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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教学计划 

（2017 年 4 月修订）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本专业培养具备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科研机构、

城市规划院、行政部门、高等学校及企事业单位等从事科学研究、规划、教学工作及管理工

作的专门人才。 

本专业主要学习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接受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

研究训练；形成科学思维和科学实验训练；具有较好的科学素养，掌握现代城乡规划与管理

的理论和实践技能，初步具备规划、研究、教学和管理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及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具有团

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遵守公民道德规范，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和行为习惯，自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2.掌握数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初步掌握 GIS 方法的技能与手段。 

3.掌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规划技能和设计的基本方法。 

4.逐步具备城市、区域规划与管理方向的知识体系和相关技能；受到良好的科学思维和

科学实验的基本训练，初步掌握本学科的野外和室内工作方法和技能，能够进行初步的科学

研究工作和规划实践工作。 

5.了解相近专业的一般原理和知识。 

6.熟悉城乡规划与管理等方面的有关政策和法规。 

7.了解城乡规划学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和 新发展动态。 

8.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

规划设计，归纳、整理、分析实验结果，撰写论文，参与学术交流的能力。 

9.掌握一门外国语，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一定的听说能力和初步的写作能力。 

10.了解体育的基本知识，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体育的

合格标准，身心健康。 

11.热爱祖国，愿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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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观。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受到必要的军事训练。养成良好学风，理论联系实际，具有

艰苦求实、善于合作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和心理素质，遵纪守

法。 

二、学制与学分要求 

1.学制 

标准学制为 4 年，学生可在 3—6 年内完成学业。 

2.学分要求 

学生至少应修满 160 学分方可毕业。其中：必修 119.5 学分，选修 40.5 学分；课堂教

学 128.5 学分，实践教学 27.5 学分，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 4 学分。 

学校平台课程中，学生应修满 52.5 学分，其中：必修 38 学分，选修 14.5 学分；课堂

教学 44.5 学分，实践活动 8 学分。 

学院平台课程中，学生应修满 41 学分，其中：必修 31 学分，选修 10 学分；课堂教学

39 学分，实践教学 2 学分。 

专业平台课程中，学生应修满 66.5 学分，其中：必修 50.5 学分，限选 14 学分，任选

2 学分；课堂教学 45 学分，实践教学 17.5 学分，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 4 学分。 

具体课程与学分详见本计划的课程设置部分。 

三、主干学科 

地理学，城乡规划学 

四、主要课程 

地理学引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区域分析与规划、

计量地理学、城市规划原理、规划设计技术、城市设计、建筑初步及手绘、土地利用规划、

旅游开发与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基础、

地图学等。 

五、授予学位 

理学学士。 

六、教学活动时间安排 

每学年设置 2 个学期，共 40 周，其中教学时间 36 周（每学期 18 周），考试时间 4 周（每

学期 2 周）。 

七、课程结构比例 

课堂教学共 128.5 学分，占毕业总学分的 80.3%；实践教学(含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学分)

共 31.5 学分，占毕业总学分的 19.7%。 

1.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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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分类 
学校平台课程 学院平台课程 专业平台课程 总学时、总学分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合计 

学时数 576 225 558 180 612 198 1746 603 2349 

% 24.52% 9.58% 23.75% 7.66% 26.05% 8.43% 74.33% 25.67% 100% 

学分数 32 12.5 29 10 34 11 95 33.5 128.5 

% 24.90% 9.73% 22.57% 7.78% 26.46% 8.56% 73.93% 26.07% 100% 

2.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共 27.5 学分，其中课堂实验 15.5 学分，专业实习 4 学分，野外实习（见习）

2 学分，学年论文 1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5 学分。 

3.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 

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共 4 学分，其中专业技能训练 2 学分，学术科技实践、学科竞赛、

科技实践、社会实践和资格认证 1学分。 

八、周学时分配表 

学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周学时 18+4 19+4 22+6 29+7 22+7 28+3   

九、课程设置 

（一）学校平台课程（普通教育课程） 

1.公共基础教育课程模块 

（1）思想政治理论与军事训练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18 学分必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周

学时

开课 

学期 

学

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网络

课程

专题

讲座

社会

实践

3100020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必修 54 36 14 4 3 2 3 考试  

310002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54 36 14 4 3 1 3 考试  

3100021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108 54 36 18 6 4 6 考试  

31000201 形势与政策 必修 专题辅导、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等四学年均开 2 考查  

31000206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任选 36    2 5、6 2 考查 
列入通识教

育类课 

310002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36 18 14 4 2 2 2 考试 前半学期

31000208 军事理论 必修 36 30 4 2 2 2 2 考试 后半学期

 军事训练 必修 2 周（根据学校实际安排进行）   不计学分

本模块课程共 20 学分，其中，必修 18 学分，任选 2 学分，课堂教学 16 学分，实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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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4 学分。 

（2）大学外语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12 学分必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周

学时
开课学期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践

52000101 大学英语Ⅰ 必修 54 54  3 1 3 考试 

大学俄语、大学日

语根据特殊专业

需求开设。 

52000102 大学英语Ⅱ 必修 54 54  3 2 3 考试 

52000103 大学英语Ⅲ 必修 54 54  3 3 3 考试 

52000104 大学英语Ⅳ 必修 54 54  3 4 3 考试 

（3）体育与健康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4 学分必修课程并通过《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周

学时
开课学期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践

43000101 大学体育Ⅰ 必修 36  36 2 1 1 考试 (体育综合) 

43000102 大学体育Ⅱ 必修 36  36 2 2 1 考试 (体育综合) 

43000103 大学体育Ⅲ 必修 36  36 2 3 1 考试 (体育选项) 

43000104 大学体育Ⅳ 必修 36  36 2 4 1 考试 (体育选项)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必修 自主锻炼，每学年测试一次 —  不计学分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以学生自主锻炼为主，四年不断线，学校每学年集中组织一

次测试，测试不合格者不能毕业。具体要求见《西北师范大学〈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办

法（试行）》。 

（4）计算机应用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2 学分必修、2.5 学分限选课程） 

按照分类指导原则，针对专业特点和培养要求，对不同专业设置不同的课程模块，加强

实践操作，使用灵活多样的教学和考试评价方式。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周

学时
开课学期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践

71000101 大学计算机 必修 72 36 36 2+2 1 2 考试 全校 

71000201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理） 限选 90 54 36 3+2 2 2.5 考试 理工类 

71000202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文） 限选 90 54 36 3+2 2 2.5 考试 文管类 

71000203 计算机应用（艺） 限选 90 54 36 3+2 2 2.5 考试 艺术体育类 

7100020

4 
计算机应用技术 任选

参加我校组织的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并获

得合格证书 
1 

艺术体育类专业通过国家
一级，其他专业通过国家
二级 

（5）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2 学分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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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周

学时
开课学期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践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必修 20 10 10 2 1 1 考查  

 大学生就业指导 必修 20 10 10 2 6 1 考查  

小计 2   

 

2.通识教育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修读至少 2 个系列，完成 10 学分任选课程）。 

