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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专业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077601） 

博士（083001）硕士（077601） 

本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硕士学位授予权 

一、学科研究方向及研究生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生导师 

1 环境化学 

研究复合污染条件下，多介质环境体系中污染物的

存在与形态分布和转化、环境界面行为、光化学行

为以及其它迁移转化行为。 

董德明教授、康春莉教授、刘

淼教授、谢忠雷教授、花修艺

教授、郭志勇副教授 

2 
环境污染控制

技术 

研究环境污染控制的基础理论与技术，以及受污染

环境修复的基本原理与技术等。 

董德明教授、康春莉教授、刘

淼教授、郭平教授、梁大鹏副

教授 

3 
生态环境系统

与数字化管理 

研究水环境与健康、全球变化与区域环境响应、生

态环境信息系统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技术

等。 

汤洁教授、包国章教授、郭平

教授、马金才副教授、李海毅

副教授、李昭阳副教授 

4 
环境规划与评

价、环境经济 

研究环境规划与评价、环境经济的理论与技术，包

括环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资源核算、污染

物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低碳经济及循环经济等。 

王宪恩教授、房春生教授、赵

文晋教授、李杰副教授、王菊

副教授、段海燕副教授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 

1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学风严谨，具有实事求是、不断追求新

知、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2 掌握环境科学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3 
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组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

成果。 

4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5 有健康的体魄。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 

1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学风严谨，具有实事求是、不断追求新

知、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2 
掌握环境科学领域基础理论知识和必备的专业知识。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承担科学研究和规划管理工作

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3 

学生毕业后可从事高等院校环境科学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可以到研究机关从事科研工作，可进

入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从事管理工作，可进入企业和公司从事相关的日常工作，也可进一步攻读相关专

业博士学位。 

4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基本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5 有健康的体魄。 

三、学习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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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 

四、培养方式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式：[导师负责制]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导师负责制]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 16 学

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 12 学分。 

六、学位论文与必修环节基本要求 

博士研究生 

1、文献阅读（明确阅读文献种类及数量） 

专业文献阅读及报告是博士研究生了解学科前沿、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有效手段，是培

养博士研究生独立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环节。要求博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学年，需要阅读

大量的国内外文献，文献阅读量应在 100 篇以上，其中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文献不少 60 篇，

至少 1/2 以上应为国外文献，综述全文应不少于 5000 字，经指导教师批阅后给出成绩，合

格者获得 1 个必修学分。 

2、开题报告（明确开题时间） 

为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博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学术调研，尽早

确定论文选题范围，最迟应于第三学期结束前举行开题报告会。开题报告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博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开题报告的原始材料由各培养单位保

存至学生毕业备查。合格者获得 1 个必修学分。 

3、中期考核（明确考核时间及考核内容） 

在第五学期结束前进行博士研究生论文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博士生

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按《博士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考核表》所要求

的内容进行考核，填写“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表”，考核结果存档；

并对论文进展情况及后期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将延长其论文工作时间，

推迟毕业论文答辩时间。 

4、教学实践（明确教学内容及授课对象） 

博士研究生教学实践工作可以是承担本科生课程或担任助教（理论课）、参与本科生实

习工作、承担硕士研究生或本科生实验课程。对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

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5、科研实践（明确实践内容、时间及应达到的水平） 

博士研究生科研实践工作可以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导师研究课题，协助导师开展各种

科研相关工作。对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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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实践（明确实践内容） 

博士研究生社会实践具体内容可以是开展科技服务，协助实践单位解决科研、生产中的

某些技术或管理问题；开展人员培训或进行科技、管理、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务；结合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了解国情，接触社会。对博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考核由学生

本人于实践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7、学术活动（明确参加学术活动次数）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参加至少 6 个以上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公开举行的学术报告或学

术讲座。博士研究生本人于活动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8、发表论文数量（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的情况做出具体要求） 

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数量应达到学院博士毕业成果要求。 

硕士研究生 

1、文献阅读（明确阅读文献种类及数量） 

专业文献阅读及报告是硕士研究生了解学科前沿、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有效手段，是培

养研究生独立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环节。要求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学年，需要阅读大量的国

内外文献，文献阅读量应在 60 篇以上，其中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文献不少 30 篇，至少 1/2

以上应为国外文献，并写出阅读报告（至少 2000 字），经指导教师批阅后给出成绩，合格者

获得 1 个必修学分。 

2、开题报告（明确开题时间） 

为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学术调研，尽早

确定论文选题范围。开题报告会应在第三学期结束前进行，开题报告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本学科硕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组成，开题报告通过者获得 1 个必修学分。

开题报告的有关材料由各学院教科研办保存至硕士研究生毕业备查。未通过开题报告的，应

按开题报告评审组意见补充内容后重新进行开题报告。 

3、中期考核（明确考核时间及考核内容） 

在第五学期结束前进行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本学科硕士生指导教师

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组成。按《硕士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考核表》所要求的内容进行

考核，填写“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表”，考核结果存档，以备研究

生院随机抽查。凡中期考核不符合要求者，要延长其论文工作时间，并相应推迟毕业论文答

辩。 

4、教学实践（明确教学内容及授课对象） 

硕士研究生教学实践工作可以是担任本科生课程助教（理论课）、参与本科生实习工作、

承担本科生实验课程。对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

结报告。 

5、科研实践（明确实践内容、时间及应达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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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科研实践工作可以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导师研究课题，协助导师开展各

种科研相关工作。对硕士研究生的科研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

告。 

6、社会实践（明确实践内容） 

硕士研究生社会实践具体内容可以是开展科技服务或进行科技、管理、法律等方面的咨

询服务，协助实践单位解决科研、生产中的某些技术或管理问题；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进行专题调研，了解国情，接触社会。对硕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实践完成

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7、学术活动（明确参加学术活动次数）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至少 6 个以上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公开举行的学术报告或学术

讲座。学生本人于活动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8、发表论文数量（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的情况做出具体要求） 

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数量应达到学院硕士毕业成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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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1、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12学分   

（1）公共必修课，7学分（全选）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公共 

00010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20 1 1  

讲授 考试 0111802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 36 2 2  

0511801001 博士英语一外  4 1  

（2）专业课、专业基础课，至少选6学分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基础 
0712604001 高等环境化学 40 2 2 董德明 

讲授 考试 
0712604002 环境与资源学 40 2 1 汤洁 

专业 

0712604016 土壤污染修复原理与技术 40 2 2 康春莉 

0712604017 水环境污染防控技术 40 2 1 刘淼 

0712604018 环境污染形成机理 40 2 2 花修艺   

2、选修课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选修 

0712604005 应用生态环境学 40 2 2 汤洁 

讲授 考查 

0712604006 循环经济进展 40 2 1 房春生 

0712604007 低碳经济进展 40 2 1 王宪恩 

0712604008 环境光化学与光催化研究专题 40 2 1 康春莉 

0712604009 生态环境系统与信息管理新进展 40 2 2 汤洁 

011180200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0 0 1、2  

0521801004 英语二外 60 3 1  

3、必修环节，2学分（全选）    

系统录入后审核通过

即得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考核方式 

文献阅读  1 2  
提交报告 

开题报告  1 3  

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 16 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 1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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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1、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20学分   

（1）公共必修课，7学分（全选）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公共 

00010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20 1 1  

讲授 考试 
01218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与实践研究 36 2 2  

0521801001 硕士英语一外 100 3 1  

012180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2  

（2）专业课、专业基础课，至少选13学分，其中专业基础课至少选4学分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基础 

0722604002 现代环境分析化学 40 2 1 董德明、梁大鹏 

讲授 考试 

0722604003 环境污染与控制化学 40 2 2 康春莉 

0722604004 现代生态与环境学理论与方法 40 2 1 汤洁 

0722604006 环境规划与管理方法 40 2 2 王宪恩、段海燕 

专业 

0722604001 环境生态学 40 2 1 包国章 

0722604005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40 2 1 王菊 

0722604007 高级环境影响评价学 40 2 2 房春生 

0722604008 环境分析新技术 40 2 2 刘淼 

2、选修课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选修 

0722604009 环境分析与监测质量控制技术 40 2 1 董德明、郭志勇 

讲授 考查 

0722604010 环境地学 40 2 1 李杰 

0722604011 现代环境生物技术 40 2 1 马金才 

0722604012 信息技术在环境中的应用 40 2 1 王硕 

0722604013 健康与环境 40 2 2 李绍民 

0722604014 3S 技术与环境模拟方法 40 2 2 李昭阳 

0722604015 环境污染机理与修复技术 40 2 1 郭平 

0722604016 环境光化学 40 2 1 田涛、康春莉 

0722604017 固体废物与噪声污染控制技术 40 2 2 李海毅 

0722604018 污染源核算方法 40 2 1 赵文晋 

0722604019 痕量污染元素的环境地球化学 40 2 2 谢忠雷 

0722604020 污染物环境界面行为 40 2 1 花修艺 

0722604021 环境管理博弈论 40 2 1 段海燕 

0722604022 高等环境科学实验 36 2 1 谢忠雷 

0822604230 现代环境样品前处理技术实验 40 2 2 高松   

3、必修环节，2学分（全选）    

系统录入后审核通过即得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考核方式 

文献阅读  1 2  
提交报告 

开题报告  1 3  

三年制硕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32]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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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专业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方案（077601） 

本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硕士学位授予权 

一、学科研究方向及研究生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博士生导师 

1 环境化学 
研究复合污染条件下，多介质环境体系中污染物的存在与形态分

布和转化、环境界面行为、光化学行为以及其它迁移转化行为。 

董德明、康春莉 

刘淼、花修艺 

2 环境污染控制技术 
研究环境污染控制的基础理论与技术，以及受污染环境修复的基

本原理与技术等。 

董德明、康春莉 

刘淼 

3 
生态环境系统理论

与技术 

研究水环境与健康、全球变化与区域环境响应、生态环境信息系

统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技术等。 
汤洁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 

1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学风严谨，具有实事求是、不断追求新知、

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2 掌握环境科学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3 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组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 

4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5 有健康的体魄。 

三、学习年限 

 本硕博连读生学习年限：[5年] 

四、培养方式 

 本学科本硕博连读生培养方式：[导师负责制]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五年制本硕博连读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40]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低于[28]学分。 

六、学位论文与必修环节基本要求 

1、文献阅读（明确阅读文献种类及数量） 

专业文献阅读及报告是研究生了解学科前沿、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有效手段，是培养研

究生独立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环节。要求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入学后在第三学期结束前，需要

阅读大量的国内外文献，文献阅读量应在 100 篇以上，其中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文献不少

60 篇，至少 1/2 以上应为国外文献，综述全文应不少于 5000 字，经指导教师批阅后给出成

绩，合格者获得 1 个必修学分。 

2、开题报告（明确开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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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学术调研，

尽早确定论文选题范围，最迟应于第五学期结束前举行开题报告会。开题报告考核小组由本

学科 3-5 名博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开题报告的原始材料由各培养单

位保存至学生毕业备查。合格者获得 1 个必修学分。 

3、中期考核（明确考核时间及考核内容） 

在第七学期结束前进行博士研究生论文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博士生

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按《博士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考核表》所要求

的内容进行考核，填写“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表”，考核结果存档；

并对论文进展情况及后期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将延长其论文工作时间，

推迟毕业论文答辩时间。 

4、教学实践（明确教学内容及授课对象）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教学实践工作可以是承担本科生课程或担任助教（理论课）、参与本

科生实习工作、承担硕士研究生或本科生实验课程。对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

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5、科研实践（明确实践内容、时间及应达到的水平）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科研实践工作可以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导师研究课题，协助导师

开展各种科研相关工作。对研究生的科研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

报告。 

6、社会实践（明确实践内容）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社会实践具体内容可以是开展科技服务，协助实践单位解决科研、生

产中的某些技术或管理问题；开展人员培训或进行科技、管理、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务；结

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了解国情，接触社会。对博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考核

由学生本人于实践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7、学术活动（明确参加学术活动次数）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参加至少 6 个以上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公开举行的学术报

告或学术讲座。博士研究生本人于活动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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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专业本硕博连读研究生课程设置 

1、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28学分   

（1）公共必修课，8学分（全选）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公共 

00010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20 1 1  

讲授 考试 

0577801001 英语一外 100 4 1  

01778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与实践研究 36 1 1  

017780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  

017780200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 36 1 2  

（2）专业课、专业基础课，至少选20学分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基础 

0777604000 高等环境化学 60 3 2 董德明 

讲授 考试 

0777604001 环境与资源学 60 3 1 汤  洁 

0777604009 环境生态学 40 2 1 包国章 

专业 

0777604002 土壤污染修复原理与技术 60 3 2 康春莉 

0777604003 水环境污染防控技术 60 3 1 刘  淼 

0777604004 环境污染形成机理 60 3 2 花修艺 

0777604010 现代环境分析化学 40 2 1 董德明、梁大鹏 

0777604011 环境污染与控制化学 40 2 2 康春莉 

0777604012 现代生态与环境学理论与方法 40 2 1 汤  洁 

0777604015 环境分析新技术 40 2 2 刘  淼 

0777604026 污染物环境界面行为 40 2 1 花修艺 

2、选修课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选修 

0777604005 环境评价学 40 2 2 房春生 

讲授 考查 

0777604006 循环经济进展 40 2 3 房春生 

0777604007 低碳经济进展 40 2 3 王宪恩 

0777604008 光催化技术研究进展 40 2 3 康春莉 

0777604013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40 2 1 王  菊 

0777604014 环境规划与管理方法 40 2 2 王宪恩 

0777604016 环境分析与监测质量控制技术 40 2 1 董德明、郭志勇 

0777604017 环境地学 40 2 1 李  杰 

0777604018 现代环境生物技术 40 2 1 马金才 

0777604019 信息技术在环境中的应用 40 2 1 房春生 

0777604020 3S技术与环境模拟方法 40 2 2 李昭阳 

0777604021 环境污染机理与修复技术 40 2 1 郭  平 

0777604022 环境光化学 40 2 1 田涛、康春莉 

0777604023 固体废物与噪声污染控制技术 40 2 2 李海毅 

0777604024 污染源核算方法 40 2 1 赵文晋 

0777604025 痕量污染元素的环境地球化学 40 2 2 谢忠雷 

0777604027 环境管理博弈论 40 2 1 段海燕 

0777604028 高等环境科学实验 36 2 1 谢忠雷 

0777604029 应用生态环境学 40 2 2 汤  洁 

0777604030 生态环境系统与信息管理新进展 40 2 2 汤  洁 

3、必修环节，2学分（全选）    

系统录入后审核通

过即得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考核方式 

文献阅读  1 3  
提交报告 

开题报告  1 5  

五年制本硕博连读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40]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低于[2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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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与环境经济专业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0830J4） 

本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一、学科研究方向及研究生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生导师 

