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本科教学评估自评报告
一、学院发展历程
资源环境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46 年国立兰州大学
始建的地理系。1952 年地理系设立自然地理学本科专业，
1958 年更名为地质地理系 ，1987 年设立经济地理学本科专
业 ，1991 年获批地理学国家理科基础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
基地，1996 年设立环境科学本科专业。1999 年成立由地理
科学系、地质学系和大气科学系组成资源环境学院，并成立
环境科学系，2002 年成立水文学与水资源工程系。2015 年 3
月资源环境学院、西部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院合并成立新的
资源环境学院。
学院现有地理科学系、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水文与水资
源工程系三个学系；下设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
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环境科学、环境工程、水文与水
资源工程 6 个本科专业，每级设 7 个招生班。7 个招生班中，
除以上 6 个专业普通班外，还有地理学国家级基地班，基地
班包含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
息科学三个专业，基地班学生入校第一年可从三个专业中任
选专业就读，以后学年根据基地班管理办法实行动态调整、
分流培养。
二、学院发展思路
资源环境学院以地球科学为基础、资源与环境为方向，

优化学科结构，加强专业改造，建立地球系统科学、环境和
工程体系，形成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
综合性学科群，力求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上具有影响力
的综合性、研究型学院。
三、学院教学队伍
（一）师资队伍与结构

学院现有在编教职工 170 人，其中：教师 137 人（教授
44 人、副教授 41 人、讲师 52 人）
、实验技术人员 20 人、党
务行政人员 13 人。专兼职教师队伍中有院士 4 人（李吉均、
秦大河、姚檀栋、陈发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 人（陈
发虎、勾晓华）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3 人（张廷军、
贺缠生、马建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3 人（陈发虎、
潘保田、孙东怀）、国家教学名师 1 人（王乃昂）
，高校优秀
青年教师科研教学奖励计划 1 人（王乃昂），新世纪优秀人
才 17 人（勾晓华等）。
为了充实教学科研队伍，2015 年，学院引进人才 1 人（谢
明政）
，2016 年，选留优秀博士毕业生 3 人（邓洋、高坛光、
庞家幸）。学院鼓励中青年教师开展国内外进修、攻读在职
博士及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全方位、多举措地提升教师队
伍水平。
专职教师基本情况：专职教师中，共有研究生导师 84
人，占专职教师总数的 61%，其中博士生导师 33 人，占专职

教师总数的 24%，硕士生导师 51 人，占专职教师总数的 37%。
专职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 126 人，占专职教师总数的 92%，
具有一年以上在国外学习工作经历者 74 人，占专职教师总
数的 54%。
非教学岗位上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基本情况：学院非教
学岗位上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有 7 人，均为本科教学实验中
心岗位人员，主要承担学院部分实验课程的教学及助教工
作。
（二）教授授课率

2015 年度，学院共有教授 44 人，其中参与本科课程讲
授的教授共 36 人，占当年学院教授总数的 82%，未参与本科
课程讲授的教授 8 人。2015 年度，学院教授共为本科生开设
讲授课程 43 门次，当年学院开设讲授课程共 157 门次，教
授开设讲授课程占学院当年讲授课程总数的 27%，与上一年
度相比提高 4 个百分点。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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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教授授课情况一览表:
上课教师

上课学期

上课专业班级

曾正中

2015 年春

2012 环境工程

曾正中

2015 年春

2012 环境工程

曾正中

2015 年春

2012 环境科学
2014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榆中校区

城市生态学

陈兴鹏

2015 年秋

理与城乡规划） 2014 人文
地理与城乡规划

2015 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
理学基地班（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榆中校区

地理学导读

陈兴鹏

2015 年秋

理与城乡规划） 2015 地理
学基地班（自然地理与资源
环境） 2015 人文地理与城
乡规划 2015 自然地理与资
源环境

榆中校区

全球环境变化

董广辉

2015 年春

2012 地理科学

2015 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
理学基地班（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榆中校区

地理学导读

戴霜

2015 年秋

理与城乡规划） 2015 地理
学基地班（自然地理与资源
环境） 2015 人文地理与城
乡规划 2015 自然地理与资
源环境

榆中校区

环境政策学

丁文广

2015 年秋

2013 环境科学

榆中校区

专业导读（环科）

高宏

2015 年秋

2015 环境科学

榆中校区

环境监测

高宏

2015 年秋

2013 环境科学
2013 地理学基地班（自然地

榆中校区

自然资源学

高翔

2015 年秋

理与资源环境） 2013 自然
地理与资源环境

榆中校区

生态学与陆地生态系
统

2013 地理学基地班（自然地
勾晓华

2015 年春

理与资源环境） 2013 自然
地理与资源环境
2014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榆中校区