课程系列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周 

学时

开课

学期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践 

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 

大学语文 限选 36 36  2 1 2 考查 

学生必须跨学科 
门类选修 

课程规格为 1—2学分/门，18—36 学时/门，每学期选课前公布   

文明对话与国际视野 同上 考查 

哲学智慧与批判思维 同上 考查 

科技进步与创新精神 同上 考查 

经济活动与社会管理 同上 考查 

艺术品鉴与人文情怀 同上 考查 

成长基础与创新创业 同上 考查 

从师能力与教师素养 同上  考查 
师范类专业学生必
须至少修读本系列
3学分课程

小计 10   

《大学语文》为本专业学生必修课程。 

学校平台课程中，学生应修满 52.5 学分，其中：必修 38 学分，选修 14.5 学分；课堂

教学 48.5 学分，实践活动 4 学分。 

（二）学院平台课程（学科基础课程） 

1.学科必修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31 学分必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讲授实验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75001401 高等数学Ⅰ 必修 72 72   4   3 考试  

75001402 高等数学Ⅱ 必修 72 72   4   3 考试  

75001403 地理学引论 必修 36 36   2   2 考试  

75001404 自然地理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75001405 人文地理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75001406 经济地理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75001407 区域分析与规划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75001408 地图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75001409 地理信息系统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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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1410 地理信息系统实验 必修 36  36  +2   1 考试  

75001411 遥感技术基础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75001412 遥感技术基础实验 必修 36  36  +2   1 考试  

小    计 630 558 72  6 7 3 6+2 3+2 6   31   

2.学科任选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10 学分选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验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75001601 环境地理学 任选 54 54   3   3 考查  

75001602 自然灾害学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03 可持续发展导论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04 地学实用软件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05 计量地理学 任选 54 54   3   3 考查  

75001606 全球变化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07 文化地理学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08 旅游地理学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09 景观生态学 任选 54 54   3   3 考查  

75001610 环境地球化学 任选 36 36   4  2 考查 * 

75001611 宝石鉴赏与文化 任选 36 36   4  2 考查 * 

75001612 冰冻圈概论 任选 36 36   4  2 考查 * 

75001613 干旱区自然地理 任选 36 36   4  2 考查 *  

75001614 地理科学前沿 任选 36 36   4  2 考查 *  

75001615 地理文献阅读与写作 任选 36 36   4  2 考查 *  

75001616 人口地理学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17 土地资源与土地评价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18 城市经济学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19 城市社会学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20 景观规划与设计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21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22 地理学思想史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23 城市管理学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24 村镇规划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25 历史名城保护规划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26 场地设计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27 土地信息系统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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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1628 中外城市建设史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29 空间数据结构与算法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30 Python 编程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31 ENVI/IDL 二次开发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32 数字高程模型及应用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33 地图设计与编绘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34 地图分析与应用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35 定量遥感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36 国土资源遥感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37 生态遥感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38 冰冻圈遥感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75001639 无人机测绘 任选 36 36   2   2 考查  

小计 1458 1458   29 40 24  81  

注：“*”为 9 周排课。 

学生应当按照规定的学分数修满学科限选、任选课程学分，不能用修读其它课程的学分

代替。 

以上所列学院平台课程的学分修读要求如下： 

必修 31 学分，任选课 10 学分，共计 41 学分。其中课堂教学 39 学分，实践教学 2 学分。 

（三）专业平台课程 

1.专业必修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36.5 学分必修课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讲授实验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75032401 建筑初步及手绘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75032402 规划设计技术 必修 72 36 36  2+2   3 考试  

75032403 城市地理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75032404 城市规划原理 必修 72 72   4   4 考试  

75032405 计量地理学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75032406 数字测绘 必修 54 36 18   2+1   2.5 考试  

75032407 土地利用规划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75032408 城市园林绿地规划 必修 72 36 36   2+2   3 考试  

75032409 旅游开发与规划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75032410 资源科学导论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775032411 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75032412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 必修 54 54    3   3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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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计 702 612 90  12+2 5+1 8+2 9   36.5   

2.专业限选课程模块（专业方向分流课程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选定 1 个方向，完

成该方向 14 学分限选课程） 

（1）城乡规划方向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讲授实验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75032501 城乡规划思维训练 限选 54 54   3   3 考试

75032502 控制性详细规划 限选 72 36 36  2+2   3 考试  

75032503 市政设施规划 限选 54 36 18  2+1   2.5 考试  

75032504 城市设计 限选 54 36 18  2+1   2.5 考试  

75032505 居住区规划与设计 限选 72 36 36  2+2   3 考试  

小计 306 198 108  3 4+3 4+3   14   

（2）土地资源管理方向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总学时 开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讲授实验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75032506 土地资源学 限选 54 54   3   3 考试

75032507 土地资源调查 限选 54 54   3   3 考试  

75032508 土地管理学 限选 36 36   2   2 考试  

75032509 土地信息系统 限选 54 36 +18  2+1   3 考试  

75032510 土地类型与土地评价 限选 54 54   3   3 考试  

小计 252 234 +18  3 5 5+1   14   

 

3.实践教学模块（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12 学分必修课程） 

课程（项目）编号 
课程或实践 

项目名称 
类型 

总学时 开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授实验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75032413 野外实习 必修 2 周   2 周 第 4学期暑期 2 考查  

75032414 专业实习 必修 18 周   18 周 第 7学期 4 考查  

75032415 学年论文 必修     第 5—6学期 1 考查  

75032416 毕业论文（设计） 必修 20 周   20 周 第 7—8学期 5 答辩  

小计 40 周   40 周  12   

 

4.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学生须在本模块中完成 2 学分必修课程，2 学分任选课程）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类型 
总学时 开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讲授实验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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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32417 
规划综合专业技能训

练 
必修 2 周   2 周  2 

考查
 

75032601 
学术科技实践（参与导

师学术活动） 

任选 
1 周   1 周  

1 考查
 

75032602 学科竞赛（参加城乡规

划设计大赛） 

任选 
1 周   1 周  

1 考查
 

75032603 科技实践（参与导师科

研项目） 

任选 
1 周   1 周  

1 考查
 

75032604 社会实践（城乡规划专

业相关单位参观学习）

任选 
1 周   1 周  

1 考查
 

75032605 资格认证（相关资格考

试科目介绍） 

任选 
1 周   1 周  

1 考查
 

小计 7 周   7 周  7   

以上所列专业平台课程的学分修读要求如下： 

必修 50.5 学分，限选 14 学分，任选 2 学分，共计 66.5 学分。其中课堂教学 45 学分，

实践教学 17.5 学分，素质拓展与实践创新 4 学分。 

十、辅修专科、辅修本科与辅修学士学位 

为适应学生个性差异和不同志趣，充分体现因材施教原则，发挥学生个性特长，为学有

余力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学校实施多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在保证修读主

修专业的同时，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以下修读层次：辅修专科、辅修本科、辅修学士学位。 

1.副修专科 

应修读本专业教学计划的学院平台课程和专业平台课程中规定的必修课，获得不低于

35 学分的副修课程学分，在取得主修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后，可发给副修专科专业毕业证书。 

副修本专业专科的学生应当修读以下必修课程： 

学院平台课程：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地图学，遥感技术基础，地理

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实验。共计 20 学分。 

专业平台课程：资源科学导论，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原理，土地利用规划等。共计

20 学分。 

2.副修本科 

应修读本专业教学计划的学院平台课程和专业平台课程中规定的必修课，并修读一定数

量的选修课，获得不低于 70 学分的副修课程学分，其中必修课程不低于 49 学分，在取得主

修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后，可发给副修本科专业毕业证书。 

副修本专业本科的学生应当修读以下必修课程： 

学院平台课程：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地图学，遥感技术基础，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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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实验。共计 20 学分。 