1 环境规划与管理 

研究环境规划与管理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包括环境规划、生态环境

规划、环境管理政策与模式、建设项目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可持

续发展等。 

董德明、王宪恩、房春生、

赵文晋、李杰 

2 
环境资源核算与

低碳经济 

研究环境经济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包括环境资源核算、污染物排污

权交易、生态补偿、环境污染损害经济损失评估、资源评估、低碳

经济及循环经济等。 

王宪恩、陈英姿、王菊、

段海燕 

3 环境信息系统 

利用环境科学理论和3S 技术进行环境信息的获取、开发与集成、信

息系统的设计与管理，并应用于环境监测与评价、环境保护与治理、

生态修复等理论与技术。 

汤洁、房春生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 

1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学风严谨，具有实事求是、不断追求新知、勇于创

造的科学精神，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2 具有深厚的交叉学科基础，掌握环境管理与环境经济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3 
具有独立从事环境管理与环境经济方面研究和教学工作、组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成为具有理论和方法论创

新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4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5 有健康的体魄。 

三、学习年限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 

四、培养方式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式：[导师负责制]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 16 学

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 12 学分。 

六、学位论文与必修环节基本要求 

博士研究生 

1、文献阅读（明确阅读文献种类及数量） 

专业文献阅读及报告是博士研究生了解学科前沿、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有效手段，是培

养博士研究生独立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环节。要求博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学年，需要阅读

大量的国内外文献，文献阅读量应在 100 篇以上，其中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文献不少 60 篇，

至少 1/2 以上应为国外文献，综述全文应不少于 5000 字，经指导教师批阅后给出成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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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者获得 1 个必修学分。 

2、开题报告（明确开题时间） 

为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博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学术调研，尽早

确定论文选题范围，最迟应于第三学期结束前举行开题报告会。开题报告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博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开题报告的原始材料由各培养单位保

存至学生毕业备查。合格者获得 1 个必修学分。 

3、中期考核（明确考核时间及考核内容） 

在第五学期结束前进行博士研究生论文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博士生

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按《博士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考核表》所要求

的内容进行考核，填写“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表”，考核结果存档；

并对论文进展情况及后期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将延长其论文工作时间，

推迟毕业论文答辩时间。 

4、教学实践（明确教学内容及授课对象） 

博士研究生教学实践工作可以是承担本科生课程或担任助教（理论课）、参与本科生实

习工作、承担硕士研究生或本科生实验课程。对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

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5、科研实践（明确实践内容、时间及应达到的水平） 

博士研究生科研实践工作可以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导师研究课题，协助导师开展各

种科研相关工作。对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

告。 

6、社会实践（明确实践内容） 

博士研究生社会实践具体内容可以是开展科技服务，协助实践单位解决科研、生产中的

某些技术或管理问题；开展人员培训或进行科技、管理、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务；结合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了解国情，接触社会。对博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考核由学生

本人于实践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7、学术活动（明确参加学术活动次数）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参加至少 6 个以上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公开举行的学术报告或学

术讲座。博士研究生本人于活动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8、发表论文数量（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的情况做出具体要求） 

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数量应达到学院博士毕业成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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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与环境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1、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12学分   

（1）公共必修课，7学分（全选）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公共 

00010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20 1 1  

讲授 考试 0111802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 36 2 2  

0511801001 博士英语一外 100 4 1  

（2）专业课、专业基础课，至少选6学分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基础 
0712604019 环境与自然资源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 40 2 1 王宪恩 

讲授 考试 
0712604002 环境与资源学 40 2 1 汤洁 

专业 

0712604010 环境管理前沿理论与方法 40 2 2 王宪恩 

0712604011 环境规划与评价方法 40 2 1 房春生 

0712604013 环境经济与公共政策 40 2 2 王宪恩   

2、选修课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选修 

0712604006 循环经济进展 40 2 1 房春生 

讲授 考查 

0712604007 低碳经济进展 40 2 1 王宪恩 

0712604009 生态环境系统与信息管理新进展 40 2 2 汤洁 

0712604012 环境经济和环境管理优化方法 40 2 1 段海燕、沈万斌 

0712604014 高级西方经济学 40 2 1 陈英姿 

0712604015 博弈论与经济分析 40 2 2  

011180200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0 0 1、2  

0521801004 英语二外 60 3 1  

3、必修环节，2学分（全选）    

系统录入后审核通

过即得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考核方式 

文献阅读  1 2  
提交报告 

开题报告  1 3  

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 16 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 1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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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与环境经济专业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方案（0830J4） 

本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硕士学位授予权 

一、学科研究方向及研究生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博士研究生导师 

1 环境规划与管理 

研究环境规划与管理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包括环境规划、生态环境

规划、环境管理政策与模式、建设项目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可持

续发展等。 

董德明、王宪恩、 

2 
环境资源核算与低

碳经济 

研究环境经济的理论与技术方法，包括环境资源核算、污染物排污

权交易、生态补偿、环境污染损害经济损失评估、资源评估、低碳

经济及循环经济等。 

王宪恩、陈英姿 

3 环境信息系统 

利用环境科学理论和3S 技术进行环境信息的获取、开发与集成、

信息系统的设计与管理，并应用于环境监测与评价、环境保护与治

理、生态修复等理论与技术。 

汤洁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 

1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学风严谨，具有实事求是、不断追求新知、

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2 掌握环境科学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3 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组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 

4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5 有健康的体魄。 

三、学习年限 

 本学科本硕博连读生一般学习年限：[5年] 

四、培养方式 

本学科本硕博连读生培养方式：[导师负责制]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五年制本硕博连读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40]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低于[28]学分。 

六、学位论文与必修环节基本要求 

1、文献阅读（明确阅读文献种类及数量） 

专业文献阅读及报告是研究生了解学科前沿、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有效手段，是培养研

究生独立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环节。要求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入学后在第三学期结束前，需要

阅读大量的国内外文献，文献阅读量应在 100 篇以上，其中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文献不少

60 篇，至少 1/2 以上应为国外文献，综述全文应不少于 5000 字，经指导教师批阅后给出成

绩，合格者获得 1 个必修学分。 

2、开题报告（明确开题时间） 

为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学术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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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确定论文选题范围，最迟应于第五学期结束前举行开题报告会。开题报告考核小组由本

学科 3-5 名博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开题报告的原始材料由各培养单

位保存至学生毕业备查。合格者获得 1 个必修学分。 

3、中期考核（明确考核时间及考核内容） 

在第七学期结束前进行博士研究生论文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博士生

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按《博士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考核表》所要求

的内容进行考核，填写“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表”，考核结果存档；

并对论文进展情况及后期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将延长其论文工作时间，

推迟毕业论文答辩时间。 

4、教学实践（明确教学内容及授课对象）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教学实践工作可以是承担本科生课程或担任助教（理论课）、参与本

科生实习工作、承担硕士研究生或本科生实验课程。对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

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5、科研实践（明确实践内容、时间及应达到的水平）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科研实践工作可以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导师研究课题，协助导师

开展各种科研相关工作。对研究生的科研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

报告。 

6、社会实践（明确实践内容）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社会实践具体内容可以是开展科技服务，协助实践单位解决科研、生

产中的某些技术或管理问题；开展人员培训或进行科技、管理、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务；结

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了解国情，接触社会。对博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考核

由学生本人于实践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7、学术活动（明确参加学术活动次数）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参加至少 6 个以上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公开举行的学术报

告或学术讲座。博士研究生本人于活动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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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与环境经济专业本硕博连读研究生课程设置 

1、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28学分   

1）公共必修课，8学分（全选）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公共 

00010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20 1 1  

讲授 考试 

0577801001 英语一外 100 4 1  

01778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与实践研究 36 1 1  

017780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  

017780200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 36 1 2  

（2）专业课、专业基础课，至少选20学分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基础 
0777604033 环境与自然资源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 60 3 1 王宪恩 

讲授 考试 

0777604001 环境与资源学 60 3 1 汤  洁 

专业 

0777604034 环境管理前沿理论与方法 60 3 2 王宪恩 

0777604035 环境规划与评价方法 60 3 1 房春生 

0777604036 环境经济与公共政策 60 3 2 王宪恩 

0777604005 环境评价学 40 2 2 房春生 

0777604013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40 2 1 王  菊   

0777604027 环境管理博弈论 40 2 1 段海燕   

0777604030 生态环境系统与信息管理新进展 40 2 2 汤  洁   

2、选修课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选修 

0777604006 循环经济进展 40 2 3 房春生 

讲授 考查 

0777604007 低碳经济进展 40 2 3 王宪恩 

0777604031 环境经济和环境管理优化方法 40 2 3 宋俊年 

0777604032 高级西方经济学 40 2 3 陈英姿 

0777604009 环境生态学 40 2 1 包国章 

0777604010 现代环境分析化学 40 2 1 董德明、梁大鹏 

0777604011 环境污染与控制化学 40 2 2 康春莉 

0777604014 环境规划与管理方法 40 2 2 王宪恩 

0777604015 环境分析新技术 40 2 2 刘  淼 

0777604016 环境分析与监测质量控制技术 40 2 1 董德明、郭志勇 

0777604017 环境地学 40 2 1 李  杰 

0777604018 现代环境生物技术 40 2 1 马金才 

0777604019 信息技术在环境中的应用 40 2 1 王  硕 

0777604020 3S技术与环境模拟方法 40 2 2 李昭阳 

0777604023 固体废物与噪声污染控制技术 40 2 2 李海毅 

0777604024 污染源核算方法 40 2 1 赵文晋 

0777604025 痕量污染元素的环境地球化学 40 2 2 谢忠雷 

0777604026 污染物环境界面行为 40 2 1 花修艺 

3、必修环节，2学分（全选）    

系统录入后审核通

过即得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考核方式 

文献阅读  1 3  
提交报告 

开题报告  1 5  

五年制本硕博连读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40]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低于[2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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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专业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083002） 

本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硕士学位授予权 

一、学科研究方向及研究生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生导师 

1 
污染场地控制

与修复 

主要研究各种污染土壤、地下水的控制与修复，包括污染场地调

查、风险评价、风险管理、修复技术及相关修复材料的研发与应

用，其中原位物理、化学和生物修复等技术是研究的重点。 

赵勇胜董军 

洪梅秦传玉 

周睿 

2 
水处理技术及

资源化 

主要研究生物、物理及化学方法对饮用水、城市废水、特种工业

废水处理及资源化理论与技术；水污染处理工程的设计、调试及

运行管理等。 

张凤君邹东雷 

王显胜吕聪 

3 
固体废弃物处

理与资源化 

主要研究固体废物的地质处理模式及污染控制，其中固体废物地

质处理模式具有特色，主要包括包容式、冲淡衰减式和生物反应

堆式垃圾填埋场等理论。 

赵勇胜 

董军 

迟子芳 

4 环境生物技术 

主要研究污染水、土的生物修复机理、过程及效能；生物制剂及

产品研发；废弃物生物资源转化；纳米材料和污染物的生态毒理

效应。 

刘娜 

任何军 

朴云仙 

5 
环境材料与装

备 

主要研究水污染治理新材料的研发、性能评价及应用；针对现代

水处理技术的新进展和研究成果，进行相关处理设备的研发、性

能评价及工程设计等。 

邹东雷冯威孙

文田董双石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 

1 

模范遵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学风严谨，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具有较强奉献科

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和人文素养；具有勤奋进取、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具

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2 

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内涵和发展动态，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和先

进的研究方法，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并在科学研究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具有一

定的工程管理知识和能力、以及组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 

3 
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熟练的国际学

术交流的能力。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 

1 
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勤奋进取，学风严谨，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具有较强奉献科学精神

和社会责任意识；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和人文素养；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2 

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内涵和发展动态，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研究方法，

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研究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

具有较强的自主获取相关专业新知识的能力、实践能力和一定的创新意识；具有一定的工程管理知识

和能力。 

3 
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

交流的能力。 

三、学习年限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 

四、培养方式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式：[导师负责制]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导师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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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 16 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

低于 12 学分。 

三年制硕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32]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

[20]学分。 

六、学位论文与必修环节基本要求 

博士研究生 

1、文献阅读（明确阅读文献种类及数量） 

专业文献阅读及报告是博士研究生了解学科前沿、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有效手段，是培养

博士研究生独立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环节。要求博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学年，需要阅读大量

的国内外文献，文献阅读量应在100篇以上，其中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文献不少60篇，至少1/2

以上应为国外文献，综述全文应不少于5000字，经指导教师批阅后给出成绩，合格者计1个必

修学分。 

2、开题报告（明确开题时间） 

为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博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学术调研，尽早确

定论文选题范围，最迟应于第三学期结束前举行开题报告会。开题报告考核小组由本学科3-5

名博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开题报告的原始材料由各培养单位保存至学

生毕业备查，经各系考核通过后计1学分。 

3、中期考核（明确考核时间及考核内容） 

在第五学期结束前进行博士研究生论文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小组由本学科3-5名博士生指导

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按《博士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考核表》所要求的内容

进行考核，填写“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表”，考核结果存档；并对论

文进展情况及后期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将延长其论文工作时间，推迟毕

业论文答辩时间。 

4、教学实践（明确教学内容及授课对象） 

博士研究生教学实践工作可以是承担本科生课程或担任助教（理论课）、参与本科生实习

工作、承担硕士研究生或本科生实验课程。对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

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5、科研实践（明确实践内容、时间及应达到的水平） 

博士研究生科研实践工作可以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导师研究课题，协助导师开展各种

科研相关工作。对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6、社会实践（明确实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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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社会实践具体内容可以是开展科技服务，协助实践单位解决科研、生产中的某

些技术或管理问题；开展人员培训或进行科技、管理、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务；结合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了解国情，接触社会。对博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

实践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7、学术活动（明确参加学术活动次数）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参加至少6个以上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公开举行的学术报告或学术讲

座。博士研究生本人于活动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8、发表论文数量（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的情况做出具体要求） 

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数量应达到学院博士毕业成果要求。 

硕士研究生 

1、文献阅读（明确阅读文献种类及数量） 

专业文献阅读及报告是研究生了解学科前沿、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有效手段，是培养研究

生独立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环节。要求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学年，需要阅读大量的国内外文献，

文献阅读量应在60篇以上，其中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文献不少30篇，至少1/2以上应为国外文献，

并写出阅读报告（至少2000字），经指导教师批阅后给出成绩，合格者计1个必修学分。 

2、开题报告（明确开题时间） 

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学术调研，并确定论文选题范围，在此基础上完

成开题报告的撰写，并在课程学习结束后的学期初提交给导师。开题报告会应在第三学期结束

前进行，开题报告考核小组由本学科3-5名本学科硕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组成。

报告人应就自己硕士学位论文的观点、立论、论据、主要研究内容提纲挈领地向评审委员会汇

报。开题报告经答辩、审查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实验研究阶段。 

开题报告未能通过的研究生不能进入论文实验研究阶段，并要求在两个月内申请重新开题。第

二次开题仍未通过者，将不能参加本学年的硕士论文答辩。经各系考核通过后计1学分。 

3、中期考核（明确考核时间及考核内容） 

在第五学期结束前进行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小组由本学科3-5名本学科硕士生指导教师或具

