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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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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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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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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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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门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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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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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5 年度本科生课堂讲授一览表

课程设置 2015 春（门/学时） 2015 秋（门/学时）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为本院开设专业课程 30/2610 37/3114

委托外院对本院开设课程 14/738 12/630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课程 34/3348 49/3744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为他院授课 2/108 3/234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开设通识选修课 2/54

2.实践教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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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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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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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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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门

课堂讲授课程，总学时为 927，约占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当年开设课堂讲授课程总

学时的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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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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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核物理 72 4 2015 春

吴王锁 教授 走近核科学技术 面向全校通识选修课 36 2 2015 秋

胡碧涛 教授 原子核物理学 2012 核物理 72 4 2015 春

王铁山 教授

力学 2015 核物理 2班 36 4 2015 秋

反应堆原理 2012 核物理、核技术 27 3 2015 秋

人生物理学 面向全校通识选修课 18 1 2015 秋

姚泽恩 教授 加速器原理 2012 辐防、核技术、核物理 54 3 2015 秋

李公平 教授 核物理实验方法 2012 核物理 72 4 2015 春

郭治军 教授 放化基础 2013 核化工、放化；

2012 核化工、放化

108 4 2015 秋

丁宝卫 教授 数学物理方法 2013 核物理 72 4 2015 秋

邵剑雄 教授 分子物理学 2014 核物理 54 3 2015 春

张鸿飞 教授
电动力学 2013 核物理 72 4 2015 秋

电动力学 2013 物理萃英班 72 4 2015 秋

李玉红 教授 光学 2014 核物理 72 4 2015 秋

龙文辉 教授 理论物理导论

1/2

2013 核技术、核物理 72 4 2015 春

合计 — —— —— 909 52 ——

4.教学运行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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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自

身不足，为今后进一步提高总结经验。

2015 年度，学院有停课记录的课程共 32 门，其中春季学期 14 门，秋季学

期 18 门。绝大部停课因任课教师的学术会议出差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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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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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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新晋升教授 1人，副教授 3人，选留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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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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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名近 5年新入校青年教师教学水平

的提升计划和 6名青年教师授课前助教任务。2015 年选派尹永智老师参加了学

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并荣获校级“三等奖”，多年来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提

升计划的实施，效果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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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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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人才

培养创新，根据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联合培养定向本科生”协

议书建立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定向培养本科生班。

（三）教学经费使用

2015 年学校下达教学经费 50.1 万元，比 2014 年增加 8.05 万元，与 2013

年下达经费持平。其中：本科教学运行经费 12.53 万元，基地班经费 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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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差旅费 4.92 万，学校场馆使用经费 1 万元，实验及实践教学经费 16.65 万

元（包括实践基地建设、榆中校区学术讲座经费，比 2014 年减少 5.46 万元。

2015年，我院教学经费使用按照2014 年下达的42.05万元额度进行控制的，

实际支出 35.92 万元，比去年减少 15.74 万元。其中：购买教学仪器、实验室建

设与维护、试验后试剂处置、教学研究专家讲学等 4.55 万元，比去年减少 7.92

万元，占支出的 12.7%；购买材料与图书、印刷与邮电等 10.22 万元，与去年基

本持平，占支出的 28.4%；教学会议、人员培训等差旅费 3.33 万元，比去年减

少 6.73 万元，占支出的 9.3%；办公用品与耗材 7.99 万元，比去年增加 3.72 万

元，占支出的 22.2%；电话与网络 3.08 万元，比去年基本持平，占支出的 8.6%；

教学运行、学生实验与实践等交通费 6.19 万元，比去年减少 5.47 万元，占支出

的 17.2%；租用学校场馆 0.56 万元，占支出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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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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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开设的主干基础课程“核物理实验方法”立项，

获得兰州大学 3万元的立项。为提高本科教育教学水平，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每年

选派教师出国深造，2015 年度选派 2名教师到国外学习。

2.实践教学团队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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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选留

实验人员 1名。

（二）学院教学改革
1.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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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详细的听课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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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实验教学体系建设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5 年新建“核医学成像实验室”，配备实验人员 2名；

新建“本科中子物理实验室”，配备实验人员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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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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新增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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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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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教学指导委员会议事规则

17. 分管教学工作院领导岗位职责

18. 教学秘书岗位职责

29.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学奖励暂行办法（试行）

20.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学士学位授予基本要求

21.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考试缓考申请暂行规定

（二）学生评教结果

2015 年度学生网上评教总体指标为：评教课程共计 74 门，66 门课程的平均

得分约为 96.51 分，其中，平均分大于 95 分的课程约占 87.83%，所属等级全部

为“优”。

（三）教学事故

2015 年，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没有教学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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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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新招生的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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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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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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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经校团委批准立项的各种实践创新能力培养项目共 6 项，获批

经费约 9000，其中，经核学院批准立项的项目 21 项，投入支持经费 25200 元。

（五）毕业论文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5 年应参加本科毕业论文答辩人数 156 人，实际参加

本科毕业论文答辩 154 人，其中 5名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因涉密未参加校内答辩。

当年获得优秀论文的本科生共 48 名，占答辩总人数的 31.17%。其中，原子核物

理基地班 14 篇，放射化学基地班 10 篇，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11 篇，核化工与核

燃料工程 8篇，核技术 5篇。

（六）本科毕业生情况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5 年应有 156 名本科生毕业，其中 1人因所修学分未

达到毕业要求学分的 1/2 导致肄业，因此实际毕业学生 155 人，其中授予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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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人，占总人数的 95.48%，授予学位证 147 人，占总人数的 94.83%。

155 名本科毕业生中 58 人攻读研究生，其中考研 12 人，出国深造 6人，保

送研究生 40 人，包括保送北京大学直博生 1人、兰州大学直博生 1人。保送单

位主要是北京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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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性就业率为 9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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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核电、江苏核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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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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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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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5 年新建“核医学成像实验室”，配备实验人员 2名；

新建“本科中子物理实验室”，配备实验人员 3名。

（四）教学名师

2015 年度，张鸿飞教授荣获“兰州大学 2015 年度隆基教育教学奖-教学新

秀奖”称号。

表三：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获奖情况

姓名 年份 获奖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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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鸿飞 2015 隆基教学新秀奖

方开洪 2015 甘肃省高校青年教师成才奖

（五）项目申报及结题

2015 年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王强老师申报的“核学院《微机原理及实验》

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教学研究项目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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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项目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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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执行 2012 年修订的教学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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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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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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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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7 月正式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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