专业平台课程：资源科学导论、城市地理学、区域分析与规划、城市规划原理、土地利

用规划、旅游开发与规划、规划导论、城市园林绿地规划、规划设计技术、城市详细规划。

共计 29 学分。 

另外，还须在学院平台或专业平台中修读 21 学分其它课程。 

3.副修学士学位 

在修读完成副修本科专业课程学分的基础上，完成副修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见习实习、

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达到学位授予条件，且副修专业与主修专业分属于不同学科门类，

则在取得主修专业学士学位证书后，可授予副修学士学位。 

4.有关规定 

主修专业与副修专业相同的课程，或者主修专业课程教学要求高于副修专业的，经学院

认定，可用主修专业课程代替副修专业课程，不必重复修读。 

学生因多种原因终止副修后，副修期间所修读的副修专业课程可转为主修专业的任选课。 

十一、课程简介 

（一）学科必修课程模块 

课程编号：75001401 

课程中文名称：高等数学Ⅰ 

课程英文名称：Advanced MathematicsⅠ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4 学时    

总学时：72 学时，讲授 72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讲授函数与极限，一元函数微分学，不定积分，定积分及其应用，常

微分方程初步，矢量代数及空间解析几何。 

参考书目： 

[1]《微积分（上）》，同济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课程编号：75001402 

课程中文名称：高等数学Ⅱ 

课程英文名称：Advanced MathematicsⅡ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4 学时 

总学时：72 学时，讲授 72 

内容提要：本课程讲授多元函数微分学，重积分及其应用，曲线积分，曲面积分，矢量

分析及场论初步，级数，广义积分，含参量广义积分等。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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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积分（下）》，同济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课程编号：75001403 

课程中文名称：地理学引论 

课程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Geography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阐述地理学的性质、对象、学科体系、发展简史、研究方法，通过说史叙述

了地理学的理论学说、思想流派和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前景及未来趋势。 

参考书目： 

[1]《地理科学导论》，白光润重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自然地理学》，伍光和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3]《人文地理学》，王恩涌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4]《地理信息系统概论》，黄杏元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课程编号：75001404 

课程中文名称： 自然地理学 

课程英文名称：Physical Geography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以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相互作用形成地球表层环境为主线，

主要介绍地球表层环境的组成、结构、运动和特征，地球表层环境的空间分异机制以及地貌

发育和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地球表层环境评估、规划、管理、调控的理论与方法。。 

教    材：《现代自然地理学》     王建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 

[1]《自然地理学》，伍光和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自然地理学》，刘南威主编，科学出版社  

[3]《自然地理学原理》，陈效逑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4]《自然地理学方法》，蒙吉军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先修课程：水文学   气象气候学   地貌学   土壤地理学   植物地理学 

 

课程编号：75001405 

课程中文名称：人文地理学 

课程英文名称：Human Geography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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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课程介绍人文地理学主要理论和重要分支学科，内容包括人文地理学学科

体系、研究方法、基本理论，以及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旅

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分支学科主要理论。 

参考书目： 

[1]《人文地理学》，陈慧琳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人文地理学》，王恩涌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先修课程：自然地理学 

 

课程编号：75001406 

课程中文名称：经济地理学 

课程英文名称：Economic Geography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介绍经济活动区位、农业与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多部门区

位、跨国公司区位、区域的结构与组织，区域之间的空间组织、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

及影响等。 

参考书目： 

[1]《经济地理学》，李小健编，高等教育出版 

[2]《经济地理学导论》，杨万钟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区域经济地理学》，陈才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先修课程：自然地理学 

 

课程编号：75001407 

课程中文名称：区域分析与规划 

课程英文名称：Regional Analysis and Planning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系统地阐述了区域规划的基本内容、理论和编制方法。共分两大部分，本课

程前半部分以区域分析为主，重点对区域发展的自然环境、人口劳动力、技术及社会条件，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结构，区域空间结构及区域联系与分工等区域规划的前提和依据

进行系统的分析；后半部分以区域规划为中心，在阐述区域发展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区

域发展战略，并就区域规划中的产业发展与布局、土地利用、区域基础设施、城镇体系及环

境等各项规划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参考书目： 

[1]《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崔功豪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城市规划原理》，吴志强等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城市地理学》，许学强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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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人文地理学   经济地理学 

 

课程编号：75001408 

课程中文名称：地图学 

课程英文名称：Cartography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讲授现代地图学理论、制图方法和应用，内容包括现代地图学基本理

论、地图数学基础、地图概括、地图符号、地图表示方法、遥感制图、计算机制图、现代地

图应用等。 

参考书目： 

[1]《新编地图学教程》，蔡孟裔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新编地图学实习教程》，蔡孟裔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3]《地图学原理》，马耀峰等编，科学出版社 

 

课程编号：75001409 

课程中文名称：地理信息系统 

课程英文名称：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本科课程介绍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理论和应用领域，内容包括地理信

息系统基本概念、空间数据结构、空间数据处理、空间数据库、空间分析的原理与方法、地

理信息系统应用模型、地理信息系统设计与评价等。 

参考书目： 

[1]《地理信息系统概论》，黄杏元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地理信息系统导论》，陈健飞译，科学出版社 

[3]《地理信息系统》，陆守一，高等教育出版社 

先修课程：地图学   遥感技术基础 

 

课程编号：75001410 

课程中文名称：地理信息系统实验 

课程英文名称：Experiment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 36 学时，上机 36 学时 

内容提要：在常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如 ArcGIS、MapInfo、GeoStar、SuperMap 等）

下完成以下实验操作内容：图形采集和编辑，地理空间数据拓扑关系的生成和编辑，地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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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数据库管理，地理分析初步，地图显示与输出等。 

参考书目： 

[1]《地理信息系统实习教程》， 宋小冬等编，科学出版社 

[2]《地理信息系统实习教程》，张超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3]《ArcGIS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实验教程》  汤国安等 科学出版社 

先修课程：地图学，遥感技术基础 

 

课程编号：75001411 

课程编号：75001411 

课程中文名称：遥感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Remote Sensing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遥感概论》是面向我校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本

科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重点在于遥感基础知识的全面讲解，按照学生学习的认

识规律逐步引入，使学生能够掌握遥感在地学中的应用。其主要内容有：遥感基本概念；遥

感理论基础，包括遥感电磁辐射基础、遥感光学基础；遥感数据获取，包括传感器、航空遥

感、航天遥感和微波遥感；遥感数据处理，即图像校正和增强处理；遥感信息提取，包括图

像目视判读和计算机分类，以及遥感技术应用。 

教    材：《遥感导论》         梅安新等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 

[1]《遥感概论》，彭望琭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遥感应用分析原理与方法》，赵英时等编，科学出版社 

[3]《遥感原理与应用》，李小文等编，科学出版社 

先修课程：地图学   地理信息系统   气象学 

 

课程编号：75001412 

课程中文名称：遥感概论实验 

课程英文名称：Experiments onRemote Sensing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上机 36 学时 

内容提要：《遥感实验》是面向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本科专

业必修课程。本课程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进行遥感技术应用的实际操作能力，使学生能够加

深遥感原理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在各个地学专业领域的遥感应用水平。本课程通过讲授

ENVI 软件下遥感图像的几何校正、裁切、镶嵌、融合和分类基本操作，使学生掌握各种遥

感图像的处理方法和信息提取等技能，从而具备解决地学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    材：《遥感数字图像处理实验教程》   韦玉春编      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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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ENVI 遥感图像处理里方法》，邓书斌编 ，科学出版社 