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组成。按《硕士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考核表》所要求的内容进行考核，

填写“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表”，考核结果存档；并对论文进展情况

及后期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将延长其论文工作时间，推迟毕业论文答辩

时间。 

4、教学实践（明确教学内容及授课对象） 

硕士研究生教学实践工作可以是担任本科生课程助教（理论课）、参与本科生实习工作、

承担本科生实验课程。对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

报告。 

5、科研实践（明确实践内容、时间及应达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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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科研实践工作可以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导师研究课题，协助导师开展各种

科研相关工作。对硕士研究生的科研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6、社会实践（明确实践内容） 

硕士研究生社会实践具体内容可以是开展科技服务或进行科技、管理、法律等方面的咨询

服务，协助实践单位解决科研、生产中的某些技术或管理问题；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行

专题调研，了解国情，接触社会。对硕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实践完成后向本

系提交总结报告。 

7、学术活动（明确参加学术活动次数）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至少6个以上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公开举行的学术报告或学术讲

座。学生本人于活动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8、发表论文数量（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的情况做出具体要求） 

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数量应达到学院硕士毕业成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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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1、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12学分   

（1）公共必修课，7学分（全选）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公共 

0111802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 36 2 1  

讲授 考试 0511801001 博士英语一外 0 4   

00010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20 1 1  

（2）专业课、专业基础课，至少选6学分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基础 

0812604228 现代污染水文地质学 40 2 1 董军 

讲授 考试 

0812604001 高等环境化学 40 2 1 张凤君 

0812604229 环境生物技术研究新进展 I 40 2 1 刘娜 

专业 

0812604230 污染场地修复新技术 40 2 1 赵勇胜 

0812604231 水污染控制新理论和新技术 40 2 1 邹东雷 

0812604232 环境材料分子设计及应用 40 2 1 冯威 

2、选修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选修 

0812604233 环境污染风险预警理论与技术 40 2 2 洪梅 

讲授 考查 

0812604234 固体废物资源化新技术 40 2 2 迟子芳 

0812604235 高等环境生物化学 I 40 2 1 任何军 

0812604236 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筛选理论与方法 40 2 2 周  睿 

0812604237 污染控制高级氧化技术进展 40 2 2 董双石 

0812604238 工业污染场地修复典型案例分析 40 2 2 秦传玉 

0812604239 污染环境分子诊断技术 40 2 1 朴云仙 

0812604240 水处理模型与仿真 40 2 1 吕聪 

0812604241 环境自动监测新技术 40 2 1 王显胜 

0812604242 水处理成套装备运行管理 40 2 1 孙文田 

3、必修环节，2学分（全选）    

系统录入后审核通

过即得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考核方式 

文献阅读  1 2  
提交报告 

开题报告  1 3  

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 16 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 1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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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1、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20学分   

（1）公共必修课，7学分（全选）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公共 

00010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20 1 1  

讲授 考试 
01218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与实践研究 36 2   

0521801001 硕士英语一外 100 3   

012180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  

（2）专业课、专业基础课，至少选13学分，其中专业基础课至少选4学分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基础 

0721301004 现代数值计算方法★ 60 3 1 
★表示必

选课程 

讲授 考试 

0822604001 高等环境水文地球化学 40 2 1 董军 

0822604231 环境污染与控制化学 I 40 2 1 张凤君 

0822604232 环境生物技术理论与应用 40 2 1 刘娜 

专业 

0822604233 水土环境污染控制与修复 40 2 1 赵勇胜 

0822604234 现代水处理技术 I 40 2 1 邹东雷 

0822604235 现代环境生物化学 40 2 2 任何军 

0822604236 环境功能材料合成及应用 I 40 2 1 冯威 

2、选修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选修 

0822604237 污染场地修复设计及案例分析 40 2 1 秦传玉 

讲授 考查 

0822604010 地下水污染模拟技术与方法 40 2 2 洪梅 

0822604238 环境毒理新理论与应用 40 2 2 安永磊 

0822604239 水处理高级氧化技术与应用 40 2 2 董双石 

0822604240 环境微生物基因组学 40 2 2 张婷娣 

0822604241 环境纳米生物技术及应用 40 2 2 朴云仙 

0822604242 环境监测新技术 40 2 1 王显胜 

0822604013 水处理数学模型 40 2 2 吕聪 

0822604243 固废废物处理与处置设施 40 2 1 迟子芳 

0822604244 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新技术及应用 40 2 2 周睿 

0822604022 物理性污染控制新技术 40 2 2 孙文田 

 0822604245 水处理过程化学 40 2 2 其布日 

3、必修环节，2学分（全选）    

系统录入后审核通

过即得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考核方式 

文献阅读  1 2  
提交报告 

开题报告  1 3  

三年制硕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32]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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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专业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085229） 

一、学科研究方向及研究生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生导师 

1 污染场地控制与

修复 

主要研究各种污染土壤、地下水的控制与修复，包括污染

场地调查、风险评价、风险管理、修复技术及相关修复材

料的研发与应用，其中原位物理、化学和生物修复等技术

是研究的重点。 

赵勇胜 董  军 

洪  梅 秦传玉 

周  睿 

2 水处理技术及资

源化 

主要研究生物、物理及化学方法对饮用水、城市废水、特

种工业废水处理及资源化理论与技术；水污染处理工程的

设计、调试及运行管理等。 

张凤君 邹东雷 

王显胜吕  聪 

3 固体废弃物处理

与资源化 

主要研究固体废物的地质处理模式及污染控制，其中固体

废物地质处理模式具有特色，主要包括包容式、冲淡衰减

式和生物反应堆式垃圾填埋场等理论。 

赵勇胜 董  军 

迟子芳 

4 环境生物技术 主要研究污染水、土的生物修复机理、过程及效能；生物

制剂及产品研发；废弃物生物资源转化；纳米材料和污染

物的生态毒理效应。 

刘  娜 任何军 

朴云仙 

5 环境材料与装备 主要研究水污染治理新材料的研发、性能评价及应用；针

对现代水处理技术的新进展和研究成果，进行相关处理设

备的研发、性能评价及工程设计等。 

邹东雷 冯  威 

孙文田董双石 

二、培养目标及要求 

（一）培养目标 

根据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方针，培养能够胜任政府环保

部门及其他各行业企事业单位的相关部门环境工程领域工作的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

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二）培养要求  

1、要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2、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以及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

风；  

3、要掌握本领域坚实的基础知识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承担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工

作的能力，了解本领域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和先进技术手段解决环

境工程问题。  

4、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较熟练地运用于本专业。 

三、学习年限 

1、学习年限：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一般为 3 年。 

2、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 年。 

3、生产实践时间：一般不少于 6 个月。 

4、毕业论文：学位论文—实验研究和撰写时间不少于 1 年。 

四、课程设置 

全日制环境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共设高等环境化学等 8 门必修理论课，工程实践 1

门必修工程实践课程；水厂的运行与管理、固废处理与处置新技术等 12 门选修课。环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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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要求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 32 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

20 学分，必修课中专业课、专业基础课不少于 13 学分。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取的研究生

需修补修课，补修课不记学分，但应有科目和成绩要求。 

五、培养方式 

1、实行学分制。研究生必须通过规定课程的考试，成绩合格方能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

修满规定的学分方能进入实践和学位论文阶段；工程实践报告审核通过以及学位论文经答辩

通过方可申请专业硕士学位。 

2、注重实践能力和职业素质培养，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实践环

节采取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专业技术选修课由有工程实践经验的本校教师或

企业专家开设。 

3、实行导师制 

环境工程专业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培养制度，以校内导师指导

为主；聘任具有较强实践工程能力和创业能力的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课程与

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研究生通过实习实训和工程实践过程以增长研究生的实际工作

经验，缩短就业适应期限，提高专业素养及就业创业能力。 

六、学位论文 

（一）论文选题 

环境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选题应选取来源于各行业企事业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的环

境工程背景的研究课题，着重于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例如： 

（1）企事业单位相关环保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技术推广与应用； 

（2）环保新系统、新装备、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或新软件的研发； 

（3）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国外环保先进技术； 

（4）环境工程应用基础性研究、预研专题； 

（5）工程设计与实施； 

（6）一个新建或改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或一个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 

（7）环境工程技术标准或规范制定； 

（8）其他与环保相关的课题。 

确立选题后，依其所属的形式(产品研发、工程设计、应用研究、调研报告及环境影响

评价/清洁生产审核/环境规划与管理研究报告)进行研究。 

（二）开题报告 

（1）专业硕士的学位论文应按照本领域的学位标准进行选题并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报

告一般要求在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 

（2）进入开题报告前，专业硕士研究生要通过广泛地阅读相关资料和实地调研对选题

内容进行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写出与学位论文紧密相关的文献综述。综述的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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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尚需进一步研究和开发的课题和内容等。 

（3）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格式要求，内容包括：题目、课题来源、文献综述、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拟采取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法、拟形成的创新或

特色、进度安排及学分完成情况等。当研究的课题是一个集体项目时，需要在开题报告中说

明本人在其中承担的内容和估计工作量。 

（4）开题报告中要列出准备中期检查的计划内容和时间安排。 

（三）中期检查 

在学位论文工作中期，应组织 3-5 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老师组成中期检查小组进行论

文的中期检查，在第五学期结束前进行。检查包括：听取专业硕士研究生课题进展情况汇报、

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后阶段工作技术问题的预测和拟采用的技术路线以

及课题结束日期的计划等。中期检查小组要根据研究生的论文中期报告写出评语，并给出具

体的考核成绩。考核成绩包括通过和不通过两种。对于未通过中期检查的工程硕士研究生，

指导老师要帮助其分析原因，提出相应的改进研究措施和要求。 

（四）申请答辩条件 

（1）按本领域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规定的学分（必修课、选修课和必修环节）； 

（2）完成规定的工程实践内容、时间以及实践报告考核通过。 

（3）完成学位论文。 

（4）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本院学术活动 6次。 

（五）论文评阅与答辩 

（1）本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分别经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审阅，认

为其达到工程硕士学位论文标准后，可申请论文答辩。 

（2）论文评阅：论文应聘请两位具有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一位

是学校的专家，一位是工程单位或工矿企业或工程部门的专家。论文作者的导师不能作为论

文评阅人。 

（3）论文答辩：由五名具有副教授以上职务（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

中 3 名为校内专家，2 名校外专家来自工程单位或工矿企业或工程部门。指导教师和副导师

均不能参加答辩委员会，但可列席会议介绍情况。有条件的培养单位可在正式答辩前进行论

文的预答辩，预答辩委员会由 3-5 位具有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负责，

导师可以作为预答辩委员会的成员。 

七、学位授予 

环境工程专业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修满规定学分、教学实习合格、完成学位论文

并通过答辩者可授予工学硕士专业学位。 

工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具体要求按学校学位管理条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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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论文质量评审参考 

环境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质量评审，针对不同类型的论文，评审内容及权重

可略有不同。参考如下： 
产品研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权重 

选题（10） 

1.1选题的背景 
●来源于工程实际 

●系所属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1.2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内容 

（45） 

2.1国内外相关研究分析 
●文献资料的全明性、新颖性 

●总结归纳的客观性、正确性 
5 

2.2研发内容的合理性 

●基本原理正确 

●产品功能先进、实用 

●分析、计算正确 

15 

2.3研发方法的科学性 

●方案科学、可行 

●技术手段先进 

●采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 

15 

2.4工作的难易度及工作量 
●研发工作量饱满 

●研发工作具有一定难度 
10 

成果 

（30） 

3.1产品的应用价值 

●产品符合行业规范要求，满足相应的生产工艺 

和质量标准 

●具有潜在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20 

3.2产品的新颖性 
●有新思路或新见解 

●性能先进、有自主关键技术 
10 

写作 

（15） 

4.1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能够反映产品研发的核心内容 
4 

4.2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技术文件规范 

8 

4.3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的真实性、权威性、规范性 3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总分≥85 分；良好：84≥总分≥70；合格：

69≥总分≥60；不合格：总分≤59。 

工程设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权重 

选题（10） 

1.1选题的背景 
●来源于工程实际 

●系所属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1.2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内容 

（45） 

2.1国内外相关设计分析 
●文献资料的全明性、新颖性 

●总结归纳的客观性、正确性 
5 

2.2设计内容的合理性 

●方案合理，依据可靠 

●合理采用了基本理论及专业知识 

●综合运用了技术经济、人文和环保知识 

15 

2.3设计方法的科学性 
●设计方法科学、合理、可行 

●技术手段先进、实用 
15 

2.4工作的难易度及工作量 
●设计工作量饱满 

●设计工作具有一定难度 
10 

成果 

（30） 

3.1设计成果 
●设计图纸完整 

●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 
8 

3.2设计成果的实用性 
●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可产生社会经济效益 
10 

3.3设计成果的新颖性 ●体现作者的新思路或新见解 12 

写作 

（15） 
4.1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能够反映工程设计的核心内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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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4.3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的真实性、贴切性、规范性 3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总分≥85 分；良好：84≥总分≥70；合格：

69≥总分≥60；不合格：总分≤59。 

应用研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权重 

选题（10） 

1.1选题的背景 
●来源于工程实际 

●系所属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1.2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内容 

（45） 

2.1国内外相关

研究分析 

●文献资料的全明性、新颖性 

●总结归纳的客观性、正确性 
5 

2.2研究内容的

合理性 

●对国内外应用研究现状论述清晰准确，发展趋势论述合理 

●资料与数据全面、可靠 
15 

2.3研究方法的

科学性 

●研究思路清晰，方案设计可行 

●资料与数据分析科学、准确 
15 

2.4工作的难易

度及工作量 

●工作量饱满 

●工作具有一定难度 
10 

成果 

（30） 

3.1研究成果的

价值 

●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具有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15 

3.2研究成果的

新颖性 
●体现作者的新思路或新见解 15 

写作 

（15） 

4.1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能够反映应用研究的核心内容 
4 

4.2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4.3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的真实性、贴切性、规范性 3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总分≥85 分；良好：84≥总分≥70；合格：

69≥总分≥60；不合格：总分≤59。 

调研报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权重 

选题 

（10） 

1.1选题的背景 
●来源于工程实际，内容具体 

●系所属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1.2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必要性 

●具有应用前景 

5 

内容 

（45） 

2.1国内外相关研究分析 
●文献资料的全明性、新颖性 

●总结归纳的客观性、正确性 
5 

2.2调研内容的合理性 

●全面，具有一定广度 

●细致，具有一定深度 

●资料与数据全面、可靠 

15 

2.3调研方案的科学性 

●过程设计合理 

●方法科学规范 

●资料与数据分析科学、精确 

15 

2.4调研工作的难易度及工作量 
●工作量饱满 

●工作具有一定难度 
10 

成果 

（30） 

3.1调研成果的可靠性 
●成果明确 

●成果可信、有效 
10 

3.2调研成果的实用性 

●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对策或建议具有明确的指导作用 

●没来可产生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10 

3.3调研结果的新颖性 ●体现作者得新观点或新见解 10 

写作 4.1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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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能够反映调研报告的核心内容 