环境科学概论

管清玉

2015 年春

理与城乡规划） 2014 人文
地理与城乡规划 2014 水文
与水资源工程

榆中校区

测量学

管清玉

2015 年春

2014 环境工程
2014 地理信息科学 2014 地
理学基地班（地理信息科学）
2014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榆中校区

地图学

颉耀文

2015 年春

理与城乡规划） 2014 地理
学基地班（自然地理与资源
环境） 2014 人文地理与城
乡规划 2014 自然地理与资
源环境

榆中校区

水文水资源学科导读

李常斌

2015 年秋

2015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榆中校区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

李常斌

2015 年秋

2013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医学校区

专业外语（水文）

李常斌

2015 年秋

2012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榆中校区

交通地理与交通规划

李丁

2015 年春

2013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理与城乡规划） 2013 人文
地理与城乡规划
榆中校区

野外生存与工作技能
培养

2013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李丁

2015 年春

理与城乡规划） 2013 人文
地理与城乡规划
2013 地理信息科学 2013 地
理学基地班（地理信息科学）

榆中校区

人文地理学概论

李丁

2015 年秋

2013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理与城乡规划） 2013 人文
地理与城乡规划
2014 地理学基地班（自然地

榆中校区

气候学

李育

2015 年秋

理与资源环境） 2014 自然
地理与资源环境
2013 地理信息科学 2013 地
理学基地班（地理信息科学）
2013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榆中校区

遥感数字图象处理

刘勇

2015 年秋

理与城乡规划） 2013 地理
学基地班（自然地理与资源
环境） 2013 人文地理与城
乡规划 2013 自然地理与资
源环境
2015 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
理学基地班（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榆中校区

地理学导读

刘勇

2015 年秋

理与城乡规划） 2015 地理
学基地班（自然地理与资源
环境） 2015 人文地理与城
乡规划 2015 自然地理与资
源环境

榆中校区

专业导读（环科）

马建民

2015 年秋

医学校区

环境数据分析与建模

马建民

2015 年秋

榆中校区

水文学原理（双语）

马金珠

2015 年秋

2015 环境科学
2012 环境工程 2012 环境科
学
2014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2015 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
理学基地班（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榆中校区

地理学导读

孟兴民

2015 年秋

理与城乡规划） 2015 地理
学基地班（自然地理与资源
环境） 2015 人文地理与城
乡规划 2015 地资

榆中校区

环境影响评价

南忠仁

2015 年春

2012 环境工程

榆中校区

环境影响评价

南忠仁

2015 年春

2012 环境科学

榆中校区

专业导读（环工）

南忠仁

2015 年秋

2015 环境工程

榆中校区

计量地理学

牛叔文

2015 年春

2012 地理科学 2012 地理信
息系统 2012 资源环境与城
乡规划
2015 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
理学基地班（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榆中校区

地理学导读

强明瑞

2015 年秋

理与城乡规划） 2015 地理
学基地班（自然地理与资源
环境） 2015 人文地理与城
乡规划 2015 自然地理与资
源环境
2015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榆中校区

经济学原理

曲玮

2015 年秋

理与城乡规划） 2015 人文
地理与城乡规划
2015 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
理学基地班（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榆中校区

地理学导读

孙东怀

2015 年秋

理与城乡规划） 2015 地理
学基地班（自然地理与资源
环境） 2015 人文地理与城
乡规划 2015 自然地理与资
源环境

榆中校区

环境监测

陶燕

2015 年秋

2013 环境工程

榆中校区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陶燕

2015 年秋

榆中校区

专业导读（环工）

陶燕

2015 年秋

2015 环境工程

榆中校区

化工原理及实验

王博

2015 年春

2013 环境科学

榆中校区

工程流体力学及实验

王博

2015 年春

榆中校区

专业导读（环工）

王博

2015 年秋

2015 环境工程

榆中校区

气象与气候学

王乃昂

2015 年春

2013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2013 环境工程 2013 环境科
学

2013 环境工程 2013 环境科
学

2015 地理学基地班（自然地
榆中校区

自然地理学

王乃昂

2015 年秋

理与资源环境） 2015 自然
地理与资源环境

榆中校区

水环境保护

王一博

2015 年春

2013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榆中校区

给排水工程

王一博

2015 年春

2012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榆中校区

水文水资源学科导读

王一博

2015 年秋

2015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王有乐

2015 年秋

2013 环境工程

王杰

2015 年秋

榆中校区
医学校区

水污染控制工程及设
计
中国地理

2012 地理科学 2012 资源环
境与城乡规划

2015 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
理学基地班（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榆中校区