[2]《遥感数字图像处理与分析—ENVI 5.X 实验教程》，杨树文等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3]《ENVI 遥感影像处理与专题实践》，赵文吉等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先修课程：地理学引论   地理信息系统   遥感概论 

 

（二）学科任选课程模块 

课程编号：75001601  

课程中文名称:环境地理学 

课程英文名称：Environmental Geography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介绍环境地理学概念及学科特征，环境地理与人类关系，环境地

理组成要素特征，区域环境的形成与分析（城市环境和农村环境），中国、全球环境问题与

可持续发展、环境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等。 

教    材：《环境地理学》    李典友、胡宏祥主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参考书目： 

[1]《环境地理学》,阎伍玖主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环境科学概论》,杨志峰、刘静玲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3]《环境学导论》,刘何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课程编号：75001602  

课程中文名称：自然灾害学 

课程英文名称：Natural Disaster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介绍了灾害与灾害系统等基础知识以及灾害学研究理论体系，并

对自然灾害区域分异规律与制度灾害链、灾害风险管理、应急管理、减灾系统工程、主要灾

害的防治措施、现代高新技术在灾害监测分析与管理中的应用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教    材：《灾害学》    毛德华主编    科学出版社 

参考书目： 

[1]《自然灾害》,陈颙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自然灾害学》,吕学军主编,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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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导论》,李宁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4]《自然灾害风险分析与管理》 黄崇福主编,科学出版社 

先修课程：自然地理学   地质学基础 

 

课程编号：75001603  

课程中文名称：可持续发展导论（Introduc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讲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理论；人口战略、资源战略、环境战略、

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的模式选择；建立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和管理体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教    材：《可持续发展引论》       叶文虎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 

[1]《可持续发展基础》,龚胜生主编,科学出版社 

[2]《可持续发展战略学》,赵丽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3]《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钱易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4]《环境可持续发展概论》,张清东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先修课程：经济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 

 

课程编号：75001604  

课程中文名称：实用地学软件 

课程英文名称：Practical Geoscience Software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讲授地理学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主要工具软件的操作和使用。 

参考书目： 

[1]《SPSS 统计分析》,卢纹岱、朱红兵编    电子工业出版社 

[2]《SPSS 统计分析基础教程》,张文彤、邝春伟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3]《SPSS 统计分析高级教程》,张文彤、董伟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4]《统计分析与 SPSS 的应用》,薛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Surfer 10 地学计算机制图》,白世彪、王建编,科学出版社 

[6]《中文版 CorelDRAW X7 从入门到精通》  九州书源   清华大学出版社 

先修课程：地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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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75001605  

课程中文名称：计量地理学 

课程英文名称：Quantitative Geography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主要讲授计量地理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通过学习本课程，使学生了解

计量地理学的发展动态与方法体系；掌握地理学的定量分析和基本建模方法；培养学生运用

计量地理学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地理问题的能力。 

教    材：《计量地理学》,徐建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 

[1]《地统计学概论》,刘爱丽主编,科学出版社   

[2]《现代地理学中的数学方法》,徐建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3]《地理学数学方法》,刘贤赵主编,科学出版社  

先修课程：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课程编号：75001606  

课程中文名称:全球变化 

课程英文名称：Global Change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按过去、近现代和未来的时间次序，介绍全球变化在各时间尺度上的

特征，在对全球变化的过程、驱动力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地球系统各部分在全球变化过程中

的彼此联系以及全球变化与人类的相互作用。 

教    材：《全球变化》,张兰生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 

[1]《地球系统》,（美）坎普赫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全球变化科学导论》,朱成编,科学出版社 

先修课程：自然地理学   气候气象学   水文学 

 

课程编号：75001607 

课程中文名称:文化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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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英文名称：Cultural Geography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介绍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轨迹、文化生态学、文化源地、文化传播、

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整合、文化的地方性、文化产品等内容。 

参考书目： 

[1]《文化地理学》,周尚意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中国文化地理概述》,胡兆量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3]《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4]《文化地理学引论》,李慕寒等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先修课程：人文地理学   经济地理学 

 

课程编号：75001608  

课程中文名称：旅游地理学 

课程英文名称：Tourism Geography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介绍旅游地理学的发展简史、旅游者行为、旅游需求预测、旅游

资源和旅游地评价、旅游环境容量、旅游开发的区域影响、旅游规划等。 

参考书目： 

[1]《旅游地理学》,保继刚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旅游地理学》,崔庠等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3]《旅游地理学》,吴宜进编,科学出版社 

[4]《旅游地理学》,李永文编,科学出版社 

先修课程：人文地理学   经济地理学 

 

课程编号：75001609  

课程中文名称：景观生态学 

课程英文名称：Landscape Ecology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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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课程以景观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景观结构、景观功能、景观动态、景观

规划及管理等方面等。 

参考书目： 

[1]《景观生态学》,郭晋平、周志期编,中国林业出版社 

[2]《景观生态学原理及应用》,傅伯杰等编,科学出版社  

[3]《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尺度与等级》,邬建国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先修课程：自然地理学   植物地理学 

 

课程编号：75001610  

课程中文名称：环境地球化学 

课程英文名称：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2，9 周排课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讲授环境地球化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原生地球化学环境与

人体健康，现代污染物环境地球化学，全球变化环境地球化学，以及环境工程地球化学等。 

教    材：《地球化学》             张宏飞、高山主编          地质出版社 

参考书目： 

[1]《现代环境地球化学》,杨忠芳等编著,地质出版社 

[2]《医学地质学》,塞利纳斯等编，郑宝山等译,科学出版社 

[3]《全球变化科学导论》,朱诚、谢志仁等编,科学出版社 

[4]《环境科学概论》,杨志峰、刘静玲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先修课程：自然地理学 

 

课程编号：75001611  

课程中文名称：宝石鉴赏与文化 

课程英文名称：Appreciation and Cultural of Gems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2，9 周排课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在介绍宝石蕴含的中外文化和历史基础上，传授宝石知识的实际应用、

鉴定以及品味鉴赏等实战技巧。 

参考书目： 

[1]《宝石学与宝石鉴定》  孟祥振、赵梅芳编著，上海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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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宝石选购指南》，申柯娅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 

[3]《宝石鉴赏》，阎一宏编著，地质出版社 

[4]《宝石学教程》，李娅莉，薛秦芳等编，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先修课程：地质学 

 

课程编号：75001612  

课程中文名称：冰冻圈概论 

课程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Cryosphere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2，9 周排课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介绍冰冻圈的概念、组成部分、形成和演化过程、冰冻圈与其他

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冰冻圈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教    材：《冰川学导论》，， 谢自楚、刘潮海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参考书目： 

[1]《中国冰川与环境——现在、过去和将来》   施雅风主编  科学出版社 

[2]《冻土学原理》，叶尔绍夫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 

[3]《中国冻土》，周幼吾等著，科学出版社  

[4]《冰冻圈遥感》，曹梅盛等著，科学出版社 

先修课程：自然地理学 

 

课程编号：75001613  

课程中文名称：干旱区自然地理 

课程英文名称：Physical Geography in Arid Lands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2，9 周排课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以世界干旱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形成、演变、自然环境特征、自然资源