4.2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4.3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的真实性、贴切性、规

范性 
3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总分≥85分；良好：84≥总分≥70；合格：

69≥总分≥60；不合格：总分≤59。 

环境影响评价/清洁生产审核/环境规划与管理研究报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参考权重 

选题（15） 

1.1选题的背景 
●来源于工程实际 

●系环境工程领域的研究范畴 
5 

1.2文献综述 
●文献资料的全明性、新颖性 

●总结归纳的客观性、正确性 
5 

1.3目的及意义 

●目的明确 

●具有必要性 

●具有可操作性 

5 

内容 

（40） 

2.1内容的合理性 

●内容全面，具有一定广度 

●内容细致，具有一定深度 

●资料与数据全面、可靠 

15 

2.2方法的科学性 
●方法及技术路线设计合理 

●资料与数据分析科学、准确 
15 

2.3 工作的难易度及工作量 
●工作量饱满 

●工作具有一定难度 
10 

成果 

（30） 

3.1成果的可靠性 
●成果明确 

●成果可信、有效 
10 

3.2成果的实用性 
●成果明确，具有可信度 

●成果具有合理性、先进性及可实施性 
10 

3.3结果的新颖性 ●体现作者得新思想或新见解 10 

写作 

（15） 

4.1摘要 

●表述简洁、规范 

●能够反映环境影响评价/清洁生产审核/环境规划与

管理的核心内容 

4 

4.2文字论述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文字表达清晰，图表、公式规范 
8 

4.3参考文献 ●引用文献的真实性、权威性、规范性 3 

注：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种。优秀：总分≥85 分；良好：84≥总分≥70；合格：

69≥总分≥60；不合格：总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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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专业全日制专业学位型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类别 课 程编 号 课  程  名  称 任课教师 学时 学分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开课 

学期 

公共课 

0521801001 第一外国语  100 3   1 

00010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20 1   1 

01218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40 2   1 

012180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20 1   2 

必修课 

0721301004 现代数值计算方法★ ★表示必选课程 60 3   1 

QR64508400 水土环境污染控制与修复   赵勇胜 40 2 讲授 考试 1 

QR64501700 高等环境水文地球化学     董  军 40 2 讲授 考试 1 

QR64508500 环境污染与控制化学 I     张凤君 40 2 讲授 考试 1 

QR64508600 环境功能材料合成及应用 I 冯  威 40 2 讲授 考试 1 

QR64508700 环境生物技术理论与应用       刘  娜 40 2 讲授 考试 1 

QR64508800 现代水处理技术 I          邹东雷 40 2 讲授 考试 1 

QR64508900 现代环境生物化学  任何军 40 2 讲授 考试 2 

必修环节 
系统录入后审核

通过即得学分 

文献阅读  20 1   2 

开题报告  20 1   3 

选修课 

QR64509000 环境纳米生物技术及应用 朴云仙 40 2 讲授 考查 2 

QR64509100 地下水污染模拟技术与方法 洪  梅 40 2 讲授 考查 2 

QR64509200 固废废物处理与处置设施 迟子芳 40 2 讲授 考查 1 

QR64509300 污染场地修复设计与案例分析 秦传玉 40 2 讲授 考查 1 

QR64509400 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新技术及应用 周  睿 40 2 讲授 考查 2 

QR64509500 环境影响评价与清洁生产新技术      王显胜 40 2 讲授 考查 2 

QR64509600 水处理高级氧化技术与应用   董双石 40 2 讲授 考查 2 

QR64509700 水厂的运行与管理         孙文田 40 2 讲授 考查 1 

QR64509900 水处理数学模型             吕  聪 40 2 讲授 考查 2 

QR64510000 环境毒理新理论与应用 安永磊 40 2 讲授 考查 2 

QR64510100 环境微生物基因组学 张婷娣 40 2 讲授 考查 2 

QR64510200 水处理过程化学 其布日 40 2 讲授 考查 2 

实践 QR64504200 工程实践★ 
★表示必选课程

各导师 
200 4 实践 考查 3-4 

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 32 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 20 学分，必修课中

专业课、专业基础课不少于 1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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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专业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方案（083002） 

本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硕士学位授予权 

一、学科研究方向及研究生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博士生导师 

1 
污染场地控制与

修复 

主要研究各种污染土壤、地下水的控制与修复，包括污染场地

调查、风险评价、风险管理、修复技术及相关修复材料的研发

与应用，其中原位物理、化学和生物修复等技术是研究的重点。 

赵勇胜 

董军 

2 
水处理技术及资

源化 

主要研究生物、物理及化学方法对饮用水、城市废水、特种工

业废水处理及资源化理论与技术；水污染处理工程的设计、调

试及运行管理等。 

张凤君 

3 
固体废弃物处理

与资源化 

主要研究固体废物的地质处理模式及污染控制，其中固体废物

地质处理模式具有特色，主要包括包容式、冲淡衰减式和生物

反应堆式垃圾填埋场等理论。 

赵勇胜 

董军 

4 环境生物技术 

主要研究污染水、土的生物修复机理、过程及效能；生物制剂

及产品研发；废弃物生物资源转化；纳米材料和污染物的生态

毒理效应。 

刘娜 

5 环境材料与装备 

主要研究水污染治理新材料的研发、性能评价及应用；针对现

代水处理技术的新进展和研究成果，进行相关处理设备的研发、

性能评价及工程设计等。 

邹东雷 

董双石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 

1 

模范遵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学风严谨，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具有较强奉献科

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和人文素养；具有勤奋进取、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具

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2 

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内涵和发展动态，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和先

进的研究方法，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并在科学研究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具有一

定的工程管理知识和能力、以及组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 

3 
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熟练的国际学

术交流的能力。 

三、学习年限 

 本硕博连读生学习年限：[5年] 

四、培养方式 

 本学科本硕博连读生培养方式：[导师负责制]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五年制本硕博连读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40]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低于[28]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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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位论文与必修环节基本要求 

1、文献阅读（明确阅读文献种类及数量） 

专业文献阅读及报告是研究生了解学科前沿、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有效手段，是培养

研究生独立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环节。要求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入学后在第三学期结束前，

需要阅读大量的国内外文献，文献阅读量应在100篇以上，其中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文献不

少60篇，至少1/2以上应为国外文献，综述全文应不少于5000字，经指导教师批阅后给出成

绩，合格者获得1个必修学分。 

2、开题报告（明确开题时间） 

为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学术调

研，尽早确定论文选题范围，最迟应于第五学期结束前举行开题报告会。开题报告考核小

组由本学科3-5名博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开题报告的原始材料由各

培养单位保存至学生毕业备查。合格者获得1个必修学分。 

3、中期考核（明确考核时间及考核内容） 

在第七学期结束前进行博士研究生论文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小组由本学科3-5名博士生

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按《博士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考核表》所要

求的内容进行考核，填写“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表”，考核结果

存档；并对论文进展情况及后期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将延长其论文

工作时间，推迟毕业论文答辩时间。 

4、教学实践（明确教学内容及授课对象）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教学实践工作可以是承担本科生课程或担任助教（理论课）、参与本

科生实习工作、承担硕士研究生或本科生实验课程。对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

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5、科研实践（明确实践内容、时间及应达到的水平）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科研实践工作可以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导师研究课题，协助导

师开展各种科研相关工作。对研究生的科研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

总结报告。 

6、社会实践（明确实践内容）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社会实践具体内容可以是开展科技服务，协助实践单位解决科研、

生产中的某些技术或管理问题；开展人员培训或进行科技、管理、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了解国情，接触社会。对博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

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实践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7、学术活动（明确参加学术活动次数）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参加至少6个以上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公开举行的学术报

告或学术讲座。博士研究生本人于活动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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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专业本硕博连读研究生课程设置 

1、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28学分   

（1）公共必修课，8学分（全选）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公共 

00010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20 1 1  

讲授 考试 

0577801001 英语一外 100 4 1  

01778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与实践研究 36 1 1  

017780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  

017780200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 36 1 2  

（2）专业课、专业基础课，至少选20学分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基础 

0721301004 现代数值计算方法★ 60 3 1 
★表示必

选课程 

讲授 考试 

0877604001 现代污染水文地质学及应用 60 3 1 董军 

0877604002 环境污染与控制化学 II 60 3 1 张凤君 

0877604003 高等环境生物化学 II 60 3 1 任何军 

专业 

0877604004 水土环境污染控制与修复进展 60 3 1 赵勇胜 

0877604005 现代水处理技术 II 60 3 1 邹东雷 

0877604006 环境生物技术研究新进展 II 60 3 1 刘娜 

0877604007 固体废物资源化技术进展 60 3 2 迟子芳 

0877604008 环境功能材料合成及应用 II 60 3 1 冯威 

2、选修课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选修 

0877604009 环境污染风险预警理论与技术 40 2 2 洪梅 

讲授 考查 

0877604010 工业污染场地修复典型案例分析 40 2 2 秦传玉 

0877604011 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筛选理论与方法 40 2 2 周  睿 

0877604012 特种工业水处理技术 40 2 2 王显胜 

0877604013 现代环境生物工艺及其在水处理中应用 40 2 1 吕  聪 

0877604014 水处理高级氧化技术与应用 40 2 2 董双石 

0877604015 饮用水处理新技术 40 2 2 孙文田 

0877604016 水处理过程化学 40 2 2 其布日 

0877604017 污染环境分子诊断技术 40 2 1 朴云仙 

0877604018 环境微生物基因组学 40 2 2 张婷娣 

0877604019 环境毒理新理论与应用 40 2 2 安永磊 

3、必修环节，2学分（全选）    

系统录入后审核通

过即得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考核方式 

文献阅读  1 3  
提交报告 

开题报告  1 5  

五年制本硕博连读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40]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低于[28]学分。★表示必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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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环保领域工程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085274) 

一、学科研究方向及指导教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导师组 
研究方向 

负责人 

1 
非常规能源钻

采技术 

油页岩、页岩气和天然气水合物的

钻探取样与开发技术 
孙友宏、赵大军、陈晨 孙友宏 

2 
环境保护与可

持续发展 

环境领域污染控制与修复新理论的

研究与工程化技术；环境污染控制

理论与技术、环境模拟与预测 

赵勇胜、董德明 赵勇胜 

3 
水资源可持续

开发利用 

水资源合理开发与保护相关理论

与工程技术 

林学钰、许天福 

杨悦所、苏小四 
林学钰 

二、培养目标 

1.具有能源与环保领域（非常规能源钻采技术、环境与水资源相关工程技术）坚

实宽广的理论基础，掌握能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先进技术，了解本领域的学术动态和

发展趋势； 

2.具备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工程技术创新以及规划和组织实施工程技术研

究与开发的能力； 

3.能在推动能源与环保领域产业发展和工程技术进步方面作出创造性成果。 

三、学习年限 

工程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4 至 6 年。 

四、培养方式 

1.本领域工程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应重点培养其解决能源与环保领域（非常规能源钻采技

术、环境与水资源相关工程技术）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工程技术创新的能力。为其成为

高层次的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奠定基础。 

2.工程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校企结合的双导师制。应以学校导师为主成立导师团队。

导师团队由企业高水平工程技术人员和多学科交叉的具有较强工程背景的副教授及以上职

称的人员构成，成员不少于 3 人。 

3.导师团队应根据工程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结合重大专项项目的要求、企业生

产的技术需求和博士研究生的基础和特长，在博士研究生入学三个月内指导博士研究生制定

出个人培养计划。培养计划应对课程学习、开题报告、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学位论文等具

体要求和进度做出详细计划。培养计划应由工程博士研究生所在培养单位存档备案。博士研

究生课程学习可与论文工作穿插进行，但最迟要在论文定稿前获得全部学分。 

4.工程博士研究生每年应定期向导师团队进行工作与学习汇报，导师团队应对其工作与

学习情况进行评价。对不适合继续培养的学生进行分流。 

5.校企双方应努力为工程博士研究生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应积极安排和帮助博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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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了解国内外相关工程技术领域的学术动态，开阔视野，活跃学术思

想，掌握技术前沿。 

6.导师和指导团队要重视对博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关心博士研究

生的全面成长，严格要求，严谨治学，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工程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工程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 16 

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 12 学分。 

六、必修环节（包括文献阅读、实践报告、开题报告、中期考核等） 

1．文献阅读 

专业文献阅读及报告是博士研究生了解学科前沿、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有效手段，是培

养博士研究生独立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环节。要求工程博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应充

分阅读中、外文专业文献，至少完成本专业文献阅读 70 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 30

篇，并写出阅读报告（至少 2000 字）。 

2．开题报告 

为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工程博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学术调研，

并结合所承担的工程技术研究与开发中的核心问题，尽早确定论文选题范围，最迟应于第三

学期结束前举行开题报告会。开题报告由培养单位负责组织公开进行。开题报告的原始材料

由培养单位保存至学生毕业备查。 

3．中期考核 

工程博士中期考核实行年度汇报制。在工程博士研究生论文工作期间，导师及指导团队

应按年度对其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及阶段性成果进行检查，按《博士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检查

考核表》所要求的内容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存档；并对论文进展情况及后期工作提出意见和

建议。 

4．教学实践 

工程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至少主持 1 项或参加 2 项工程性科研项目、工程设计或产业

化项目，并能掌握正确的科研方法，具备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对工程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导师提交总结报告，经指导教

师批阅后给出成绩。 

5．科研实践 

工程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需达到学院工程博士毕业成果要求。 

七、申请博士学位学术成果要求 

（一）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其学术成果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发表被 SCI 检索的学术论文 1 篇； 

2.在我校科技处认可的 EI 核心源刊上发表的 2 篇被 EI 检索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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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 1 项； 

4.获得国家级科研奖励署名，或获省部级科研一等奖且署名前 5 名，或获得省部级科研

二等奖且署名前 3 名； 

（二）其它要求 

1.学位申请者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获得的发明专利及获得的科研奖励（发明专利和科

研获奖以证书为准）必须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且署名必须是第一作者或除本人指导教师外

的第一作者。所取得科研成果的第一署名单位均应为吉林大学； 

2.发表的学术论文以现刊或以网上检索到全文为准，录用通知不予认可； 

3.本成果要求从 2013 年入学的工程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八、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实践环节，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审核，授予工程博士学位，同时获得工程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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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环保领域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任课 

教师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必 

 

 

修 

 

 

课 

公共 

0511801001 

0111802001 

0001000001 

博士英语(日语、俄语)一外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36 

20 

4 

2 

1 

1 

1 

1 

讲授 

讲授 

讲座 

考试 

考试 

考试 

专业 

基础 

 

0842604002 
传热与传质学（方向 1 选） 

水资源与环境（方向 2、3 选） 

 

赵勇胜 

48 

48 

3 

3 

1 

1 
讲授 

讲授 

考试 

考试 

专业 

 