地理学导读

夏敦胜

2015 年秋

理与城乡规划） 2015 地理
学基地班（自然地理与资源
环境） 2015 人文地理与城
乡规划 2015 自然地理与资
源环境
2013 地理学基地班（自然地

榆中校区

土壤地理学

杨太保

2015 年春

理与资源环境） 2013 自然
地理与资源环境

榆中校区

城市社会学

杨永春

2015 年春

2012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

榆中校区

城市发展与建设史

杨永春

2015 年春

2012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
2015 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
理学基地班（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榆中校区

地理学导读

衣育红

2015 年秋

理与城乡规划） 2015 地理
学基地班（自然地理与资源
环境） 2015 人文地理与城
乡规划 2015 自然地理与资
源环境
2015 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
理学基地班（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榆中校区

地理学导读

岳东霞

2015 年秋

理与城乡规划） 2015 地理
学基地班（自然地理与资源
环境） 2015 人文地理与城
乡规划 2015 自然地理与资
源环境
2015 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
理学基地班（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榆中校区

地理学导读

张家武

2015 年秋

理与城乡规划） 2015 地理
学基地班（自然地理与资源
环境） 2015 人文地理与城
乡规划 2015 自然地理与资
源环境

榆中校区

自然地理学

张建明

2015 年秋

2014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医学校区

地理建模

张建明

2015 年秋

2012 地理科学

2015 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
理学基地班（地理信息科学）
2015 地理学基地班（人文地
榆中校区

地理学导读

张廷军

2015 年秋

理与城乡规划） 2015 地理
学基地班（自然地理与资源
环境） 2015 人文地理与城
乡规划 2015 自然地理与资
源环境

榆中校区

榆中校区
榆中校区
榆中校区

地球系统科学(专业外
语)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
程设计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及
实验
专业导读（环工）

2013 地理学基地班（自然地
张廷军

2015 年秋

理与资源环境） 2013 自然
地理与资源环境

张有贤

2015 年春

张有贤

2015 年春

张有贤

2015 年秋

2012 环境工程
2012 环境工程 2012 环境科
学
2015 环境工程

（三）专业教学团队建设

学院下设 13 个研究所，1 个本科教学实验中心，面向 6
个本科专业开展教学工作，各教学团队建设情况如下：
1.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主要承担“地理学基地班”、
“自
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课程教学，同时承担学院其他专业
“自然地理学”、“气候学”课程的教学工作。现有教师 12
人，其中正高职 5 人，副高职 3 人，中职 4 人。
2.人文地理研究所：主要承担“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专业课程教学工作，现有教师 12 人，其中正高职 5 人，副
高职 3 人，中职 4 人。
3.冰川与生态地理研究所：主要承担自然地理与资源环
境、地理学基地班、地理信息科学专业课程教学工作。现有
教师 5 人，其中正高职 1 人，副高职 1 人，中职 3 人。
4.遥感与 GIS 研究所：主要承担“地理信息科学”专业

本科生课程教学工作，同时承担“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人
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以及地理学基地班 GIS 专业基础课的课
程教学。现有教师 10 人，其中正高职 2 人，副高职 2 人，
中职 6 人。
5.环境科学研究所：主要承担环境科学专业本科教学工
作，同时承担部分环境工程专业的本科教学任务。现有教师
15 人，其中正高职 3 人，副高职 5 人，中职 7 人。
6.环境工程研究所：主要承担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教学工
作，同时承担部分环境科学专业的本科教学任务。现有教师
12 人，其中正高职 5 人，副高职 6 人，中职 2 人。
7.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研究所：主要承担水文与水资源工
程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同时承担学院有关专业的本科教学任
务。现有教师 10 人，其中正高职 1 人，副高职 4 人，中职 5
人。
8.地貌与第四纪地质研究所：主要承担自然地理与资源
环境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同时承担部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地理信息科学专业本科教学任务。现有教师 12 人，其
中正高职 4 人，副高职 4 人，中职 4 人。
9.气候变化与应对研究所：主要承担自然地理与资源环
境专业本科教学工作。现有教师 6 人，其中正高职 2 人，副
高职 2 人，中职 2 人。
10.人类与自然耦合系统研究所：主要承担自然地理与