及其利用；以中国干旱区为重点研究对象，系统阐述各自然要素相互作用、形成演化特征、

结构格局和过程，探讨干旱区自然地域分异特征。 

教    材：《中国干旱区自然地理》，陈曦主编，科学出版社  

参考书目： 

[1]《中国干旱地区自然地理》，赵松乔编，科学出版社 

[2]《Dry land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Beaumont P.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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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ledge 

先修课程：地质学基础   气象气候学   地貌学   水文学   土壤地理学  植物地理学 

 

课程编号：75001614  

课程中文名称：地理科学前沿 

课程英文名称：Advance in Geography Science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2，9 周排课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从地理学研究的现状、热点和难点问题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以学术报

告的形成进行相关的了解和学习。 

参考书目： 

[1]《中国地理科学新进展》，蔡运龙主编，商务印书馆   

[2]《地理学：科学地位与社会功能》，蔡运龙主编，科学出版社 

[3]《重新发现地理学—与科学和社会的新关联》黄润华译，学苑出版社 

先修课程：地理学引论   自然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 

 

课程编号：75001615 

课程中文名称：地理文献阅读与写作 

课程英文名称：Geographical literature reading and thesis writing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课程，任选 

周学时：2，9 周排课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系统介绍各种文献的特点与分布，传统文献检索工具的编排组织规则

和使用方法，电子文献检索技术，国内外著名引文数据库、全文数据库的特点及使用方法；

详细讲解文献的合理使用，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撰写方法以及投稿技巧等。 

参考书目： 

[1]《文献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王细荣等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科技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郝建华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3]《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邓富民编著，经济管理出版社 

先修课程：地理学专业相关课程 

 

课程编号：75001616  

课程中文名称:人口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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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英文名称：Population Geography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介绍人口的发展、人种、民族和宗教、人口再生产和人口转变、

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人口的素质、人口的地域分布、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人口的

迁移和流动、人口地理学研究的技术方法等。 

先修课程：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 

参考书目： 

[1]《人口地理学概论》，张善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 1 版 

[2]《人口地理学简明教程》，周之桐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第 1 版 

[3]《人口地理学》，祝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 1 版 

[4]《人口地理学》，南致善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01617 

课程中文名称:土地资源与土地评价 

课程英文名称：Land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介绍土地与土地资源的基本概念、土地资源学研究的内容和任务，土地资源

评价对象、土地类型和划分方法、土地分级和土地分类、土地资源评价的工作程序和方法及

土地资源评价的理论基础和土地资源评价类型。 

先修课程：自然地理学 

参考书目： 

 [1] 《土地资源评价理论与实践》，刘富刚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11，第 1 版 

 [2]《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刘黎明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01618  

课程中文名称:城市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称：Urban Economics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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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讲授城市经济学基本概念，城市积聚经济，城市企业区位理论，

城市体系结构和演化，城市经济增长，城市土地利用及空间结构，城市住宅经济，城市交通，

城市物流，城市环境与污染，城市政府等。 

先修课程：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 

参考书目： 

[1]《城市经济学》，冯云廷，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第 1 版 

[2]《城市经济学》，周伟林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 1 版 

[3]《现代城市经济学》，杜莉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01619  

课程中文名称:城市社会学 

课程英文名称：Urban Sociology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讲授社会学与城市社会学概念、城市社会结构、城市社会公层与

流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城市社会学基本理论体系、城市社会地理学理论与方法、城市社

会学研究方法等。 

先修课程：城市地理学，人文地理学 

参考书目： 

[1]《城市社会学》，顾朝林，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第 1 版 

[2]《城市社会运行：理论、实践、范例》，项光勤，中国工商出版社，2004，第 1 版 

[3]《城市社会学新论.城市人与区位的结合与互动》，潘允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第 1 版 

[4]《城市社会学》，章友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01620 

课程中文名称:景观规划与设计 

课程英文名称：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讲述景观规划设计的基本概念、内涵和课题，从国家规范、具体设计

步骤和技法、设计实例等方面讲授景观设计所涉及的道路、居住区、公园、广场、中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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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区等内容。 

先修课程：城市规划原理，人文地理学 

参考书目： 

[1]《城市景观规划设计理论与技法》，许浩，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第 1 版 

[2]《城市景观设计》，孙城后，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第 1 版 

[3]《景观、文化与生态》，俞孔坚，科学出版社，1998，第 1 版 

[4]《环境景观设计》，郑宏，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01621 

课程中文名称:城市地理信息系统 

课程英文名称：Urba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讲授作为数字城市信息基础的城市空间基础地理信息系统，GIS

技术在城市规划、房地产管理、综合管网、城市勘察等行业的应用及系统建设，GIS 技术在

电子政务系统中的应用，GIS 技术在数字城市应用中的展望预测，影响城市 GIS 应用的新技

术发展趋势，以及 GIS 产业化和资本市场的相关内容等。 

先修课程：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实验，遥感技术基础 

参考书目： 

[1]《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及应用》，郝力，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第 1 版 

[2]《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张新长，科学出版社，2001，第 1 版 

[3]《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孙毅中，科学出版社，2005，第 1 版 

[4]《地理信息系统概论》，黄杏元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 2 版 

 

课程编号：75001622 

课程中文名称:地理学思想史 

课程英文名称：History of geographical thought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介绍地理学思想的基本问题；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评述哲学和

科学发展所揭示的世界图景及其对地理学思想的价值与启迪；古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和现

代地理学的发展，以及各种思想观念的演变；地理学思想、观念、要义及其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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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 

参考书目： 

[1]《地理学思想史》，王爱民，科学出版社，2010，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01623 

课程中文名称:城市管理学 

课程英文名称：Urban Management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介绍城市管理学研究领域的有关概念、原理和前沿观点，综合反

映了国内外城市管理领域的理论成果和研究动态等内容。 

先修课程： 

参考书目： 

[1]《城市管理学》，张波, 刘江涛 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01624 

课程中文名称:村镇规划 

课程英文名称：Town planning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介绍村镇规划的资料工作、县域规划、村镇总体规划、村镇建设

规划、村镇专业工程规划、村镇规划的技术经济工作和村镇规划管理工作等内容。 

先修课程： 

参考书目： 

[1]《村镇规划》，胡修坤，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01625 

课程中文名称:历史名城保护规划 

课程英文名称：The historic city of conservation planning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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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介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保护内容与方

法、各国的保护制度，名城保护规划实例、简介与分析等内容。 

先修课程： 

参考书目： 

[1]《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王景慧、阮仪三 ，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01626 

课程中文名称:场地设计 

课程英文名称：Site Design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介绍建筑场地设计的概念。场地平面设计的制约因素以及建筑场

地的平面布局。场地竖向设计的要求，标高的确定及土石方的平衡。场地景观设计的原则。

场地设汁中各类管线综合的内容、原则及方法。 

先修课程： 

参考书目： 

[1]《建筑场地设计》，徐哲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01627 

课程中文名称:土地信息系统 

课程英文名称：Land Information System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介绍土地信息系统数据获取，土地信息的表达，土地信息数据库，

土地信息的分析，国土电子政务，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土地定级、基准地价和宗地地价评估

系统，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土地规划信息系统，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土地信息技术

发展趋势等。 

先修课程：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土地资源学 

参考书目： 

[1]《土地信息系统》，曲卫东韩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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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75001628  

课程中文名称:中外城市建设史 

课程英文名称：Urban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Abroad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讲授中外城市发展历程与规划历史理论。通过学习

