、“创新创业行动计划”等项目的支持力度与覆盖面，

同时学院在学生工作队伍中专门设置了一位专业课教师（张加驰老师）作为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的负责教师，将实验教学、创新实践和综合实践有机融合，建立与

理论教学相适应的实践教学体系，锻炼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促进学生在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的协调与全面发展。

表 6 2015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序号 负责人 项 目 名 称 指导教师

1 官润南

UV-LED 用单一基质硅酸盐白光荧

光粉材料的制备和光学性能的研

究

慈志鹏

2 季炜
BiVO4 纳米结构的合成及其光催

化性能研究
彭尚龙

3 李彦民 GPS 定位巡航六轴飞行器研制 李训栓

4 刘逸才

Heusler 合金

Fe2YZ(Y=Ni,CO;Z=Sn)的电化学法

制备及性能

寇昕莉

5 王国庆

SnO2/CoO 核壳纳米线复合结构超

级电容器的制备与电化学特性研

究

兰伟

6 王善鹏
基于多孔 TiO2 的可回收型光催化

剂的制备与特性研究
兰伟

7 王战鹏
基于 TEA5767 芯片的 MCS-51 单片

机 FM 接收器
李训栓

8 徐华 Na2Ba6Si4O15 为基质掺杂稀土离 张加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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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发光材料

9 张辰旸
混沌通信在可调制频率范围内的

无线实现
张岩

10 周爽
基于 STM32 的伺服电机机器人的

研制
李训栓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作为学校较早设置基地班的学院，历来重视加强学生科

学研究能力训练，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创造精神和创业能力，充分发挥其特长

和潜能，将科学研究纳入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把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贯穿到整

个教育过程中。学院物理学基地班依托国家人才培养基金中的科研训练基金，开

展本科生科研训练。学院每年设 20～25 个课题，每个课题资助 2～3万元，执行

期限为两年；课题结题时，学院组织专家进行考核验收。

四、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一）突出本科教学中心地位

本科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本科教学质量是学院的生命线。学院高度

重视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明确教学工作是“一把手工程”，紧紧围绕

“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重能力”的培养原则，努力构建理念先进、组织合

理、管理科学、质量优良的本科教学新体系，使教学质量达到一流。

在实际本科教学过程中，学院领导班子成员高度重视本科教学工作。在学期

开学及期中、期末考试的关键时间点，学院领导班子成员总是能够及时出现在本

科教学工作一线。

学院目前已形成院领导、教学督导组、教学指导委员会听课制度，通过检查、

了解教学一线的工作情况，分析和研究教学状况，提出改进教学工作的意见，督

促教师重视课堂教学效果，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二）加强对本科教学工作的宏观决策与指导

根据学校 2011 年制订实施的“兰州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提升工程”（“3468”

工程）相关要求，学院积极配合学校提出的重点培养学术型、应用型、复合型 3

种类型的精英人才的计划；在本科教学中以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自主

学习能力和就业创业能力等 4种能力为目标；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生源质量提

升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本科生综合素质提升计划”、

“实践教学质量提升计划”、“隆基教育教学奖励计划”和“青年教师教学水平

提升计划”等相关计划，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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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实践平台建设、教学信息化平台建设、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和国际化教育平台

建设，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三）建设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其他措施

为了提升我院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培养和造就业务能力强、教学水平高、

教学效果好和具有发展潜力的青年教师队伍，我院积极参与学校于 2006 年开始

实施“青年教师水平提升计划”。通过青年教师岗前培训、专业基础课程助教制

度、教学指导教师制、教学督导、教学观摩、教学沙龙、以及教学授课比赛和多

媒体课件大赛等方式不断提升青年教师水平。

教学效果评价由授课班级全体同学参与，利用教务管理信息系统在学期末进

行。针对学生评价得分较低或学生反映意见较大的教师，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将

安排专人听课，详细了解具体情况，查找原因。对这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帮助，以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

与此同时，学院高度重视教学研究工作，鼓励教师、教辅人员和教学管理者

积极参与教学研究项目，共同促进学院教学水平的提高和教学管理的规范化、科

学化，同时注意培育和发展优秀的高等教育教学成果。

五、学生学习效果

（一）应届毕业生情况

2015 年我院应届毕业生人数为 226 人，毕业生具体情况为：升学率为 54.86%

（124 人），签约率为 34.96%（79 人） ，总落实率为 89.82%（203 人）。

（二）学生学习满意度

经过问卷调查，我院学生整体学习满意度较高，在课堂教学满意度、专业的

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任课老师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水平、学习平台等方面的

满意度达到 90％以上；对学校各类软硬件设施及所学专业的满意度在 80％以上。

（三）毕业生评价及成就

学院已培养学生近万名，毕业生中有 2 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13 人获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支持，20 人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近五年来有一名

博士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三名博士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

奖”，一人获“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在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我院学生多

次获得过包括特等奖在内的多项奖励，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上近五年分别

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和世界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MCM）一等奖

各一项，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挑战杯、电子设计大赛等全国性大赛我院学生也

多次获得佳绩。学院培养的毕业生遍及世界各地，如当选为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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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 2010 年院士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华裔教授胡青、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刘

惠春等一大批杰出学者，在全国各行各业的前沿领域，也经常能见到兰大学子身

影，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詹文龙等一大批学者就是其中的代表。

根据电话追踪相关用人单位后反馈的信息来看，用人单位对我院毕业生的综

合素质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们认为我院本科毕业生普遍素质高、基础知识扎实，

勤奋踏实、认真刻苦、思维灵活、富有激情和创造力。但也提出了部分学生专业

实践能力还需要再提高，一些学生的专业视野仍需进一步拓宽等建议。

六、办学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长期以来，学院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根据学校的统筹安排，贯彻“博、

厚、精、新”的本科教育的培养思想，始终把培养高层次、高素质、高质量人才

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础，始终把教学工作作为学院的中心工作，始终把教

学质量放在首位。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学校的

生命线，教学改革是学校各项改革的核心，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当然应

该成为兰州大学本科教学工作的重要板块。

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管理体制与机制、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瞄准

兰州大学“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目标所进行的一系列探索和改革”，积极开

展学院工作。在本科教学工作中，学院科学定位本科教育，加强教学科研基层组

织建设，构建与建设高水平大学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积极参与学校实施的“萃英

人才建设计划”，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为精英教育提

供有力的师资保障；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着力提高学院的国际化程度和毕

业生在国际范围的竞争力。

“特色定位、特色支撑，特色发展”是兰州大学百年来的办学经验，也是兰

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在今后发展过程中所要做出的必然选择。学院坚持学

校“做西部文章，创一流大学”的理念，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不断地为西部发展提供人才支持、知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