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环境科学等专业的专业课
教学工作。现有教师 9 人，其中正高职 3 人，副高职 4 人，
中职 2 人。
11.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主要承担水文与水资
源工程专业的本科教学工作。现有教师 10 人，其中正高职 4
人，副高职 3 人，中职 3 人。
12.新生代沉积与环境研究所：主要承担自然地理与资
源环境专业的本科教学工作。现有教师 8 人，其中正高职 3
人，中职 5 人。
13.自然地理与环境变化研究所：主要承担自然地理与
资源环境专业的本科教学工作。现有教师 12 人，其中正高
职 6 人，副高职 3 人，中职 3 人。
（四）技术支撑队伍和教学管理队伍建设

学院下设本科教学实验中心，全面负责本科实验室管理
及实验教学辅助工作。中心现有在编人员 7 人，其中高工 2
人，工程师 4 人，实验师 1 人。学院鼓励实验技术人员在职
攻读研究生学位，目前实验中心共有 6 人具有研究生学历（硕
士毕业 1 人，博士毕业 1 人，博士在读 4 人）。
学院现有专职教学管理人员 1 人，硕士研究生学历，协
助主管院长开展本科教学管理工作。
四、教学条件与资源
（一）教学基本条件

学院“环境地学实验教学中心”所包含本科实验教学用
房面积共 3000 多平方米，其中榆中校区实验教学用房面积
1783.31 平方米，本部观云楼实验教学用房面积 1391.81 平
方米，各类仪器设备 2000 多台（套），其中 10 万元以上设
备 16 台（套）。作为本科实践教学的重要平台，“环境地学
实验教学中心”主要承担学院本科各专业的实验教学任务，
同时作为科研创新平台为本科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实
验硬件条件支撑。
学院现有资料室 4 间，其中本部观云楼 2 间，榆中校区
2 间，占地面积近百平方米。资料室现藏有中文期刊、外文
期刊、图件、中文图书和外文图书共 2100 余册（幅）。2015
年，资料室新购入图件总值近 5000 元。
（二）教学经费使用

本科教学经费使用全面纳入学院经费管理体制，严格执
行专款专用、逐级审批的制度。设备购置类经费严格执行招
标手续，实习经费使用由带队教师、本科专业教学负责人、
研究所长、学院主管领导逐级审批，确保经费用途严格落实。
在学校固定拨款以及本科教学工程等项目申报获批教学经
费的基础上，学院通过自筹配套部分经费，逐步改善本科实
验条件、实习等实践教学条件。
2015 年度，学院本科教学业务费收入 30.23 万元，全部
用于本科实践教学工作。除本科教学业务费外，学院 2014

年申报的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甘肃金昌等地环境科学与工程
专业工矿城市环境野外实践教育基地”获批 100 万元，经费
已于 2015 年年底下达，并分批次投入基地建设，开展设备
采购等相关工作。
（三）合作育人条件

学院注重与国内外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2006 年
至今，已连续 10 年承办国家基金委、教育部重点支持的暑
期香港-大陆高校地理学联合实习项目。
为了进一步加强本科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学院积极与相
关单位开展实践教学基地共建，近年来新增的实践教学基地
有：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建设的“兰州七里河安宁污水处理厂
实习基地”、地理信息科学专业与中科院寒旱所共建的“黑
河流域教学实习基地”、学院依托兰大本科实践教学专项与
中科院寒旱所、兴隆山管理局共建的“马衔山-宛川河地球
科学实践教学基地等”。
学院地理学基地近 10 年来本着增进了解、加强合作的
理念，一直致力于加强与国内各高等学府的交流和联系，特
别注重开展具有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和教育模式的大学生联
合实习活动，已先后举办野外联合考察达 20 余次。2014 年
起，学院与中国科学院天山站开展联合实习工作，并取得良
好成效。
五、教学运行与管理

（一）课堂教学

2015 年全院共计开设本科课程 159 门次（不含暑期野外
实习课程），其中课堂讲授课程 128 门次，实验课程 31 门次。
表2

2015 年度开课一览表

讲授课

序号

学期

1

2015 春

55

2

2015 秋

71

合计

126

本院

实验课
外院

本院

外院

小计

15

70

2

16

87

2

31

159

主 讲 本 科 课 程 的 教 授 36 人 ， 占 教 授 总 数 的 比 例 为
83.72%；主讲本科课程的副教授 37 人，占副教授总数的比
例为 92.5%；主讲本科课程的讲师 28 人，占讲师总数的比例
为 56%。
各类职称教师开设课程门数情况如下：
表3