使学生了解中外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历史，认识城市发展的特点和内在规律，正确认识和处

理城市文化遗产及其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与矛盾，强化并提高学生的专业理论素养。    

 参考书目： 

[1]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年 

[2]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年，第 2 版 

[3]芒福特著（中译本），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年 

 

课程编号：75001629 

课程中文名称：空间数据结构与算法 

课程英文名称：Spatial Data Structures and Algorithm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空间数据结构与算法》是面向本科地理信息科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专

业技能提高课程。本课程通过讲授矢量数据结构与算法、栅格数据结构与算法、空间索引、

表面数据结构与算法等理论和方法，使学生掌握处理空间数据的计算机软件设计的关键性技

术，了解空间数据结构与算法设计在地理信息系统领域的重要性。 

先修课程：数据结构 

教材：《GIS 数据结构与算法基础》，Stephen Wise 著，朱定局译，科学出版社，2012，

第 1 版。 

参考书目： 

[1]《数据结构与算法：Python 语言描述》，裘宗燕，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第 1 版。 

[2]《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Java 语言描述》，马克•艾伦•维斯等，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第 3版。 

 

课程编号：75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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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Python 编程 

课程英文名称：Python Programming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Python 编程》是面向本科地理信息科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课程。本课

程通过讲授Python基本语法、图形用户界面、测试、程序打包和案例，使学生掌握利用Python

语言开发应用程序的基本技能。 

先修课程：大学计算机 

教材：《Python 基础教程》，Magnus Lie Hetland，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第 1 版 

参考书目： 

[1] 《Python 学习手册》，Mark Lutz，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01631 

课程中文名称：ENVI/IDL 二次开发 

课程英文名称：Secondary Development of ENVI/IDL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ENVI/IDL 二次开发》是一门面向本科地理信息科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

专业任选课程。IDL 在气象、水文、海洋、土壤、地质、图像处理、地理信息系统、数学和

环境工程等领域应用广泛，对于地理信息科学专业的学生本课程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掌握遥

感图像处理软件 ENVI 的扩展功能、ENVI 批处理模式、IDL 的语言编程环境、数据输入与输

出等扩展功能，从而让学生具备解决地学中大量遥感数据处理运算和可视化的问题，以便为

大数量的地学问题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先修课程：遥感概论，遥感实验 

教材：《IDL 程序设计——数据可视化与 ENVI 二次开发》，董颜卿，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第 1版。 

参考书目： 

[1] 《ENVI 遥感图像处理里方法》，邓书斌，科学出版社，2010，第 1 版 

[2] 《IDL 可视化工具入门与提高》，闫殿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01632 

课程中文名称：数字高程模型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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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英文名称：DigitalElevationModel and Application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数字高程模型及应用》是面向本科地理信息科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专

业技能提高课程。本课程通过讲授数字地形的表达、数字高程模型数据的获取、建模、组织

管理、精度分析等主要内容与方法，介绍数字高程模型在数字地形分析中的应用，以及数字

高程模型的可视化应用，使学生掌握数字高程模型的原理与方法，了解数字高程模型与地理

信息系统的关系，以及应用范畴和应用前景。 

先修课程：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实验 

教材：《数字高程模型》，李志林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第 1 版 

参考书目： 

[1]《数字高程模型教程》，汤国安等，科学出版社，2010，第 2 版 

[2]《数字高程模型及其应用》，周秋生等，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2，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01633 

课程中文名称：地图设计与编绘 

课程英文名称：Map Design and Compilation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地图设计与编绘》是面向本科地理信息科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技

能提高课程。本课程通过讲授地图投影选择、地图符号与地理信息表示方法设计、地图概括

方法、电子地图制作初步等理论和方法，介绍互联网地图、移动地图、三维地图、现代地图

集等新型地图产品及其制作技术，使学生掌握地图编制的一般过程和基本技能，了解地图设

计与编绘技术进展。 

先修课程：地图学 

教材：《地图设计与编绘》，祝国瑞，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第 1 版 

参考书目： 

[1] 《现代地图学教程》，袁勘省，科学出版社，2014，第 1 版。 

[2] 《地图学：空间数据可视化》，Menno-Jan Kraak 等，张锦明等译，科学出版社，

2014，第 1版 

[3]《电子地图学》，龙毅，科学出版社，2006，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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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75001634 

课程中文名称：地图分析与应用 

课程英文名称：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Map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地图分析与应用》是面向本科地理信息科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技

能提高课程。本课程通过讲授地图分析主要方法、地图阅读内容及方法、地图量算、地图图

解分析、数理统计分析、数学模型分析以及地形图野外应用与教学地图应用等内容，介绍如

何利用多种知识获取地图潜在信息的技术，使学生掌握地图分析与应用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技

能，了解地图分析与应用的技术进展。 

先修课程：地图学 

教材：《地图分析与应用纲要》，赵军，2013。 

参考书目： 

[1]《应用地图学纲要》，李满春等，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第 1 版 

[2]《地图分析》，祝国瑞等，测绘出版社，1994，第 1 版 

[3]《现代地图学教程》，袁勘省，科学出版社，2014，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01635 

课程中文名称：定量遥感 

课程英文名称：Quantitative Remote Sensing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 

《定量遥感》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定量遥感领域的反演基本理论和所取得的 新成就。

着重介绍大气、植被冠层、土壤和雪面的辐射传输模型，并结合应用实例详细介绍了传感器

定标、大气纠正、几何纠正、各种植物生理参数（如叶面积指数、植物吸收的光合作用有效

辐射比例）、地球物理参数（如宽波段反照率、发射率和表面温度）和四维数据同化等方面

的代表现有研究水平的定量算法， 后给出了定量遥感在生态、农业等领域的应用案例。 

先修课程：遥感概论、地图学 

教材：《定量遥感》，梁顺林著，范闻捷译，科学出版社，2009，第 1 版 

参考书目： 

[1]《定量遥感：理念与算法》，梁顺林等，科学出版社，2013，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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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量遥感若干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张仁华，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01636 

课程中文名称：国土资源遥感 

课程英文名称：Remote Sensing for Land & Resources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国土资源遥感》是面向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本

科专业任选课程。本课程通过讲授地理信息系统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技术方法，使学生掌

握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进展和趋势及其在经济建设和生

态环境领域的应用，初步具备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进行地理分析和研究的能力。 

先修课程：遥感概论，地理信息科学导引课，数字图像处理 

教材：《国土资源遥感与应用》，鞠建华等，地质出版社，2011，第 1 版。 

参考书目： 

[1] 《环境遥感技术简介》，龚家龙、阎守邕，科学出版社，1980，第 1 版 

[2] 《遥感导论》，梅安新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01637 

课程中文名称：生态遥感 

课程英文名称：Ecological Remote Sensing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 

《生态遥感》是面向本科地理信息科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是

以《遥感原理与方法》、《遥感数字图像处理》和《自然地理学》等相关课程为基础。通过《生

态遥感》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利用遥感、数字图像处理和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各种

遥感信息源进行植被和生态参数遥感反演，植被水分和生态干旱遥感，农业植被面积估算与

植被生物量遥感，植被与土地分类遥感，气候—植被生态相互作用遥感等。通过本课程的教

学，使学生掌握生态遥感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了解植被和生态遥感的研究进展。 

先修课程：遥感概论、遥感数字图像处理 

教材：《植被与生态遥感》，张佳华，张国平，科学出版社，2011，第 1 版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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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遥感应用分析原理与方法》，赵英时等，科学出版社，2013，第 2 版 