0842604004 
非常规能源钻采技术（方向 1 选） 

环境污染控制原理与技术（方向 2、3 选） 

赵勇胜、

董军、邹

东雷 

48 

48 

3 

3 

1 

1 
讲授 

讲授 

考试 

考试 

选 

修 

课 

 

 

0842604007 

岩石破碎理论与技术（方向 1 选） 

岩土钻凿新方法（方向 1 选） 

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方向 2、3 选） 

肖长来、

梁秀娟 

48 

48 

48 

3 

3 

3 

2 

2 

2 

讲授 

讲授 

讲授 

考试 

考试 

考试 

实践 0842604008 工程实践 导师 100 2 3 实践 考查 

工程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 16 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 1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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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领域在职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430130） 

一、培养目标及要求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工程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性学位，侧重于工程应用，主要

是为公司、科研单位、工矿企业和工程建设部门，特别是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培养应用型和复

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环境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达到如下培养要求： 

1．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

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服务。 

2．掌握所从事工程领域的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先

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担负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工作的能力。 

3．掌握一门外国语。 

二、培养方式及学习年限 

1．在职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采取进校不离岗的方式。课程学习实行学分

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实行高等学校与工矿企业或工程技术部门合作培养的

方式进行。 

2．课程学习根据工程硕士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的要求进行，课程学习年限一般为两年，

采取不脱产或半脱产长线授课与分段集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行弹性学制累积学分的办法

获得规定的学分。分段集中授课每学期进行一次，每次时间为一个半月左右。要聘请一批学

术造诣较深，实际工程技术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专家走进课堂。课程内容要适应工程技术和

生产的发展。 

3．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由校内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导师与工矿企业或工程部门内经单

位推荐的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联合指导。来自企业或工程部门

的导师由学校按程序聘为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兼职硕士导师。 

4．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的培养年限一般三年，最长不超过五年。 

三、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1．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课程应针对工程特点和企业需求按工程领域设置。课程设置及

教学内容应具有宽广性和综合性，反映当代工程科学技术发展前沿，适应工程技术和生产的

发展需要。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技术课、应用技术

课。可分为学位课程与非学位课程两类。 

2．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获得的总学分应不少于 34 学分，其中学位课学分不少

于 23 学分，非学位课学分，不少于 11 学分。 



环境与资源学院 

 37 

3．课程设置框架及必修环节： 

学位课：                           520 学时/23 学分 

（1）公共课：                      280 学时/11 学分 

①自然辩证法                        40 学时/2 学分 

②第一外国语基础外语            120 学时/4 学分 

对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外语要求是比较熟练地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专业外语的 30

学时由专业组织教学及训练，并负责考核。 

③数值计算方法 

（数学课程要求掌握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数学方法，教学中应注重数学知识与实际应用

的结合）           60 学时/3 学分 

④信息检索 

⑤知识产权 

（2）技术基础课及专业技术课：  480 学时/24 学分 

可根据本领域所需知识结构列出若干门课程由导师和学生根据论文工作需要从中选择

11 学分。 

必修环节： 

（4）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由专业组织在课程结束后进行。 

（5）论文工作中期报告：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半年，由专业组织工程硕士生撰写论文工

作中期报告，报告自己论文工作完成的内容及进展情况。 

四、学位论文及要求 

1．论文工作阶段要求培养工程硕士生的文献查阅能力、理论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动手能力、完成工程技术攻关技术改造、工程设计的能力及知识综合运用的能力等，以

保证使工程硕士生真正具备单独担负工程技术及工程管理工作能力。 

2．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

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工程项目策划、工程设计或技术改造项目，可以是技术攻关研究专题，可

以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论文选题应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先进

性和工作量，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3．论文形式： 

①工程设计 

②研究论文 

4．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工作一般不应少于一年时间。论文工作可与课程学习交叉进行，

也可在课程学习结束后在原单位进行论文工作。为确保论文的质量，指导教师应尽早确定学

生的论文选题范围，选送学生的部门企业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为其论文选题创造必要的

条件，并为其指派符合兼职导师条件的厂方导师。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经由学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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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组织的开题评审小组审核同意后，确定论文题目、制定论文工作计划。 

5.学位论文的评审标准及答辩要求 

①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审核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际

问题的能力；审核学位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审核其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新思想、

新方法和新进展；审核其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计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审核其创造的经济效

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②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符合学位条

例要求，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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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领域在职工程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学位课 非学位课 备注 

必修课 

1 自然辩证法 MY00400500 40 2 考试 * 李桂花  

2 外语 MY00400200 120 4 考试 * 邹荣华  

3 数值计算方法 ME24406800 60 3 考试 * 付志国  

4 信息检索 MY00401000 20 1 考试 * 吕聪  

5 知识产权 MY00400900 20 1 考试 * 吕聪  

6 高等环境化学 ME24408700 48 3 考试 * 张凤君  

7 现代水处理技术 ME24408800 48 3 考试 * 邹东雷  

8 固体废物处理新技术 ME24408900 48 3 考试 * 迟子芳、董军 

 
9 环境生物技术 ME24409000 48 3 考试 * 刘娜 

10 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ME24409100 48 3 考试 *  

11 污染场地修复新技术 ME24402700 48 3 考试 * 赵勇胜、秦传玉 

12 计算机在环境中的应用 E24409200 48 3 考试  * 朴云仙 

任选课 

1 水处理数学模型 ME24409300 40 2 考查  * 

从
中
选
择 

1
1
 
 

学
分 

2 膜分离技术 ME24409400 40 2 考查 张凤君 * 

3 环境化工基础 ME24409500 40 2 考查 孙文田 * 

4 环境监测技术 ME24409600 40 2 考查 张婷娣、王显胜 * 

5 环境毒理学 ME24409700 40 2 考查 任何军 * 

6 水环境模拟技术与方法 E24402800 40 2 考查 洪梅 * 

7 地下水模拟污染与治理 E24409800 40 2 考查 洪梅 * 

8 环境影响评价进展 ME24409900 40 2 考查 秦传玉 * 

9 环境系统工程 ME24410000 40 2 考查 王宪恩 * 

10 环境生态工程 ME24402900 40 2 考查 李昭阳、汤洁  

11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E24410200 30 1 考查 罗克全  

12 专业文献阅读及报告 ME24410100 20 1 考查 安永磊、冯威  

13 学术前沿专题讲座 ME24408500 48 3    

说明：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获得的总学分应不少于 34 学分，其中学位课

学分不少 23 学分，非学位课学分，不少于 1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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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业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0818Z4） 

本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硕士学位授予权 

一、学科研究方向及研究生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生导师 

1 
地下水资源寻找、评

价与管理 

研究“人类－自然”共同作用下的区域地下水循环模式及

水化学演化机理；地下水资源的赋存、富集规律及其勘

查与资源评价技术；地表水与地下水联合优化调度理论

与方法；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三水联合模拟与科学

管理等。 

林学钰肖长来苏

小四王福刚冶雪

艳 

2 
地下水开发利用的环

境生态效应 

研究地下水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环境地质与生态效应的形

成机理与调控技术；后备淡水资源的开发和存储技术；

地下水资源安全保障的理论体系，预警模型和应变机制。 

林学钰肖长来苏

小四杜新强 

3 
地下水、土污染的控

制与修复 

水、土环境污染调查评价、污染控制和修复，特别是对

污染的土壤、包气带和地下水的控制和治理；研究污染

物在包气带和地下水环境中的存在形式、迁移转化规律、

污染物扩散的控制理论和方法、污染场地或地下含水层

的恢复和治理技术。 

林学钰杨悦锁苏

小四董维红张玉

玲张文静 

4 
地下能源开发与废弃

物处置的理论与应用 

研究地下深部空间介质中多相流体流动、水-岩-气相互

作用、溶质及热运移、应力场变化等过程的机理；研发

渗流场-温度场-化学场-应力场多场耦合的模拟程序，解

决 CO2和核废料地质处置和地下能源开发中的水、热、

盐、应力变化等科学问题，以及上述过程对地下环境的

影响。 

许天福王福刚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 

1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学风严谨，具有实事求是、不断追

求新知、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2 掌握地下水科学与工程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3 
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组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

造性成果。 

4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5 有健康的体魄。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 

1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较强的事业心，积极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 

树立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掌握坚实的地下水科学与工程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掌握必要的实验技能和计算机技术；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了解

本学科的进展与动向，能解决本学科领域的科学问题并有新的见解。 

3 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地运用于本专业。 

4 具有健康的体魄，具备必要的社会实践经验。 

5 有健康的体魄 

三、学习年限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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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养方式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式：[导师负责制]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导师负责制]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 16 

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 12 学分。 

六、学位论文与必修环节基本要求 

博士研究生 

1、文献阅读（明确阅读文献种类及数量） 

专业文献阅读及报告是博士研究生了解学科前沿、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有效手段，是

培养博士研究生独立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环节。要求博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学年，需要

阅读大量的国内外文献，文献阅读量应在 100 篇以上，其中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文献不少

60 篇，至少 1/2 以上应为国外文献，综述全文应不少于 5000 字，经指导教师批阅后给出

成绩，合格者获得 1 个必修学分。 

2、开题报告（明确开题时间） 

为了规范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撰写，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实行开题报告制度，合格者

获得 1 个必修学分。 

（1）博士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学术调研，并确定论文选题范围，

在此基础上完成开题报告的撰写，并在课程学习结束后的学期初提交给导师。 

（2）第三学期结束前举行开题报告会。 

（3）报告人应就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观点、立论、论据、主要内容及创新点提纲挈领地

向评审委员会汇报。 

（4）开题报告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博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

开题报告经答辩、审查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撰写阶段。开题报告未能通过的研究生不能

进入论文撰写阶段，须在两个月内申请重新开题。第二次开题仍未通过者，将不能参加本

学年的博士论文答辩。 

（5）开题报告应当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字数不少于 15000 字。 

（6）开题报告的原始材料由各培养单位保存至学生毕业备查。 

3、中期考核（明确考核时间及考核内容） 

（1）为了督促研究生按时、高质量地完成学位论文，实行中期考核制度，要对博士研究

生的论文工作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按《博士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考核表》所要求的内

容进行考核，填写“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表”，考核结果存档。 

（2）中期考核在第五学期结束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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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期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博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研究

生须提交详细的学位论文提纲，并对论文进展情况及后期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中期检查

不合格者，将延长其论文工作时间，推迟毕业论文答辩时间。 

（4）已经通过开题报告的研究生必须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不合格的研究生须申请重

新考核，考核通过后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4、教学实践（明确教学内容及授课对象） 

博士研究生教学实践工作可以是承担本科生课程或担任助教（理论课）、参与本科生

实习工作、承担硕士研究生或本科生实验课程。对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

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5、科研实践（明确实践内容、时间及应达到的水平） 

博士研究生科研实践工作可以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导师研究课题，协助导师开展

各种科研相关工作。对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

结报告。 

6、社会实践（明确实践内容） 

博士研究生社会实践具体内容可以是开展科技服务，协助实践单位解决科研、生产中

的某些技术或管理问题；开展人员培训或进行科技、管理、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务；结合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了解国情，接触社会。对博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考核

由学生本人于实践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7、学术活动（明确参加学术活动次数）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参加至少 6 个以上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公开举行的学术报告或

学术讲座。博士研究生本人于活动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8、发表论文数量（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的情况做出具体要求） 

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数量应达到学院博士毕业成果要求。 

硕士研究生 

1、文献阅读（明确阅读文献种类及数量） 

（1）专业文献阅读及报告是研究生了解学科前沿、掌握学科发展动态、进一步巩固基础、

扩宽学术视野、加大知识储备量的有效手段，是培养研究生独立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环节。

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专业文献阅读和综述报告的撰写工作。 

（2）研究生完成文献阅读量应在 60 篇以上，其中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文献不少 30 篇，

至少 1/2 以上应为国外文献。 

（3）研究生完成专业文献阅读后，要对阅读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并撰写综述报

告。综述报告不少于 2000 字。 

（4）文献阅读及报告在入学后第一学年内完成。文献阅读报告经导师批阅合格后，研究

生可获一个学分。未能完成文献阅读及综述报告的研究生不能参加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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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题报告（明确开题时间） 

（1）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学术调研，并确定论文选题范围，在

此基础上完成开题报告的撰写，并在课程学习结束后的学期初提交给导师。 

（2）开题报告会应在第三学期结束前进行，开题报告通过者获得 1 个必修学分。开题报

告的有关材料由学院教科研办保存至硕士研究生毕业备查。 

（3）报告人应就自己硕士学位论文的观点、立论、论据、主要内容提纲挈领地向评审委

员会汇报。 

（4）开题报告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本学科硕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组

成，考核方式以答辩方式进行，考核结果报学院教科研办备查。开题报告通过后，研究生

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论文工作计划。 

（5）开题报告经答辩、审查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撰写阶段。开题报告未能通过的研究

生不能进入论文撰写阶段，须在两个月内申请重新开题。第二次开题仍未通过者，将不能

参加本学年的硕士论文答辩。 

（6）开题报告应当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字数不少于 5000 字。 

3、中期考核（明确考核时间及考核内容） 

在硕士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为了督促研究生按时、高质量地完成学位论文，实行中

期考核制度。 

（1）中期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本学科硕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组成，

按《硕士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考核表》所要求的内容进行考核，考核小组对硕士研究

生的论文工作情况提出意见和下一步工作建议。 

（2）中期考核在第五学期结束前进行。填写“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学位论文工作中期

检查表”，备案保存。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将延长其论文工作时间，推迟毕业论文答辩时

间。 

（3）研究生须提交详细的学位论文提纲，并报告论文的进展情况。 

（4）已经通过开题报告的研究生必须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不合格的研究生须申请重

新考核考核通过后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4、教学实践（明确教学内容及授课对象） 

硕士研究生教学实践工作可以是担任本科生课程助教（理论课）、参与本科生实习工

作、承担本科生实验课程。对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

提交总结报告。 

5、科研实践（明确实践内容、时间及应达到的水平） 

硕士研究生科研实践工作可以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导师研究课题，协助导师开展

各种科研相关工作。对硕士研究生的科研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

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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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实践（明确实践内容） 

硕士研究生社会实践具体内容可以是开展科技服务或进行科技、管理、法律等方面的

咨询服务，协助实践单位解决科研、生产中的某些技术或管理问题；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进行专题调研，了解国情，接触社会。对硕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实

践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7、学术活动（明确参加学术活动次数）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至少 6 个以上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公开举行的学术报告或学

术讲座。学生本人于活动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8、发表论文数量（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的情况做出具体要求） 

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数量应达到学院硕士毕业成果要求。 



环境与资源学院 

 45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1、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12学分   

（1）公共必修课，7学分（全选）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公共 

00010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20 1 1  

讲授 考试 0111802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 36 2 2  

0511801001 博士英语一外  4 1  

（2）专业课、专业基础课，至少选6学分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基础 
0812604243 地下水资源评价与管理（Ⅱ） 40 2 2 肖长来  王福刚 