2015 年度各类职称教师开设讲授课程概况表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高级工程师

开课门数

比例

开课门数

比例

开课门数

比例

开课门数

比例

38

29.69%

45

35.16%

44

34.38%

1

0.78%

表4

2015 年度各类职称教师开设实验课程概况表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高级工程师

开课门数

比例

开课门数

比例

开课门数

比例

开课门数

比例

11

35.49%

6

19.35%

13

41.94%

1

3.23%

（二）实践教学

学院各专业均有完整系统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及相应
教学计划，各专业课程体系中，除全校统一要求的毕业论文、
军事训练与军事理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社会实践等实
践环节外，还有不同比重的公共课如化学、物理类实验教学

学时，同时还有专业自身的专业实验、上机实践、野外实习
等，凸显了资源环境科学重基础、重实践的学科特点。除固
定开设有相应的课程配套实践（实验）课外，越来越多的教
师也尝试在课外增加实践教学的内容。教师对实验、实习报
告能认真批阅并将结果及时反馈学生，实习报告在实验中心
实现统一保存。实验、实习教学文件资料齐全规范，且学院
有较高比例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课程以及有特色的专业实
习活动。
学院根据各专业课教师根据课程教学需求，构建了丰富
多样的实践教学环节体系，包括上机实习、化学类课程实验、
工程力学类课程实验、野外拓展实践、野外实习及案例实地
调研分析等，极大拓展了课堂教学成效并有效激发学生的学
习激情。
表5
序
号

1

2

3

资源环境学院本科专业实践教学环节一览表

专业名称

实践环节占毕业要
主要实践教学环节（不含
求总学时比重（含
学校统一要求实践环节）
毕业论文等）

特色实验课程举例

地理科学（自然地
理与资源环境）

物 理 、 化 学 类 实 验 144
学时
专业类实验：126 学时
上机实习 144 学时
野外实习 108 学时

26%

自然地理学实习
自然地理学实验

资源环境与城乡
规划管理（人文地
理与城乡规划）

上机实习 126 学时
野外拓展实践 18 学时
野外实习 72 学时
案例实地调研分析 18 学
时

15%

野外生存与工作技
能培养
综合实习

地理信息科学

物 理 、 化 学 类 实 验 108
学时
上机实习 234 学时
野外实习 108 学时

23%

地图学实习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
上机实习
3S 综合实习

4

5

6

水文与水资源工
程

物 理 、 化 学 类 实 验 144
学时
工程力学类实验 28 学时
上机实习 54 学时
野外实习 108 学时

19%

水力学实验

环境科学

物 理 、 化 学 类 实 验 216
学时
专业类实验 141 学时
上机实习 81 学时
野外实习 108 学时

27%

环境监测实验
工程流体力学实验

环境工程

物 理 、 化 学 类 实 验 216
学时
专业类实验：183 学时
上机实习 81 学时
野外实习 108 学时

28%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设计实验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实验

近年来学院优秀学生代表在全国范围内的专业大赛屡
获殊荣（如海洋知识竞赛、Esri 杯中国大学生 GIS 软件开发
竞赛等），与学院有针对性地设计和组织专业培训及相关实
践教学密不可分。
2015 年，学院举办了“发现计划——首届地理学野外实
践能力提高暑期学校”。本次暑期学校共招收来自全国 15 所
高校地理学各专业的 30 名本科生学员，7 月 26 日至 8 月 9
日期间，通过学术报告与野外实习等形式，组织学员对黄土
高原、祁连山、河西走廊等自然地理和人文景观进行综合考
察，往返行程逾四千公里。
（三）教学运行

教学运行过程中，任课教师无迟到和早退，无随意停课，
无研究生代课或替代监考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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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有调、停课记录的课程共 35 门，其中
春季学期 20 门，秋季学期 15 门。除高考阅卷占用教室、因
设备故障或考试容量不够等造成的调换地点不换时间的课
程之外，教师因生病、家事等个人原因实际调停课为 19 门。
六、教学质量监控
（一）学生评教结果