[2] 《遥感精解》，日本遥感研究会，刘勇卫等译，测绘出版社，2011，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01638 

课程中文名称：冰冻圈遥感 

课程英文名称：Remote Sensing of Cryosphere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冰冻圈遥感》是面向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科学本科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

选修课程。本课程重点讲授积雪、海冰、冰川及冻土的遥感监测与分析，使学生了解冰冻圈

遥感研究的 新进展和应用现状。 

先修课程：自然地理学，遥感概论 

教材：《冰冻圈遥感》，曹梅盛，科学出版社，2007，第 1 版 

参考书目： 

[1]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青藏高原积雪信息重建》，唐志光，王健，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5，第 1版 

[2] 《雪冰遥感》，车涛等译，黄河水利出版社，2011，第 1 版 

 

课程编号： 

课程中文名称：无人机测绘 

课程英文名称：Unmanned Aerial Vehicle Surveying and Mapping 

课程类型：学院平台，任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无人机测绘》是面向本科地理信息科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技能课

程。本课程讲授无人机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无人机设备、测绘任务规划、成图技术、影

像的目标定位与跟踪技术、三维重建等理论和方法，实习了解无人机的操作和使用，使学生

掌握使用无人机进行大比例尺测图和等高线制作等基本技能，了解无人机测绘相关领域技术

进展。 

先修课程：普通测量学、摄影测量学 

教材：《无人机测绘技术及应用》，万刚，测绘出版社，2015，第 1 版 

参考书目： 

[1]《测量学》，熊春宝，天津大学出版社，2014，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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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制测量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第 4 版 

[3]《GPS 测量》，李征航，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第 1 版 

[4]《摄影测量学》，王佩军，徐亚明，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第 3 版 

 

（三）专业必修课程模块 

课程编号：75032401 

课程中文名称：建筑初步及手绘 

课程英文名称：Preliminary Architecture Design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专业基础课，课程包括设计原理部分和设计基础训练两部分。设计原理部分

包括：建筑概论，建筑的基本要素，建筑的基本知识，形态构成。设计基础训练部分包括：

建筑表现基本技能，建筑设计基本步骤，建筑创作的基本方法，建筑空间组合基本规律。 

先修课程：无 

教材：《建筑初步》，田学哲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第二版。 

参考书目： 

[1]《建筑初步》，[美]爱德华•艾伦著，刘晓光、王丽华、林冠兴译．中国水利水电出

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 

 

课程编号：75032402 

课程中文名称：规划设计技术 

课程英文名称：Planning and Design Technology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4 学时   

总学时：72 学时（讲授 36 学时，实验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讲授城市规划行业主要应用软件，讲授的主要软件包括

AutoCAD2008、CAD 湘源控规、Photoshop CS4、Google SketchUp 8 草图大师等。 

先修课程：城市规划导论 

参考书目： 

[1]《AutoCAD 2008 中文版标准教程》，程绪琦、王建华、刘志峰、李炜，电子工业出

版社，2008 

 

课程编号：75032403 

课程中文名称：城市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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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英文名称：Urban Geography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讲授城乡差异与划分、城市化原理、城市地域结构、城市体系、城市

问题。 

教材：《城市地理学》，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参考书目： 

[2]《城市地理学》，周一星，商务印书馆，1998 

 

课程编号：75032404 

课程中文名称：城市规划原理 

课程英文名称：Principle of City Planning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4 学时   

总学时：72 学时（讲授 72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讲授城乡规划的基本原理、规划设计的原则和方法，以及规划设

计的经济问题，讲授的重点包括城市规划思想发展、城市规划体制、城市规划的价值观、生

态与环境、经济与产业、人口与社会、历史与文化、技术与信息、城市规划的类型与编制内

容、城市用地分类及其适用性评价、城乡区域规划、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交通

与道路系统、城市生态与环境规划、城市工程系统规划、城乡住区规划、城市设计、城市遗

产保护与城市复兴、城市开发规划、城市规划管理等。 

先修课程：城市规划导论 

参考书目： 

[1]《城市规划原理》，吴志强、李德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第 4 版 

 

课程编号：75032405 

课程中文名称：计量地理学 

课程英文名称：Quantitative Geography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主要讲授计量地理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通过学习本课程，使学生了解

计量地理学的发展动态与方法体系；掌握地理学的定量分析和基本建模方法；培养学生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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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地理学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地理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 

教材：《计量地理学》，徐建华，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第 2 版。 

参考书目： 

[1]《计量地理学基础》，张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第 3 版 

[2]《计量地理学实习教程》，丁在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第 1 版 

[3]《现代地理学中的数学方法》，徐建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第 2 版 

[4]《地理建模原理与方法》，韦玉春，科学出版社，2005，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32406  

课程中文名称：数字测绘 

课程英文名称：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Digital Mapping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36 学时，实验 18 学时） 

内容提要：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并掌握测量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测量

方法，在此基础上掌握大比例尺地面数字测图的原理与方法。 

先修课程：计量地理学 

参考书目： 

[1]《数字测图原理与方法》，潘正风，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第 2 版 

 

课程编号：75032407 

课程中文名称：土地利用规划 

课程英文名称：Land Use Planning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学时   

总课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系统介绍了所有土地利用规划的内容和编制方法，应用新的规划理论

解析规划的原理与技术，强调评价技术在规划各环节的应用，通过大量实例说明技术和规程

的运用。 

参考书目： 

[1]《土地利用规划》，安国辉等编著，科学出版社，2008，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37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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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中文名称：城市园林绿地规划 

课程英文名称：Urban Green Space System Planning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4 学时  

    总学时：72 学时（讲授 36 学时，实验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讲授城市园林绿地的基本原理、规划设计的原则和方法，讲授的

重点包括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园林绿地的自然要素，组成园林的人工要素，园林绿地与建筑

环境，园林的基本构图和意境，城市公园绿地规划，带状公园和绿地，居住区、工业区和废

弃绿地的绿化，风景区、森林公园及自然保护区规划等。 

先修课程：城市规划原理 

参考书目： 

[1]《城市园林绿地规划与设计》，李铮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第 2 版 

 

课程编号：75032409 

课程中文名称：旅游开发与规划 

课程英文名称：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旅游规划与开发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掌

握旅游规划与开发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的旅游学知识从事初步的旅游规划

与开发的实践工作。 

先修课程：城市规划原理 

参考书目： 

[1]《旅游规划学》，全华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课程编号：75032410 

课程中文名称：资源科学导论 

课程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Resource Science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讲授自然资源极其稀缺的性质、自然资源生态学原理、自然资源经济

学原理、自然资源管理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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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自然资源学原理》，蔡运龙编，科学出版社，2007，第 2 版 

 

课程编号：75032411 

课程中文名称：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 

课程英文名称：Legis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n Urban Planning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讲授城市管理、管理决策、行政管理，城市规划法规及依法行政；城

市规划管理、建设用地规划管理、建设工程规划管理、道路交通及市政规划管理、城市规划

实施的监督检查等相关知识。 

参考书目： 

[1]《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王国恩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2]《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耿毓修，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3]《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全国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理委员会，中国计划出版社，2011 

[4]《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尹强，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课程编号：75032412 

课程中文名称：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 

课程英文名称：Research methods of human geography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必修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讲授当代地理学各种理论思潮、方法及其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