讲授 考试 

0812604244 地下水环境生态效应（Ⅱ） 40 2 2 董维红  卞建民 

专业 

0812604245 
地下水多相多组分溶质运移的理

论与模拟（Ⅱ） 
40 2 1 许天福  王福刚 

0812604103 
地下水土污染的修复理论与技术

（Ⅱ） 
40 2 2 张玉玲  董维红 

2、选修课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选修 

0812604107 水资源模拟与管理 40 2 2 卢文喜  冶雪艳 

讲授 考查 

0822604110 环境同位素水文学 40 2 2 杨峰田  苏小四 

0812604109 包气带水热盐运移的理论与模拟 40 2 2 王福刚  卞建民 

0822604251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题 40 2 2 教授每人 4 学时 

011180200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0 0 1、2  

0521801004 英语二外 60 3 1  

3、必修环节，2学分（全选）    

系统录入后审核通

过即得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考核方式 

文献阅读  1 2  
提交报告 

开题报告  1 3  

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 16 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 1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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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1、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20学分   

（1）公共必修课，7学分（全选）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公共 

00010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20 1 1  

讲授 考试 
01218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与实践研究 36 2 2  

0521801001 硕士英语一外 100 3 1  

012180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2  

（2）专业课、专业基础课，至少选13学分，其中专业基础课至少选4学分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基础 

0721301004 现代数值计算方法★ 60 3 1 ★表示必选课程 

讲授 考试 

0822604247 
地下水多相多组分溶质运移的理论与

模拟（Ⅰ） 
40 2 1 许天福 王福刚 

0822604248 地下水资源评价与管理（Ⅰ） 40 2 1 杜新强  冶雪艳 

专业 

0822604249 地下水环境生态效应（Ⅰ） 40 2 1 张文静  卞建民 

0822604250 地下水土污染的控制与修复技术（Ⅰ） 40 2 2 张玉玲  张文静 

0822604251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题★ 40 2 2 
教授每人4学时 

★表示必选课程 
讲授 报告 

2、选修课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选修 

0822604106 裂隙岩溶水文地质 40 2 2 王福刚  姜振蛟 

讲授 考查 

0822604109 地质灾害分析与防治 40 2 1 冯波  万玉玉 

0822604110 环境同位素水文学 40 2 2 杨峰田  苏小四 

0822604111 水资源现代技术方法 40 2 1 梁秀娟  方樟 

0822604112 Water in Environment 40 2 2 杨悦锁  路莹 

0822604113 水文地球化学模拟 40 2 1 董维红  张文静 

0822604114 GIS 技术在水文地质中的应用 40 2 1 张博  罗建男 

0822604115 地下水环境微生物技术 40 2 2 张玉玲  万玉玉 

0822604230 现代环境样品前处理技术实验 40 2 2 高松   

0722604053 科技论文写作 20 1 1 陈继红   

0722604054 网上专业文献检索 30 1.5 1 陈继红   

3、必修环节，2学分（全选）    

系统录入后审核通

过即得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考核方式 

文献阅读  1 2  
提交报告 

开题报告  1 3  

三年制硕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32]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

[20]学分，★表示为必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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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方案（0818Z4） 

本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硕士学位授予权 

一、学科研究方向及研究生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博士生导师 

1 
地下水资源寻

找、评价与管理 

研究“人类－自然”共同作用下的区域地下水循环模式及水化学演化机

理；地下水资源的赋存、富集规律及其勘查与资源评价技术；地表水

与地下水联合优化调度理论与方法；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三水联

合模拟与科学管理等。 

林学钰、肖长来、

苏小四、杜新强 

2 

地下水开发利

用的环境生态

效应 

研究地下水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环境地质与生态效应的形成机理与调控

技术；后备淡水资源的开发和存储技术；地下水资源安全保障的理论

体系，预警模型和应变机制。 

林学钰、肖长来、

董维红 

3 
地下水、土污染

的控制与修复 

水、土环境污染调查评价、污染控制和修复，特别是对污染的土壤、

包气带和地下水的控制和治理；研究污染物在包气带和地下水环境中

的存在形式、迁移转化规律、污染物扩散的控制理论和方法、污染场

地或地下含水层的恢复和治理技术。 

林学钰、杨悦锁、

苏小四、 

4 

地下能源开发

与废弃物处置

的理论与应用 

研究地下深部空间介质中多相流体流动、水-岩-气相互作用、溶质及热

运移、应力场变化等过程的机理；研发渗流场-温度场-化学场-应力场

多场耦合的模拟程序，解决 CO2和核废料地质处置和地下能源开发中

的水、热、盐、应力变化等科学问题，以及上述过程对地下环境的影

响。 

许天福、王福刚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 

1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学风严谨，具有实事求是、不断追求新知、

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2 掌握地下水科学与工程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3 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组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 

4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5 有健康的体魄。 

三、学习年限 

 本硕博连读生学习年限：[5年] 

四、培养方式 

 本学科本硕博连读生培养方式：[导师负责制]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五年制本硕博连读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40]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低于[28]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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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位论文与必修环节基本要求 

1、文献阅读（明确阅读文献种类及数量） 

专业文献阅读及报告是研究生了解学科前沿、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有效手段，是培养研究生独立

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环节。要求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入学后在第三学期结束前，需要阅读大量的国内外

文献，文献阅读量应在 100 篇以上，其中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文献不少 60 篇，至少 1/2 以上应为国外

文献，综述全文应不少于 5000 字，经指导教师批阅后给出成绩，合格者获得 1 个必修学分。 

2、开题报告（明确开题时间） 

为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学术调研，尽早确

定论文选题范围，最迟应于第五学期结束前举行开题报告会。开题报告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博士生

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开题报告的原始材料由各培养单位保存至学生毕业备查。合

格者获得 1 个必修学分。 

3、中期考核（明确考核时间及考核内容） 

在第七学期结束前进行博士研究生论文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博士生指导教师或

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按《博士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考核表》所要求的内容进行考核，填

写“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表”，考核结果存档；并对论文进展情况及后期工

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将延长其论文工作时间，推迟毕业论文答辩时间。 

4、教学实践（明确教学内容及授课对象）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教学实践工作可以是承担本科生课程或担任助教（理论课）、参与本科生实习工

作、承担硕士研究生或本科生实验课程。对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

交总结报告。 

5、科研实践（明确实践内容、时间及应达到的水平）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科研实践工作可以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导师研究课题，协助导师开展各种

科研相关工作。对研究生的科研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6、社会实践（明确实践内容）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社会实践具体内容可以是开展科技服务，协助实践单位解决科研、生产中的某

些技术或管理问题；开展人员培训或进行科技、管理、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务；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进行专题调研，了解国情，接触社会。对博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实践完成后向

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7、学术活动（明确参加学术活动次数）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参加至少 6 个以上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公开举行的学术报告或学术讲

座。博士研究生本人于活动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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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硕博连读研究生课程设置 

1、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28学分   

（1）公共必修课，8学分（全选）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公共 

00010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20 1 1  

讲授 考试 

0577801001 英语一外 100 4 1  

01778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与实践研究 36 1 1  

017780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  

017780200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 36 1 2  

（2）专业课、专业基础课，至少选20学分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基础 

0721301004 现代数值计算方法★ 60 3 1 ★表示必选课程 

讲授 考试 

0877604020 地下水资源评价与管理（Ⅰ） 40 2 1 杜新强、冶雪艳 

0877604021 地下水资源评价与管理（Ⅱ） 40 2 2 肖长来、王福刚 

0877604022 地下水环境生态效应（Ⅰ） 40 2 1 张文静、卞建民 

0877604023 地下水环境生态效应（Ⅱ） 40 2 2 董维红、卞建民 

专业 

0877604024 地下水土污染的修复理论与技术 60 3 2 张玉玲、董维红、张文静 

0877604025 地下水多相多组分溶质运移的理论与模拟 60 3 3 许天福、王福刚、田海龙 

0877604026 水文地球化学模拟 40 2 1 董维红、张文静 

0877604027 包气带水热盐运移的理论与模拟 40 2 2 王福刚、卞建民 

0877604028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题★ 60 3 2 
教授每人4学时 

★表示必选课程 
讲授 报告 

2、选修课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选修 

0877604029 地质灾害分析与防治 40 2 1 冯波、万玉玉 

讲授 考查 

0877604030 GIS 技术在水文地质中的应用 40 2 1 张博、罗建男 

0877604031 Water in Environment 40 2 2 杨悦锁、路莹 

0877604032 地下水环境微生物技术 40 2 2 张玉玲、万玉玉 

0877604033 裂隙岩溶水文地质 40 2 2 王福刚姜振蛟 

0877604034 环境同位素水文学 40 2 2 苏小四、杨峰田 

0877604035 现代环境样品前处理技术实验 40 2 2 高松 

0877604036 科技论文写作 20 1 1 陈继红 

3、必修环节，2学分（全选）    

系统录入后审核通

过即得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考核方式 

文献阅读  1 3  
提交报告 

开题报告  1 5  

五年制本硕博连读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40]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低于[28]学分。★表示必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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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学及水资源专业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081501） 

本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硕士学位授予权 

一、学科研究方向及研究生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生导师 

1 
现代水资源评价

与管理 

研究水资源勘察、评价，可持续利用的理论和技术方法；

水资源利用的综合优化调度；进行数字地下水系统及数字

水资源系统研究。 

卢文喜梁秀娟卞建民

李鸿雁鲍新华张博杨

青春 

2 水环境与水生态 

研究水环境系统的过程与机理、模拟与调控。研究水资源

开发利用中出现的各种生态环境负效应问题及其解决途

径。 

卢文喜卞建民鲍新华

张博 

3 
水土环境模拟控

制与修复 

主要研究土地、水资源污染的模拟，建立计算机模型模拟

污染质在环境中的迁移过程；研究污染的控制理论与方

法，以及污染的恢复治理措施等。 

梁秀娟卞建民张博 

4 
水文预报及水文

流域模型 

主要研究河道洪水预报、中长期径流预报以及流域旱涝趋

势预测；流域水文模型及流域水文循环模拟；气候变化及

其流域水文要素响应等。 

梁秀娟李鸿雁张博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 

1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学风严谨，具有实事求是、不断追求新

知、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2 掌握水文学及水资源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3 
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组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

成果。 

4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5 有健康的体魄。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 

1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较强的事业心，积极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 

树立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掌握坚实的水文学及水资源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

必要的实验技能和计算机技术；具备必要的社会实践经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

术工作的能力；了解本学科的进展与动向，能解决本学科领域的科学问题并有新的见解。 

3 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地运用于本专业。 

4 具有健康的体魄。 

三、学习年限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 

四、培养方式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式：[导师负责制]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导师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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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 16 学

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 12 学分。 

六、学位论文与必修环节基本要求 

博士研究生 

1、文献阅读（明确阅读文献种类及数量） 

专业文献阅读及报告是博士研究生了解学科前沿、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有效手段，是培养博士

研究生独立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环节。要求博士研究生入学后的第一学年，需要阅读大量的国内外

文献，文献阅读量应在 100 篇以上，其中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文献不少 60 篇，至少 1/2 以上应为国

外文献，综述全文应不少于 5000 字，经指导教师批阅后给出成绩，合格者获得 1 个必修学分。 

2、开题报告（明确开题时间） 

为了规范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撰写，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实行开题报告制度，合格者获得 1 个

必修学分。 

（1）博士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学术调研，并确定论文选题范围，在此基础上

完成开题报告的撰写，并在课程学习结束后的学期初提交给导师。 

（2）第三学期结束前举行开题报告会。 

（3）报告人应就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观点、立论、论据、主要内容及创新点提纲挈领地向评审委员

会汇报。 

（4）开题报告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博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开题报告经

答辩、审查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撰写阶段。开题报告未能通过的研究生不能进入论文撰写阶段，

须在两个月内申请重新开题。第二次开题仍未通过者，将不能参加本学年的博士论文答辩。 

（5）开题报告应当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字数不少于 15000 字。 

（6）开题报告的原始材料由各培养单位保存至学生毕业备查。 

3、中期考核（明确考核时间及考核内容） 

（1）为了督促研究生按时、高质量地完成学位论文，实行中期考核制度，要对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工

作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按《博士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考核表》所要求的内容进行考核，填写“吉

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表”，考核结果存档。 

（2）中期考核在第五学期结束前进行。 

（3）中期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博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研究生须提交详

细的学位论文提纲，并对论文进展情况及后期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将延长其

论文工作时间，推迟毕业论文答辩时间。 

（4）已经通过开题报告的研究生必须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不合格的研究生须申请重新考核，考

核通过后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4、教学实践（明确教学内容及授课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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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教学实践工作可以是承担本科生课程或担任助教（理论课）、参与本科生实习工作、

承担硕士研究生或本科生实验课程。对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

提交总结报告。 

5、科研实践（明确实践内容、时间及应达到的水平） 

博士研究生科研实践工作可以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导师研究课题，协助导师开展各种科研

相关工作。对博士研究生的科研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6、社会实践（明确实践内容） 

博士研究生社会实践具体内容可以是开展科技服务，协助实践单位解决科研、生产中的某些技

术或管理问题；开展人员培训或进行科技、管理、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务；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进行专题调研，了解国情，接触社会。对博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实践完成后向

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7、学术活动（明确参加学术活动次数） 

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参加至少 6 个以上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公开举行的学术报告或学术讲座。

博士研究生本人于活动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8、发表论文数量（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的情况做出具体要求） 

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数量应达到学院博士毕业成果要求。 

硕士研究生 

1、文献阅读（明确阅读文献种类及数量） 

（1）专业文献阅读及报告是研究生了解学科前沿、掌握学科发展动态、进一步巩固基础、扩宽学术

视野、加大知识储备量的有效手段，是培养研究生独立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环节。研究生在导师的

指导下完成专业文献阅读和综述报告的撰写工作。 

（2）研究生完成文献阅读量应在 60 篇以上，其中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文献不少 30 篇，至少 1/2 以

上应为国外文献。 

（3）研究生完成专业文献阅读后，要对阅读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并撰写综述报告。综述报

告不少于 2000 字。 

（4）文献阅读及报告在入学后第一学年内完成。文献阅读报告经导师批阅合格后，研究生可获一个

学分。未能完成文献阅读及综述报告的研究生不能参加开题报告。 

2、开题报告（明确开题时间） 

（1）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学术调研，并确定论文选题范围，在此基础上完

成开题报告的撰写，并在课程学习结束后的学期初提交给导师。 

（2）开题报告会应在第三学期结束前进行，开题报告通过者获得 1 个必修学分。开题报告的有关材

料由学院教科研办保存至硕士研究生毕业备查。 

（3）报告人应就自己硕士学位论文的观点、立论、论据、主要内容提纲挈领地向评审委员会汇报。 

（4）开题报告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本学科硕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组成，考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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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答辩方式进行，考核结果报学院教科研办备查。开题报告通过后，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