2015 年春季学期,学生评教课程 95 门次(含实验实习)，
评估结果全部为优；2015 年秋季学期，学生评教课程 114 门
次（含实验实习），评估结果全部为优。全年评教课程 209
门次（含实验实习）
，评教平均分 96.51。
表6

2015 年度分学期课程评教结果:

学期

评估课程门次

平均分

最高分

最低分

优

合格

不合格

15 春

95

96.14

97.74

88.87

95 门(100.0%)

0 门(0.0%)

0 门(0.0%)

15 秋

114

96.88

98

91.46

114 门(100.0%)

0 门(0.0%)

0 门(0.0%)

（二）教学检查及事故

学院每学期均按照学校要求安排院领导进行教学检查
并随机抽查听课。2015 年度学院无教学事故发生。
根据教务处反馈的 2015 年春季学期教学顾问听课结果显示，本学期教学顾问抽查听课
我院课程共 27 门次，其中评价结果为 A 者 20 门，占听课总门次的 74.07%，评价结果为 B

者 7 门，占听课总门次的 25.93%。

（三）毕业论文（设计）管理

在毕业论文管理方面，各专业均有毕业论文标准和管理
规范。论文选题均由各研究所教师讨论后制定（论文选题为
毕业人数的 120%），确保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
值，能全面反映培养目标和要求，达到综合训练的目的。论
文选题无重复，一人一题，难度适当，分量适中。选题公布
后由师生进行双向选择确定最终选题。推免到外校的学生，
可由对方教师确定论文选题，但为确保论文质量，需由对方
教师指定学院教师一名，同时担任该生的毕业论文指导工
作。2015 年毕业论文工作严格遵守以上相关要求，各专业均
组织了公开的毕业论文答辩，综合评定成绩分布合理，经过
评委评分，各专业均产生了一定数量的优秀论文。2015 届毕
业生共计 203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教师指导毕业论文 59 篇，
占毕业论文总数的 29.06%。2015 届毕业论文检测一次查重
通过率为 98.52%。
七、教学交流与指导
为了进一步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同时为广大教师搭
建一个教学交流的平台，2015 年 6 月 4 日，资源环境学院第
三届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在本部观云楼 603 教室举行，学院有
18 名青年教师参加了本次比赛。院长张廷军、党委书记景泽
明、副院长南忠仁以及勾晓华教授、强明瑞教授、李丁教授、

高宏教授、魏国孝副教授等五位评委参与了点评工作。广大
青年教师在比赛中充分展示了自己对于课程的理解和对于
教学内容的把控，评委从说课、教学内容、教学组织与教学
方法、教学语言与教态、教学特色等方面对青年教师的讲课
进行了点评。
本次比赛为 2014-2015 学年学院举办的第三次讲课比
赛，通过三次比赛，学院 40 岁以下青年教师全部参赛，不
仅充分展示了学院不同学科的课程特点和教师个人教学风
采，也为青年教师加强教学水平交流与提高提供了良好契
机。
最终，学院推选出在院级比赛中表现优异的地理系许宝
荣老师、环境系赵转军老师、水文系李小英老师参加兰州大
学 2014-2015 学年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三位教师分别获得一
等奖、三等奖及优秀奖，学院获得优秀组织奖。
八、学生成长发展
（一）新生适应教育、第二课堂教育

2015 年度，从关注学生成长发展的角度出发，学院开展
了新生适应教育、第二课堂教育相关活动，通过开学典礼、
专业介绍会、主题班会、新老生经验交流会、新生入学教育
等形式，帮助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了解专业建设情况及
学院基本情况。2015 年，学院还联合其他院系组织了宿舍文
化节，针对新生初入集体环境的陌生性及不适应性，以一系

列活动来增强宿舍各个成员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在活跃同学
们业余生活的同时大大提升了校园的文化底蕴。总结以往经
验，突出活动特色，对宿舍的文化建设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
通过宿舍文化节的系列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学生宿
舍的文化建设当中，为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合格人才奠
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课堂教育活动从思想政治教育、安全健康稳定教
育、辅助专业发展活动、日常管理服务等四个方面开展了各
项文体活动。
（二）学业跟踪与预警