应用，要求学生掌握从事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内容包括研究的基本概念介绍，

研究项目的规划，定量分析的数据生成，定量数据的准备、探索和描述，定量数据的分析和

解析，空间分析方法，定性分析数据的生成，定性数据的分析与解析等。 

先修课程：人文地理学 经济地理学 城市地理学 

参考书目： 

[1]《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爱尔兰) R. 基钦， (英) N. J. 泰特著，蔡建辉译，商

务印书馆，2006 

 

（四）专业限选课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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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75032501 

课程中文名称：城乡规划思维训练 

课程英文名称：Thinking train of urban design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限选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旨在使学生具备发现城市问题的基本能力、初步具备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初步形成城市规划的思维方式、了解并初步掌握城市规划的工作流程。

课程将结合城市认识论初步、城市规划社会调查方法初步、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初步、空间改

造与设计等教学环节，有效促进低年级学生规划理论知识的迅速拓展，建立理性视角下对城

市规划内涵和本质的思考，使学生初步具备认识城市、发现城市问题、解决城市问题的能力。 

先修课程： 

参考书目： 

[1]《城乡规划新思维》，王爱华，夏有才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课程编号：75032502 

课程中文名称：控制性详细规划 

课程英文名称：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限选 

周学时：4 学时   

总学时：72 学时，（讲授 36 学时，实验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讲授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过程中的主要理论知识与实践案例，讲

授重点包括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内容与方法、规定性控制要素、引导性控制要素、公共服务

设施设置控制等。 

先修课程：城市规划原理 

参考书目： 

[1]《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济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联合编写，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课程编号：75032503 

课程中文名称：市政设施规划 

课程英文名称：Urban Engineering System Planning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限选 

周学时：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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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36 学时，实验 18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和相应

专业工程的法规、技术规范等，并结合城市建设实际情况与需求，系统阐述了城市工程系统

规划的基本范畴、规划设计原则和规划设计方法，包括绪论、城市工程系统规划的工作程序

与内容深度、城市给水工程系统规划、城市排水工程系统规划、城市供电工程系统规划、城

市燃气工程系统规划、城市供热工程系统规划、城市通信工程系统规划、城市环境卫生工程

系统规划、城市防灾工程系统规划、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以及城市工程系统规划图例等内

容。 

参考书目： 

[1]《城市工程系统规划》，戴慎志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第 2 版 

[2]《城市市政基础设施规划手册》，王新哲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课程编号：75012504 

课程中文名称：城市设计 

课程英文名称：Urban Design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限选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36 学时，实验 18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介绍城市设计的基本概念、发展历史、主要理论、设计原则、设

计要素、设计方法与成果要求等。 

先修课程：城市规划原理 

参考书目： 

[1]《城市设计基础》，毛开宁，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第 1 版 

 

课程编号：75032505 

课程中文名称：居住区规划与设计 

课程英文名称：Residential planning and Design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限选 

周学时：4 学时   

总学时：72 学时（讲授 36 学时，实验 36 学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让学生掌握居住区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程序、内容和方法，培养学

生调查分析问题与综合设计能力。广泛了解国内外优秀居住区的规划设计的基本手法，巩固

和加深对居住区规划设计原理以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学习。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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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住宅区规划原理》，周俭，同济大学，1999 

[2]《居住区规划设计》，朱家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课程编号：75032506 

课程中文名称：土地资源学 

课程英文名称：Land Resource Science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限选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从土地及土地资源学的基本概念出发，对土地资源学的理论体系进行系统阐

述。要求学生能理解并掌握土地相关概念及土地资源的构成要素、类型划分，理解掌握并能

实际运用土地评价的基本原理以及工作方法和步骤；熟悉土地调查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理解

土地人口承载力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应用领域。了解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土地资源保护，土地

整理，区域土地资源开发等相关内容。从而为全面、科学地从事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

土地资源管理工作奠定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书目： 

[1]《土地资源学》，刘黎明，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0，第 5 版 

 

课程编号：75032507 

课程中文名称：土地资源调查 

课程英文名称：Land resources survey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限选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掌握土地资源调查的一般工作程序；熟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及其含义；熟练

掌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中外业调绘、地物补测、航片转绘、净耕地系数数测算、面积量算及

统计、图件编制的基本要求与操作技术；能收集相关资料并撰写出较高水平的土地利用现状

调查报告，能编制出相关研究区域的图件资料。在教学中以土地资源组成时空变异特性为线

索，系统讲解土地资源的组成要素及分类方法、原则、调查与评价，重点介绍土地资源的调

查及适宜性评价的原理和方法，着重掌握变更调查的外业及内业的各项工作程序，了解土地

生产潜力与人口承载力研究研究的的一般方法。因此，在各章节的学时分配上，以土地资源

调查及评价为重点，其所占学时比例也较大。 

参考书目： 

[1]《土地资源学》，刘黎明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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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资源学教程》，朱德举等主编，海洋出版社，1999 

[3]《土地资源调查》，陈焕伟编著，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8 

[4]《土地类型与土地评价》，倪绍祥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5]《农业土地评价的理论与方法》，戴旭著，科学出版社，1995 

 

课程编号：75032508 

课程中文名称：土地管理学 

课程英文名称：Land management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限选 

周学时：2 学时   

总学时：36 学时（讲授 36 学时） 

内容提要：土地管理学是管理科学中介于土地科学和管理科学的一门交叉学科，是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学科。土地管理学研究土地管理的基本理论，相关法规的法理解释及其

适用，行政、法律、经济和技术等管理手段在土地管理实践中的综合运用，以及如何分析和

解决社会经济活动的各种土地问题，如何合理组织土地利用，以提高土地利用的生态、经济

及社会效益。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土地管理原理、土地权属管理、土地利用管理和城市土地

市场管理等。 

参考书目： 

[1]《土地管理学》，陆红生，王秀兰等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国法律出版社，1998 

 

课程编号：75032509 

课程中文名称：土地信息系统 

课程英文名称：Land Information System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限选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36 课时，实验 18 课时） 

内容提要：本课程主要介绍土地信息系统数据获取，土地信息的表达，土地信息数据库，

土地信息的分析，国土电子政务，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土地定级、基准地价和宗地地价评估

系统，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土地规划信息系统，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土地信息技术

发展趋势等。 

先修课程：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土地资源学 

参考书目： 

[1]《土地信息系统》，曲卫东、韩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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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编号：75032510 

课程中文名称：土地类型与土地评价 

课程英文名称：Land type and land evaluation 

课程类型：专业平台课程，限选 

周学时：3 学时   

总学时：54 学时（讲授 54 学时） 

内容提要：《土地类型与土地评价》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一门提高拓展课。本课

程的特点在于注重反映现代土地管理中土地调查与评价方面 新的技术，结合经济建设实际，

结合遥感和计算机等相关知识，注重反映其重实践、重应用的特点。在课程内容上，根据学

科发展现状，明确和规范土地方面一些基本概念，如土地、土地资源及土地资源类型的各个

组成要素等，同时加强了土地评价领域的一些新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的介绍，如土地潜力评价、

土地适宜性评价、土地经济评价等内容。 

参考书目： 

[1]《土地类型与土地评价概论》，倪绍祥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第 3 版 

[2]《土地评价与管理》，蒙吉军主编，科学出版社，2005 

[3]《土地评价理论、方法与系统开发》，刘耀林主编，科学出版社，2008 

[4]《土地评价学》，周生路主编，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