论文工作计划。 

（5）开题报告经答辩、审查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撰写阶段。开题报告未能通过的研究生不能进入

论文撰写阶段，须在两个月内申请重新开题。第二次开题仍未通过者，将不能参加本学年的硕士论

文答辩。 

（6）开题报告应当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字数不少于 5000 字。 

3、中期考核（明确考核时间及考核内容） 

在硕士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为了督促研究生按时、高质量地完成学位论文，实行中期考核制

度。 

（1）中期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本学科硕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组成，按《硕士研

究生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考核表》所要求的内容进行考核，考核小组对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情况提

出意见和下一步工作建议。 

（2）中期考核在第五学期结束前进行。填写“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表”，

备案保存。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将延长其论文工作时间，推迟毕业论文答辩时间。 

（3）研究生须提交详细的学位论文提纲，并报告论文的进展情况。 

（4）已经通过开题报告的研究生必须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不合格的研究生须申请重新考核考核

通过后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4、教学实践（明确教学内容及授课对象） 

硕士研究生教学实践工作可以是担任本科生课程助教（理论课）、参与本科生实习工作、承担本

科生实验课程。对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5、科研实践（明确实践内容、时间及应达到的水平） 

硕士研究生科研实践工作可以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导师研究课题，协助导师开展各种科研

相关工作。对硕士研究生的科研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6、社会实践（明确实践内容） 

硕士研究生社会实践具体内容可以是开展科技服务或进行科技、管理、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协助实践单位解决科研、生产中的某些技术或管理问题；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

了解国情，接触社会。对硕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实践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7、学术活动（明确参加学术活动次数）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至少 6 个以上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公开举行的学术报告或学术讲座。学

生本人于活动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8、发表论文数量（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的情况做出具体要求） 

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数量应达到学院硕士毕业成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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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学及水资源专业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1、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12学分   

（1）公共必修课，7学分（全选）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公共 

00010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20 1 1  

讲授 考试 0111802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 36 2 2  

0511801001 博士英语一外  4 1  

（2）专业课、专业基础课，至少选6学分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基础 
0812604247 现代水资源评价与管理（Ⅱ） 40 2 2 卢文喜  鲍新华 

讲授 考试 
0812604248 水文预报及水文流域模型（Ⅱ） 40 2 1 李鸿雁  方樟 

专业 
0812604249 水环境与水生态（Ⅱ） 40 2 2 卞建民  董维红 

0812604250 水土环境模拟控制与修复（Ⅱ） 40 2 2 张玉玲  张文静 

2、选修课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选修 

0812604207 水资源综合规划与合理配置 40 2 2 冶雪艳  卞建民 

讲授 考查 

0812604251 现代水文信息技术 40 2 1 张博  罗建男 

0812604102 应用水文地质学 40 2 1 肖长来  杜新强 

0822604251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题 40 2 2 教授每人 4 学时 

011180200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0 0 1、2  

0521801004 英语二外 60 3 1  

3、必修环节，2学分（全选）    

系统录入后审核通

过即得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考核方式 

文献阅读  1 2  
提交报告 

开题报告  1 3  

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 16 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 1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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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学及水资源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1、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20学分   

（1）公共必修课，7学分（全选）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公共 

00010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20 1 1  

讲授 考试 
01218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与实践研究 36 2 2  

0521801001 硕士英语一外 100 3 1  

012180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2  

（2）专业课、专业基础课，至少选13学分，其中专业基础课至少选4学分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基础 

0721301004 现代数值计算方法★ 60 3 1 ★表示必选课程 

讲授 考试 

0822604252 现代水资源评价与管理（Ⅰ） 40 2 1 梁秀娟  辛欣 

0822604253 水环境与水生态（Ⅰ） 40 2 1 卞建民  冯波 

专业 

0822604254 水土环境模拟控制与修复（Ⅰ） 40 2 2 张玉玲  张文静 

0822604255 水文预报及水文流域模型（Ⅰ） 40 2 1 李鸿雁  方樟 

0822604251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题★ 40 2 2 
教授每人4学时 

★表示必选课程 
讲授 报告 

2、选修课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选修 

0812604102 应用水文地质学 40 2 1 肖长来  杜新强 

讲授 考查 

0822604110 环境同位素水文学 40 2 2 杨峰田  苏小四 

0822604111 水资源现代技术方法 40 2 1 梁秀娟  方樟 

0822604112 Water in Environment 40 2 2 杨悦锁  路莹 

0822604207 现代水文模型 40 2 2 辛欣  张博 

0822604208 水环境评价及保护 40 2 1 卞建民  冯波 

0822604504 产汇流理论 40 2 2 李鸿雁  吕航 

0822604230 现代环境样品前处理技术实验 40 2 2 高松   

0722604053 科技论文写作 20 1 1 陈继红   

0722604054 网上专业文献检索 30 1.5 1 陈继红   

3、必修环节，2学分（全选）    

系统录入后审核通

过即得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考核方式 

文献阅读  1 2  
提交报告 

开题报告  1 3  

三年制硕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32]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20]学分，★表示为

必选课程。 

 

 

 

  



研究生培养方案 

  56 

水文学及水资源专业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方案（081501） 

本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和硕士学位授予权 

一、学科研究方向及研究生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博士生导师 

1 
现代水资源评

价与管理 

研究水资源勘察、评价，可持续利用的理论和技术方法；水

资源利用的综合优化调度；进行数字地下水系统及数字水资

源系统研究。 

卢文喜、梁秀娟、

卞建民、李鸿雁 

2 
水环境与水生

态 

研究水环境系统的过程与机理、模拟与调控。研究水资源开

发利用中出现的各种生态环境负效应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卢文喜、卞建民 

3 
水土环境模拟

控制与修复 

主要研究土地、水资源污染的模拟，建立计算机模型模拟污

染质在环境中的迁移过程；研究污染的控制理论与方法，以

及污染的恢复治理措施等。 

梁秀娟、卞建民 

4 
水文预报及水

文流域模型 

主要研究河道洪水预报、中长期径流预报以及流域旱涝趋势

预测；流域水文模型及流域水文循环模拟；气候变化及其流

域水文要素响应等。 

李鸿雁、梁秀娟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 

1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学风严谨，具有实事求是、不断追求

新知、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2 掌握水文与水资源科学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3 
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组织解决重大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

性成果。 

4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具有撰写学术论文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5 有健康的体魄。 

三、学习年限 

 本硕博连读生学习年限：[5年] 

四、培养方式 

 本学科本硕博连读生培养方式：[导师负责制]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五年制本硕博连读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40]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低于[28]学

分。 

六、学位论文与必修环节基本要求 

1、文献阅读（明确阅读文献种类及数量） 

专业文献阅读及报告是研究生了解学科前沿、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有效手段，是培养

研究生独立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环节。要求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入学后在第三学期结束前，

需要阅读大量的国内外文献，文献阅读量应在 100 篇以上，其中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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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 60 篇，至少 1/2 以上应为国外文献，综述全文应不少于 5000 字，经指导教师批阅后

给出成绩，合格者获得 1 个必修学分。 

2、开题报告（明确开题时间） 

为确保学位论文的质量，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学术调

研，尽早确定论文选题范围，最迟应于第五学期结束前举行开题报告会。开题报告考核小

组由本学科 3-5 名博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开题报告的原始材料由

各培养单位保存至学生毕业备查。，合格者获得 1 个必修学分。 

3、中期考核（明确考核时间及考核内容） 

在第七学期结束前进行博士研究生论文中期考核，中期考核小组由本学科 3-5 名博士

生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按《博士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考核表》所

要求的内容进行考核，填写“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表”，考核结

果存档；并对论文进展情况及后期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将延长其论

文工作时间，推迟毕业论文答辩时间。 

4、教学实践（明确教学内容及授课对象）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教学实践工作可以是承担本科生课程或担任助教（理论课）、参与

本科生实习工作、承担硕士研究生或本科生实验课程。对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考核由学生本

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5、科研实践（明确实践内容、时间及应达到的水平）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科研实践工作可以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导师研究课题，协助导

师开展各种科研相关工作。对研究生的科研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

总结报告。 

6、社会实践（明确实践内容）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社会实践具体内容可以是开展科技服务，协助实践单位解决科研、

生产中的某些技术或管理问题；开展人员培训或进行科技、管理、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了解国情，接触社会。对博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

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实践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7、学术活动（明确参加学术活动次数） 

本硕博连读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参加至少 6 个以上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公开举行的学术

报告或学术讲座。博士研究生本人于活动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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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学及水资源专业本硕博连读研究生课程设置 

1、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28学分   

（1）公共必修课，8学分（全选）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公共 

00010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20 1 1  

讲授 考试 

0577801001 英语一外 100 4 1  

01778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与实践研究 36 1 1  

017780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  

0177802004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 36 1 2  

（2）专业课、专业基础课，至少选20学分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基础 

0721301004 现代数值计算方法★ 60 3 1 ★表示必选课程 

讲授 考试 

0877604037 现代水资源评价与管理（Ⅰ） 40 2 1 梁秀娟、辛欣 

0877604038 现代水资源评价与管理（Ⅱ） 40 2 2 卢文喜、鲍新华 

0877604041 水土环境模拟控制与修复 60 3 2 张玉玲、张文静、吕航 

0877604042 水文预报及水文流域模型 60 3 3 李鸿雁、方樟、李峰平 

专业 

0877604039 水环境与水生态（Ⅰ） 40 2 1 卞建民、冯波 

0877604040 水环境与水生态（Ⅱ） 40 2 2 卞建民、董维红 

0877604043 应用水文地质学 40 2 3 肖长来、杜新强 

0877604025 地下水多相多组分溶质运移的理论与模拟 60 3 3 许天福、王福刚 

0877604028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题★ 60 3 2 
教授每人4学时 

★表示必选课程 
讲授 报告 

2、选修课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选修 

0877604044 水资源现代技术方法 40 2 1 梁秀娟、方樟 

讲授 考查 

0877604045 现代水文信息技术 40 2 1 张博、罗建男 

0877604031 Water in Environment 40 2 2 杨悦锁、路莹 

0877604034 环境同位素水文学 40 2 2 苏小四、杨峰田 

0877604047 现代水文模型 40 2 2 辛欣、张博 

0877604035 现代环境样品前处理技术实验 40 2 2 高松 

0877604036 科技论文写作 20 1 1 陈继红 

3、必修环节，2学分（全选）    

系统录入后审核通

过即得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任课教师 考核方式 

文献阅读  1 3  
提交报告 

开题报告  1 5  

五年制本硕博连读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40]学分，其中学位课程不低于[28]学分。★表示必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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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081504） 

本学科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一、学科研究方向及研究生导师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生导师 

1 
数字流域及流

域水管理 

以“3S”等数字技术作为技术支撑，以不同尺度的流域为研究

对象，探索水分的形成与运动、变异与转化、污染与防治、

开发与利用、调控与管理。研究人类活动对水循环的影响，

水循环变异对生态系统的作用。确定流域水资源、水环境、

水生态的最佳保护、利用、调控策略，在流域尺度上实现人

与自然的协同演进和可持续发展。 

卢文喜李鸿雁鲍新

华张博 

2 
农田水分调控

及节水灌溉 

研究农田水分、盐分、养分、污染物的迁移规律及调控措施。

以水——土——作物的关系为基础，提高各个环节的水分转

化利用率。探讨农田水分循环与水量平衡、水分胁迫对作物

的影响、作物水分生产函数和节水灌溉的控制机理和技术方

法。 

卢文喜鲍新华 

3 
水工建筑物基

础稳定性评价 

利用现代岩、土体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理论、现代试验测试

手段和监测技术，将非线性理论和数值分析方法结合，考虑

建筑物、基础及地基的共同作用，进行水工建筑物地基变形

分析和稳定性评价，研究注重地质结构和边界条件，着重研

究地基变形和强度的本质、地基渗漏以及地基稳定性分析与

评价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王常明李鸿雁鲍新

华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 

1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较强的事业心，积极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 

树立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掌握坚实的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

握必要的实验技能和计算机技术；掌握水利水电工程领域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具备必要的

社会实践经验，具有从事本专业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能解决本学科领域的

科学问题并有新的见解；了解本学科的进展与动向。 

3 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地运用于本专业。 

4 具有健康的体魄。 

三、学习年限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 

四、培养方式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导师负责制] 

五、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三年制硕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32]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

[20]学分。 

六、学位论文与必修环节基本要求 

硕士研究生 

1、文献阅读（明确阅读文献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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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文献阅读及报告是研究生了解学科前沿、掌握学科发展动态、进一步巩固基础、扩宽学

术视野、加大知识储备量的有效手段，是培养研究生独立获取知识能力的重要环节。研究生在导

师的指导下完成专业文献阅读和综述报告的撰写工作。 

（2）研究生完成文献阅读量应在60篇以上，其中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文献不少30篇，至少1/2以

上应为国外文献。 

（3）研究生完成专业文献阅读后，要对阅读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并撰写综述报告。综述

报告不少于2000字。 

（4）文献阅读及报告在入学后第一学年内完成。文献阅读报告经导师批阅合格后，研究生可获一

个学分。未能完成文献阅读及综述报告的研究生不能参加开题报告。 

2、开题报告（明确开题时间） 

（1）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学术调研，并确定论文选题范围，在此基础上

完成开题报告的撰写，并在课程学习结束后的学期初提交给导师。 

（2）开题报告会应在第三学期结束前进行，开题报告通过者获得1个必修学分。开题报告的有关

材料由学院教科研办保存至硕士研究生毕业备查。 

（3）报告人应就自己硕士学位论文的观点、立论、论据、主要内容提纲挈领地向评审委员会汇报。 

（4）开题报告考核小组由本学科3-5名本学科硕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组成，考核

方式以答辩方式进行，考核结果报学院教科研办备查。开题报告通过后，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

制定论文工作计划。 

（5）开题报告经答辩、审查通过后，方可进入论文撰写阶段。开题报告未能通过的研究生不能进

入论文撰写阶段，须在两个月内申请重新开题。第二次开题仍未通过者，将不能参加本学年的硕

士论文答辩。 

（6）开题报告应当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字数不少于5000字。 

3、中期考核（明确考核时间及考核内容） 

在硕士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为了督促研究生按时、高质量地完成学位论文，实行中期考核

制度。 

（1）中期考核小组由本学科3-5名本学科硕士生指导教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组成，按《硕士

研究生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考核表》所要求的内容进行考核，考核小组对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情

况提出意见和下一步工作建议。 

（2）中期考核在第五学期结束前进行。填写“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表”，

备案保存。中期检查不合格者，将延长其论文工作时间，推迟毕业论文答辩时间。 

（3）研究生须提交详细的学位论文提纲，并报告论文的进展情况。 

（4）已经通过开题报告的研究生必须参加中期考核。中期考核不合格的研究生须申请重新考核考

核通过后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4、教学实践（明确教学内容及授课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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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教学实践工作可以是担任本科生课程助教（理论课）、参与本科生实习工作、承担

