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联合实习（美国科罗拉多高原）

地理学与遥
感科学学院

◎ 我国最早设立的地理系科
◎ 拥有地理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 设有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全国首批获得地理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
◎ 全国首批建立的地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 地理学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
◎ 拥有区域地理国家级教学团队
◎ 拥有地理科学国家级特色专业

咨询电话 010-58807657
咨询邮箱 liujing@bnu.edu.cn
学院网址 http://geog.bnu.edu.cn/

◎ 地理学在教育部最新一轮（2012 年）一级学科评估中列
全国第一

院训、人才培养理念

◆院系概况

地藏经纬，理统九州；
高瞻远瞩遥感者 , 博大精深地理人。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起源于 1902
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史地类，1928
年独立设系，2003 年更为现名，至
今已有百年历史。先后有谢家荣、
刘玉峰、黄国璋、王益崖、邹豹君、
周廷儒、刘培桐、李小文等知名学
者在此主持和执教，为我国地理学
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目前已成
为用计算机、遥感、地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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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定位系统等现代技术武装起来
的地理学和资源环境科学的教学、
科研基地。

◆优势特色
师资队伍
学院现有教师 90 人， 90% 以上教
师具有博士学位，10% 以上具有海
外学位。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万

卫星遥感监测（示意图）

人计划”教学名师、国家教学名师
奖获得者、国家千人计划引进人才、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获得者、北京市教学名
师奖获得者等高端人才。拥有区域
地理国家教学团队、教育部科技创
新团队。

科学研究
拥有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地
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环境遥感与数字城市北京市重点实
验室等。科研实力雄厚，主持国家
973、863 支撑计划和国家重点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以及国际
合作项目和其他应用研究项目，涉
及定量遥感与全球变化、土壤侵蚀
过程与环境演变、数字国土与周边
安全、地理大数据、京津冀生态文
明建设等特色研究。

国际交流
学院国际交流平台众多，学生可通
过“3+2”、“2+2”等模式获取国
外学位，也可通过短期互访、联合
培养修读国外大学学分。目前已建
立合作的国内外高校有：美国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威斯康星大
学麦迪逊分校、美国马里兰大学、
美国波士顿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州

协助完成“中国首次探月工程第一幅月面影像”的处理
和制图工作

立大学、美国堪萨斯大学、美国科
罗拉多州立大学、德国斯图加特大
学、德国慕尼黑大学、荷兰乌德勒
支大学、瑞典哥德堡大学、香港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等。

人才培养
学院教学质量高，成果丰富。有“中
国地理”国家级精品课程，“流域
管理”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人
文地理学”北京市精品课程；获得
各级教育教学成果奖 43 项，包括国
家 级 4 项， 北 京 市 11 项； 年 均 出
版教材与专著 6 部。
学院以培养高素质研究型后备人才
为目标，创新基地班培养和管理模
式，强化实践和科研训练，提升学
生的专业和创新能力。
人才培养主要特色：（1）学生可申
请理科基地专项科研基金以及国家、
北京市和校级本科生科研基金等，
开展科研训练，平均每年有 50 余位
本科生主持、参与科研项目；（2）
参加国家理科基地地理联合实习，
或作为交换生赴国外学习或实习；
（3）实行新生导师制，通过师生双
向选择，为每名学生配备导师指导
学习和科学探究；（4）实施开放的
管理模式，通过综合评价和奖励与
淘汰机制，激励学生努力学习。

◆专业介绍
学院设有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
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
地理科学（师范）4 个本科专业。
按照地理科学类（基地班）和地理
科学（师范）进行招生。其中，地
理科学（师范）专业招收免费教育
师范生；地理科学类（基地班）实
施宽口径招生，学生在接受一年学
院平台基础课程的通识培养后，根
据个人兴趣和专业需求在自然地理
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和地理信息科学三个专业中进行双
向选择，实现专业培养。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
旨在培养系统掌握自然地理与资源
环境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
受到良好的科学思维与科学实验（包
括野外实习与室内实验）训练，了
解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的前沿问题、
应用前景与发展方向，在科研部门、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自然地
理与资源环境研究、管理和应用的
优秀人才。
主要课程：自然地理学、地貌学与
第四纪环境、气象学与气候学、植
物地理学、土壤学与土壤地理学、
水文学、中国自然环境演变、自然
灾害与减灾、环境学。

院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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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
旨在培养掌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了解我
国城乡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
有关政策法规，了解人文地理与城
乡规划的前沿问题、应用前景与发
展动态，在科研部门、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从事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研究和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
学、城市地理学、区域分析与规划、
城市规划原理、人口地理学、产业
地理与规划、交通规划与交通地理、
都市区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自然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服务与金融地
理学。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
旨在培养掌握遥感、地理信息系统、
全球定位系统的理论基础、计算机
处理与信息提取、系统设计集成与
空间分析技术，了解 3S 领域的前
沿问题、应用现状与发展前景，对
资源、环境、人文、社会、经济等
各类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实现空
间信息产业、技术与应用结合的高
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遥感概论、地理信息系统、
数据结构和编程、科学计算语言、
遥感数字图像处理、GIS 空间分析、
遥感定量信息提取、遥感地学分析、

地表水热平衡、GIS 应用系统开发、
遥感实习、GIS 实习。

◆优秀学子

地理科学专业
今年只招收免费师范生。旨在培养
掌握现代地理科学和教育科学基本
理论与基本知识，具有扎实的地理
学实践与实验技能，宽厚的文化修
养和科学的思维方式，了解地理学
研究最新进展和地理教育最新研究
成果，能够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展
地理学教学、热爱教学事业的优秀
中学地理教师。
主要课程：中国地理、世界地理、
遥感概论、经济地理学、水文学、
地理信息系统、教育心理学、教育学、
现代教育技术基础、地理学教学论、
教学技能实训、地理多媒体教学、
地理教材分析与教学设计、环境与
可持续发展教育等。

◆毕业生去向
近年来，应届本科毕业生中除免费
师 范 生 外， 近 60% 保 送 或 考 取 国
内高校或科研院所硕士研究生，近
20% 出国留学，特别优秀者直接进
入硕—博连续培养，其余主要到国
土资源、生态环保、城市规划、信
息管理、旅游规划、房地产开发和
教育等行业从事规划、设计、开发、
管理、科研和教学工作。

左一鸥
2006届本科毕业生，
2009届硕士毕业生。
2014 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
划学院获博士学位。现就职于瑞士大数
据创业公司。

石榴花
2009届本科毕业生，
2012届硕士毕业生，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16 届博士毕
业生。
目前已在
《自然》
《
、环境健康展望》
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数篇，将继续
留在哈佛大学从事科研工作。

◆杰出校友

毕业生去向
近年毕业生留学去向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美国德克萨斯州州立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荷兰国际航天测量与地球学学院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法国波尔多第四大学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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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毕业生就业单位

张复明

城市建设研究院
珠海市规划局
福州市国土资源局
西藏自治区气象局
中国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后勤工程学院
深圳海关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易智瑞（北京）软件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中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84 届本科毕业生，现任山西省副省长、
山西省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主席。新
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
社科基金经济学科评审组专家、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长期从事区域经济、
可持续发展、城市发展研究工作，曾主
持完成三十多项研究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