实施学业预警措施。辅导员、班主任主动与学习成绩较
差学生谈心，每学期不少于 3 次，同时开展学业帮扶工作。
每年学院向学生家长反馈学生成绩和学生在校表现情况，及
时与家长进行沟通。每学期，学院会整理学生挂科情况，并
将情况发给相应的辅导员和班主任。辅导员和班主任定期与
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以及降级试读的学生进行沟通谈话，
了解其近期学习状况和学习上遇到的困难，并给予帮助，同
时指定学习成绩较好的党员与学习较差的学生结对帮扶。
（三）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学院对创新创业活动全程指导，申报前期，学院召开创
新创业动员大会，创新创业经验交流会，解答同学们对于项
目申报、项目研究、项目结题方面的疑问；申报过程中，学

院成立专家评审小组，确定立项项目和指导教师；项目进行
中，学院及时跟进，并认真组织创新创业中期评审，给同学
们提供项目改进的意见和建议；项目结项时，学院组织专家，
严格根据评分标准进行评分和推优。
2015 年秋季学期，本科生申报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
划训练项目 26 项，最终获批 7 项。2015 年度，学院共组织
国创立项项目申报答辩会 1 次，中期检查答辩 1 次，结项答
辩 2 次。
通过参加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等活动的锻炼和积累，学
生在学术论文发表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果，2015 年学院本科生
在各类期刊、杂志、网络媒体平台上共发表文章（作品）179
篇，其中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7 篇，萃英在线发表文章 30 篇，
兰州大学官方微信发表文章 16 篇，艺术团发表文章 4 篇，
兰州大学报发表文章 9 篇，兰州大学新闻网发表文章 2 篇，
《地学行知会》杂志发表文章 4 篇，兰州大学广播电台发表
文章 38 篇，军训昆仑网发表作品 33 篇，萃英在线官方微信
发表作品 6 篇，中国大学生在线发表作品 7 篇，兰州大学青
年传媒集团发表作品 9 篇，
《莘莘时风》杂志发表文章 1 篇。
比较具有代表性学术论文的有：
1、沈晓畅第二作者《鼓风曝气在污水处理系统中的作
用》、污水处理中絮凝剂的选择》发表在《天津化工》
2、程士第三作者《水中诺氟沙星现状及其处理方法研

究进展》发表于《山东化工》
3、杨钰泉第一作者《井冈山地区红色诗歌采编及其在
党史教育中的运用》发表于《现代国企研究》
4、孟琪第一作者《水中双氯芬酸污染现状及其处理方
法研究进展》发表于《山东化工》
5、李华瑞发表两篇学术论文：
《水中诺氟沙星污染现状
及其去除方法的研究进展》于《山东化工》
（已刊），
《Zr-TiO2
光催化剂的制备与表征及其性能研究》于《化工新型材料》
（待刊）。
6、刘洁《近 50 年兰州市气候的周末效应》被《兰州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录用。
7、任强以第三作者在《地理科学发展》发表论文《基
于省会城市的中国体验性网络团购发展的空间格局与空间
错位》
。
（四）学风建设

2015 年，为了扩大同学们的知识面，拓宽大家的视野，
并更好地向广大同学宣讲环境、地学知识，本年度学院共组
织科技学术月“博学大讲堂”学术报告 5 讲，地学论坛 11
期。
表7
题目
全球变暖，真实还是谎言？
专业介绍会——地理系专场
科研经验交流会

2015 年度“博学大讲坛”一览表
报告人

时间

李卓仑
耿豪鹏，曹泊
12级毕业班代表

11月10日
12月5日
12月5日

保研考研介绍会

张锡煌

12月5日

（五）本科生导师制

为进一步提高本科生培养质量，培育优秀生源，充分发
挥教师治学育人的作用，促进学生的健康全面成长，学院于
2015 年 11 月全面启动“本科生导师制”
，通过为本科生配备
相对稳定的指导教师，增加师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推进因
材施教和学生个性化培养。
（六）校园文化活动

为弘扬文体精神，丰富学生课间生活，学院组织了丰富
多彩的文体活动，其中既有学院运动会、侦察兵大赛、新生
文艺调演、新生辩论赛等群众性文体活动，也有独具学院特
色的品牌校园文化活动，如“世界水日”、
“世界环境提”系
列活动等，从院级活动中脱颖而出的学子，在校级、省级各
项赛事中也率获佳绩。如：2015 年兰州大学春季运动会，学
院获得团体总分第四名，2015 校级年乒乓球联赛获得团体第
二名，2015 年校级排球联赛获得“男子第一名”，兰州大学
第七届“英才杯”辩论赛第一名等。
在 2015 年甘肃省大学生运动会中，学院参赛选手也获
得优异成绩，蔡葵荣获甘肃省大运会排球项目甲组冠军；曾
文懋、张锡煌荣获甘肃省大运会男排团体第二名；潘天力、
卢炽业、贾麟荣获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甘肃赛区第二名；钟
柳洋在健美操项目中获女单（甲组）第二名、有氧踏板自编