本科生实验课程。对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5、科研实践（明确实践内容、时间及应达到的水平） 

硕士研究生科研实践工作可以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导师研究课题，协助导师开展各种科

研相关工作。对硕士研究生的科研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工作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6、社会实践（明确实践内容） 

硕士研究生社会实践具体内容可以是开展科技服务或进行科技、管理、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

务，协助实践单位解决科研、生产中的某些技术或管理问题；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行专题

调研，了解国情，接触社会。对硕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考核由学生本人于实践完成后向本系提交

总结报告。 

7、学术活动（明确参加学术活动次数）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至少6个以上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公开举行的学术报告或学术讲座。学

生本人于活动完成后向本系提交总结报告。 

8、发表论文数量（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的情况做出具体要求） 

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数量应达到学院硕士毕业成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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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1、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20学分   

（1）公共必修课，7学分（全选）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公共 

00010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20 1 1  

讲授 考试 
01218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与实践研

究 
36 2 2  

0521801001 硕士英语一外 100 3 1  

012180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2  

（2）专业课、专业基础课，至少选13学分，其中专业基础课至少选4学分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基础 

0721301004 现代数值计算方法★ 60 3 1 ★表示必选课程 

讲授 考试 

0822604217 工程水力学 40 2 2 鲍新华  王福刚 

0822604218 工程渗流计算 40 2 1 冶雪艳  王福刚 

0822604215 水资源专论 40 2 2 卢文喜  梁秀娟 

专业 

0822604216 水利水电工程前沿 40 2 2 李鸿雁  吕航 

0822604301 流域水管理 40 2 2 张博  辛欣 

0822604302 水利计算 40 2 2 方樟  王福刚 

0822604251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题★ 40 2 2 
教授每人4学时 

★表示必选课程 
讲授 报告 

2、选修课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选修 

0822604110 环境同位素水文学 40 2 2 杨峰田  苏小四 

讲授 考查 

0822604111 水资源现代技术方法 40 2 1 梁秀娟  方樟 

0822604112 Water in Environment 40 2 2 杨悦锁  路莹 

0822604206 现代水文信息技术 40 2 1 张博  罗建男 

0822604207 现代水文模型 40 2 2 辛欣  罗建男 

0822604208 水环境评价及保护 40 2 1 卞建民  冯波 

0822604230 现代环境样品前处理技术实验 40 2 2 高松 

0722604053 科技论文写作 20 1 1 陈继红 

0722604054 网上专业文献检索 30 1.5 1 陈继红 

3、必修环节，2学分（全选）    

系统录入后审核通

过即得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任课教师 考核方式 

文献阅读  1 2  
提交报告 

开题报告  1 3  

三年制硕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32]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20]学分，★表

示为必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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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专业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085214） 

一、培养目标及要求 

（一）培养目标 

培养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严谨科学态度和优良学

风，适应社会发展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水利工程专门人才。 

（二）培养要求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较强的事

业心，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树立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掌握坚实的水文学及水资源基础理论和系统

的专门知识；掌握必要的实验技能和计算机技术；具备必要的社会实践经验，具有从事科学

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了解本学科的进展与动向，能解决本学科领域的

科学问题并有新的见解。    

3．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地运用于本专业。   

4．具有健康的体魄。   

二、学习年限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3 年。 

三、课程设置 

硕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 32 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 20 学分，

必修课中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及实践环节不少于 13 学分。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历考取的研究

生必须补修不少于四门上述课程。补修课不计学分，但必须达到及格标准。 

四、培养方式 

1、实行学分制。研究生必须通过规定课程的考试，成绩合格方能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

修满规定的学分方能进入实践和学位论文阶段；工程实践报告审核通过以及学位论文经答辩

通过方可申请专业硕士学位。 

2、注重实践能力和职业素质培养，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实践环

节采取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专业技术选修课由有工程实践经验的本校教师或

企业专家开设。 

3、实行导师制 

环境工程专业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培养制度，以校内导师指导

为主；聘任具有较强实践工程能力和创业能力的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课程与

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研究生通过实习实训和工程实践过程以增长研究生的实际工作

经验，缩短就业适应期限，提高专业素养及就业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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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位论文 

（一）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突出论文的应用效果和实用价

值。水利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选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选取： 

（1）水利工程项目的规划； 

（2）水利工程勘测； 

（3）水利工程的设计； 

（4）水利工程施工新技术、施工组织、施工管理及施工机械改进； 

（5）水利水电水运工程/项目管理； 

（6）水利水电工程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的研制与开发； 

（7）水利水电工程应用问题研究； 

（8）水利水电相关工程的需求分析与技术调研； 

（9）其他与水利工程相关的课题。 

确立选题后，依其所属的形式(工程规划、工程勘测、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项目

管理、产品研发、应用研究、调研报告)进行研究。 

（二）开题报告 

（1）专业硕士的学位论文应按照本领域的学位标准进行选题并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报

告一般要求在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 

（2）进入开题报告前，专业硕士研究生要通过广泛地阅读相关资料和实地调研对选题

内容进行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写出与学位论文紧密相关的文献综述。综述的内容包括: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尚需进一步研究和开发的课题和内容等。 

（3）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格式要求，内容包括：题目、课题来源、文献综述、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拟采取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法、拟形成的创新或

特色、进度安排及学分完成情况等。当研究的课题是一个集体项目时，需要在开题报告中说

明本人在其中承担的内容和估计工作量。 

（4）开题报告中要列出准备中期检查的计划内容和时间安排。 

（三）中期检查 

在学位论文工作中期，应组织 3-5 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老师组成中期检查小组进行论

文的中期检查，在第五学期结束前进行。检查包括：听取专业硕士研究生课题进展情况汇报、

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后阶段工作技术问题的预测和拟采用的技术路线以

及课题结束日期的计划等。中期检查小组要根据研究生的论文中期报告写出评语，并给出具

体的考核成绩。考核成绩包括通过和不通过两种。对于未通过中期检查的工程硕士研究生，

指导老师要帮助其分析原因，提出相应的改进研究措施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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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答辩条件 

（1）按本领域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规定的学分（必修课、选修课和必修环节）； 

（2）完成规定的工程实践内容、时间以及实践报告考核通过。 

（3）完成学位论文。 

（4）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本院学术活动 6次。 

（五）论文评阅与答辩 

（1）本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分别经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审阅，认

为其达到工程硕士学位论文标准后，可申请论文答辩。 

（2）论文评阅：论文应聘请两位具有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一位

是学校的专家，一位是工程单位或工矿企业或工程部门的专家。论文作者的导师不能作为论

文评阅人。 

（3）论文答辩：由五名具有副教授以上职务（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

中 3 名为校内专家，2 名校外专家来自工程单位或工矿企业或工程部门。指导教师和副导师

均不能参加答辩委员会，但可列席会议介绍情况。有条件的培养单位可在正式答辩前进行论

文的预答辩，预答辩委员会由 3-5 位具有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负责，

导师可以作为预答辩委员会的成员。 

六、学位授予 

水利工程专业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修满规定学分、教学实习合格、完成学位论文

并通过答辩者可授予工学硕士专业学位。 

工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具体要求按学校学位管理条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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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专业全日制专业学位型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学时 学分 
授课方

式 

考核 

方式 

开课 

学期 

公共课 

0521801001 第一外国语  100 3   1 

00010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20 1   1 

012180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40 2   1 

012180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20 1   2 

必修课 

0721301004 现代数值计算方法★ ★必选课程 60 3   1 

QR64507700 工程水力学 鲍新华、王福刚 40 2 讲授 考试 2 

QR64507800 现代水文地质学 肖长来、杜新强 40 2 讲授 考试 1 

QR64507900 水资源规划与配置 鲍新华、辛欣 40 2 讲授 考试 1 

QR64508000 水污染控制与修复 张玉玲、万玉玉 40 2 讲授 考试 2 

QR64508100 工程渗流计算 冶雪艳、王福刚 40 2 讲授 考试 1 

QR64508200 现代水利工程技术 吕航、鲍新华 40 2 讲授 考试 2 

必修环节 

系统录入后

审核通过即

得学分 

文献阅读  20 1   2 

开题报告  20 1   3 

选修课 

QR64505200 同位素水文学 杨峰田、苏小四 40 2 讲授 考查 2 

QR64505300 水资源现代技术方法 梁秀娟、方樟 40 2 讲授 考查 1 

QR64505400 Water in Environment 杨悦锁、路莹 40 2 讲授 考查 2 

QR64505500 水文地球化学模拟的理论与技术 董维红、张文静 40 2 讲授 考查 1 

QR64508300 水利水电工程前沿 李鸿雁、吕航 40 2 讲授 考查 2 

QR64505700 现代水文模型 辛欣、张博 40 2 讲授 考查 2 

QR64505800 水环境评价及保护 卞建民、冯波 40 2 讲授 考查 1 

QR64506000 水资源水环境专题 
教授每人4学时 

★表示必选课程 
40 2 讲授 考查 2 

QR64506100 科技论文写作 陈继红 20 1 讲授 考查 1 

QR64506200 网上专业文献检索 陈继红 30 1.5 讲授 考查 1 

补修课 

 水文地质学基础  
48    1 

 地下水动力学  64    1 

 专门水文地质学  64    1 

 环境水化学  48    2 

 野外生产实习  8 周    1 

硕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期间至少应取得 32 学分，其中必修课（学位课）不低于 20 学分，

必修课中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及实践环节不少于 13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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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领域在职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430115） 

一、培养目标及要求 

水利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的培养目标是面向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面向工矿企业和

工程建设部门对水利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培养高层次实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

程管理人才。 

作为一名合格的水利工程领域工程硕士获得者，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需要，以

及事业和企业对水利工程技术人才需求，能够成为事业、企业所需要的高层次的工程技术和

管理人才。 

（1）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

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心健康，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2）在水利工程领域，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很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具有运用先进的

工程化方法、技术和工具从事水利工程分析、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开发、研究等工作

的能力，以及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 

（3）掌握一门外语，具备良好的阅读、理解和撰写外语资料的能力和进行国际化交流

的能力。 

二、培养方式及学习年限 

1．在职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采取进校不离岗的方式。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实行高等学校与工程硕士工作单位合作培养的方式进行。 

2．课程学习根据工程硕士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的要求进行，课程学习年限一般为两年，

采取不脱产或半脱产长线授课与分段集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行弹性学制累积学分的办法

获得规定的学分。分段集中授课每学期进行一次，每次时间为一个半月左右。 

3．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由校内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导师与工程硕士工作单位推荐的业

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联合指导。工程硕士工作单位导师由学校按

程序聘为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兼职硕士导师。 

4．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的培养年限一般三年，最长不超过五年。 

三、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1. 水利工程领域工程硕士课程体系应当遵循先进性、灵活性、复合性、工程性和创新

性的原则，即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需反映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发展成果和事业、企业对先进技

术的需求，以及相关的基础理论；具有灵活性，应根据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及时调整；面向

水利工程实践的需求，强调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自我提高的能力，以

及勇于开拓和善于创新的能力。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技术课、应用技术

课。可分为学位课程与非学位课程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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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获得的总学分应不少于 34 学分，其中学位课学分不少

于 23 学分，非学位课学分，不少于 11 学分。 

3．课程设置框架及必修环节： 

学位课：                         480 学时/21 学分 

（1）公共课：                       280 学时/11 学分 

①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0 学时/1 学分   考查 

② 第一外国语   基础外语           180 学时/9 学分 

对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外语要求是比较熟练地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专业外语的 30

学时由专业组织教学及训练，并负责考核。 

③ 数值计算方法（Ⅰ、Ⅱ）          120 学时/6 学分 

④ 信息检索                         20 学时/1 学分 

⑤ 知识产权  

（2）专业基础及专业课程（学位课）            280 学时/14 学分： 

（3）必修课程 

必修非学位课程                          110 学时/5 学分 

选修课程任选 100 学时/5 学分 

可根据本领域所需知识结构列出若干门课程由导师和学生根据论文工作需要从中选择

5 学分。 

必修环节： 

（4）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由专业组织在课程结束后进行。 

（5）论文工作中期报告：在学位论文答辩前半年，由专业组织工程硕士生撰写论文工作

中期报告，报告自己论文工作完成的内容及进展情况。 

四、学位论文及要求 

（1）论文选题一般应直接来源于企事业单位，具有明确的应用背景和实用价值，同时

应具有先进性、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

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2）论文形式可以是工程项目技术报告、关键技术的研究论文等。 

（3）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符合学

位条例要求，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4）学位论文需通过学校组织的评审和答辩。评审和答辩组成人数除指导教师外应不

少于 3 人。 

（5）通过课程考试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有培养单位学位评定

会员会审核批准后，授予水利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学校颁发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

一印制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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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领域在职工程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考核方式 学位课 非学位课 备注 

必修课 

1 自然辩证法 MY00400500 40 2 考试 * 李桂花  

2 外语 MY00400200 120 4 考试 * 邹荣华  

3 数值方法 ME24406800 60 3 考试 * 付志国  

4 信息检索 MY00401000 30 1 考试 * 吕聪  

5 知识产权 MY00400900 30 1 考试 * 吕聪  

6 水资源基础理论 ME24406900 40 2 考试 * 王福刚、辛欣  

7 水资源评价与管理 ME24407000 40 2 考试 * 鲍新华、卞建民  

8 水资源现代技术与方法 ME24407100 40 2 考试 * 梁秀娟、张博  

9 水质模拟与治理 ME24407200 40 2 考试 * 张玉玲  

10 水环境化学应用 ME24406300 40 2 考试 * 董维红*  

11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ME24407300 40 2 考试 * 卞建民、王福刚  

任选课 

1 环境水文地质 ME24407400 40 2  肖长来、冯波 * 

非
学
位
课
不
少
于1

1

学
分 

2 同位素水文学地质学 ME24407500 40 2  杨峰田 * 

3 水利计算 ME24400900 40 3  鲍新华 * 

4 水资源保护与规划 ME24407600 40 2  鲍新华 * 

5 水生态学 ME24407700 40 2  卞建民 * 

6 水文地质参数计算 ME24407800 40 2  李鸿雁 * 

7 裂隙岩溶水文地质 ME24407900 40 2  杜新强 * 

8 水环境质量评价 ME24408000 40 2  段长春 * 

9 环境生态学 ME24408100 40 2  李昭阳 * 

10 水力学（补修课程）ME24406400 40 2  王福刚 * 

11 地下水动力学（补修课程）ME24408200 40 2  张博 * 

12 水文地质学基础（补修课程）ME24408300 40 2  冯波 * 

13 工程水文学（补修课程）ME24408400 40 2  路莹 * 

14 学术前沿专题讲座 ME24408500 48 3   * 

15 企业专家讲座 ME24408600 20 1   * 

16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ME24410200 20 1  罗克全 *  

说明：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获得的总学分应不少于 34 学分，其中学位课

学分不少 23 学分，非学位课学分，不少于 11 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