套路（甲组）第一名、“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运动员；杨
佳欣荣获乒乓球女单、女团冠军，乒乓女双第三名等。
九、本科教学工程
（一）本科实践教学专项建设

2015 年，学院积极推动本科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6 月，
与天地图国家数据中心、天地图天津有限公司联合建立了本
科生实习实践基地，8 月与中国科学院天山站成立了联合教
学实习基地。
（二）教学研究项目

高宏教授为负责人的“大学生科研训练模式与创新能力
培养途径之‘导师制大学生科研能力训练计划’示范研究”
入选兰州大学 2015 年度教学研究项目。
（三）专业大赛

学院鼓励学生在课堂之外积极参与各级专业竞赛及社
会活动，并为学生配备专业教师进行指导。2015 年，学院年
雁云老师为负责人的“第十二届 ESRI 杯中国大学生 GIS 软
件开发竞赛培育项目”、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 GIS 应用技能大
赛培育项目”获兰州大学 2015 年本科专业大赛立项支持。
在 2015“ESRI 杯”中国大学生 GIS 软件开发竞赛（简
称“ESRI”开发竞赛）中，学院遥感与 GIS 研究所年雁云老
师指导的 2012 级地理信息系统本科生张择瑞、王超、张锡
煌，2013 级地理科学专业高云雅等同学报名参加，经过连续

6 个月的辛苦备赛，于 2015 年 9 月 10 日提交作品，经过专
家评审，其作品《全国舆情分析系统》和《基于 GIS 的巴丹
吉林沙漠研究》获得优胜奖。
2015 年 11 月 5 日至 7 日，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 GIS 应用
技能大赛”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我院派出由地理信息
科学专业学生陈璐、王欣和潘天力组成的代表队参赛，经过
紧张激烈的角逐，在师生的通力合作下，我校代表队获得了
本次大赛二等奖，同时年雁云老师也获得了“优秀指导教师
奖”。
2015 年 6 月，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的“挑战杯”甘肃省
第十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决赛中，由学院地球系
统科学研究所教师李卓仑博士指导，地理学基地班本科生马
素辉、李孟和魏芳莉同学完成并提交的学术作品《地下水补
给型湖泊表层沉积物盐类矿物组成及其环境指示意义—以
巴丹吉林沙漠湖泊群为例》荣获二等奖。
（四）教育教学奖

2015 年度，赵转军副教授获评兰州大学隆基教学骨干
奖。
丁文广教授为主要完成人的《农村环境学-气候变化的
视角》获兰州大学 2015 年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15 年 11 月，学院推荐赵转军、许宝荣、李小英三位
教师参加兰州大学 2014-2015 学年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经过

参赛教师的精心准备，最终许宝荣老师获得一等奖，赵转军
老师获得三等奖，李小英老师获得优秀奖，学院获得优秀组
织奖。
十、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青年教师在学院师资队伍构成中占据较大比重，而各专
业的主干基础课程，半数以上是由中、老年教师在承担授课
任务，虽然近两年结合学校“主干基础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工作，学院有个别课程已经在建立教学团队方面取得一定成
效，但教学梯队建设仍任重道远。随着与西部环境与气候变
化研究院的合并，师资力量得到极大加强，学院也在积极研
究，探讨如何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本科生课程教学队伍，提高
本科教学质量。在教学队伍优化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
手：
1.严把选留入口，严格选人制度
结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的课程改革需求，在选留
教师系列新进职工时，优先考虑课程建设需求，严格选人、
用人制度，充分尊重本科教学的发展要求。
2.进一步提高教授、副教授授课率
进一步提高教授、副教授授课率，尤其是各专业主干、
基础课程教学队伍中要逐步加大教授、副教授的比重。保证
各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
3.继续推行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提升计划

结合《兰州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提升计划》、
《兰州大
学本科教学指导教师工作实施意见》、
《兰州大学本科助教工
作实施意见》
、
《兰州大学本科教学准入工作实施意见》等要
求，严格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提升要求，严把授课准入关口，
鼓励新留校教师采取在承担本校课程助教工作之余，到其他
高校开展课程进修，积极结合师资博士后工作做好个人水平
提升。
2016 年 9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