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春季学期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课程表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

时 

任课教师 教室 上课时间 适用专业 

1 

 

区域经济计量模型与方法 

 

选修课 40 谷国锋 研一 周日（第5、6节） 区域经济学 

2 中国东北研究 选修课 40 宋玉祥 研二 周日（第 5、6 节） 区域经济学 

3 景观生态学前沿问题研究 选修课 40 贺红士 研一 周日（第 7、8 节） 自然地理学 

4 全球气候变化与区域研究 选修课 40 吴正方 研二 周日（第7、8节） 自然地理学 

5 湿地生态研究 选修课 20 卜兆君 研二 周日（第 9、10 节） 自然地理学 

6 环境演变与人类生存 选修课 40 介冬梅 研二 周日（第 1、2 节） 自然地理学 

7 空间建模方法 选修课 40 张洪岩 研一 周日（第 3、4 节）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8 项目申请书模拟撰写 选修课 20 王士君，袁家冬 研一 周日（第 1、2 节） 城市与区域规划 

9 学术论文写作与投稿 选修课 20 王士君，袁家冬 研二 周日（第 3、4 节） 城市与区域规划 

10 学术论文写作 选修课 40 
  杨青山 梅林 

房艳刚 
研一 周六（第 7、8 节） 人文地理学 

 



2017 春季学期地理科学学院学术硕士研究生课程表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课程类别 任课教师 教室 上课时间 适用专业 

1 区域经济政策 36 专业主干课 王昱 研一 周三（第 9、10 节） 区域经济学 

2 中国东北区域研究 36 专业主干课 宋玉祥，李宁 研二 周三（第 5、6 节） 
区域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城乡

规划学 

3 旅游管理基本理论与方法 36 专业必修课 王荣成 研二 周日（第 9、10 节） 旅游管理 

4 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 36 发展方向课 房艳刚、王昱 研二 周一（第 5、6 节） 区域经济学 

5 现代环境遥感 36 专业主干课 瞿瑛，孙仲秋 研一 周一（第 5、6 节）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6 
空间数据分析理论与实践 36 专业主干课 张正祥 研一 周三（第 1、2 节）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7 地理信息科学前沿与进展 18 专业主干课 

张洪岩，刘志

明，黄方,杨令

宾 

研一 周三（第 7、8 节）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8 遥感地学模型 36 发展方向课 黄方 研一 周三（第5、6节）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9 偏振光与高光谱遥感 36 发展方向课 卢珊，韩阳 研一 周二（第 5、6 节）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10 GIS设计与应用 36 发展方向课 赵建军 研二 周一（第 7、8 节）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11 地理系统建模与应用 36 发展方向课 杨令宾 研二 周二（第 9、10 节）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12 自然地理数据处理与分析 36 专业主干课 李鸿凯，杜海波 研二 周五（第 5、6 节） 自然地理学、湿地科学 

13 区域自然地理综合调查 18 专业主干课 

张天宇，王兴

安，陶岩，李鸿

凯 

研二 周四（第 5、6 节） 自然地理学、湿地科学 

14 自然地理学前沿与进展 18 专业主干课 

介冬梅，陶岩，

宗盛伟，郭蒙，

徐志伟，汪祖丞 

研二 周五（第 9、10 节） 自然地理学、湿地科学 

15 植被-气候关系研究 36 发展方向课 
吴正方，靳英

华，宗盛伟 
研一 周四（第 7、8 节） 自然地理学、湿地科学 

16 古环境重建理论与方法 36 发展方向课 李红春 研一 周三（第 3、4 节） 自然地理学、湿地科学 

17 泥炭沼泽学 36 发展方向课 卜兆君，赵红艳 研一 周四（第 1、2 节） 自然地理学、湿地科学 



18 沼泽植被与土壤 36 发展方向课 卜兆君，王忠强 研一 周四（第 3、4 节） 自然地理学、湿地科学 

19 城市与区域研究中的定量方法 36 专业主干课 宋伟 研一 周五（第 9、10 节） 人文地理学，城乡规划学 

20 人文地理学前沿与进展 18 专业主干课 
房艳刚，魏冶，

王昱 
研二 周四（第 1、2 节） 人文地理学，旅游管理 

21 区域旅游开发与规划管理 36 发展方向课 王荣成，李宁 研二 周六（第 1、2 节） 
人文地理学，旅游管理，城乡规

划学，区域经济学 

22 乡村地理学与乡村发展 36 发展方向课 房艳刚 研二 周二（第 5、6 节） 人文地理学 

23 东北亚地缘关系 36 发展方向课 袁家冬 研二 周三（第 7、8 节） 人文地理学 

24 旅游管理研究前沿进展 36 专业主干课 王荣成 研一 周六（第 9、10 节） 旅游管理 

25 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 36 专业主干课 王荣成 研一 周日（第 9、10 节） 旅游管理 

26 城乡规划前沿与进展 20 专业主干课 
庞瑞秋，宋飏，

冯章献，魏冶 
研一 周五（第 3、4 节） 城乡规划学 

27 城市社会区规划 40 发展方向课 张婧 研一 周二（第 7、8 节） 城乡规划学 

28 现代城市设计 40 发展方向课 庞瑞秋 研一 周五（第 1、2 节） 城乡规划学 

29 城乡规划管理与政策 20 发展方向课 李广全 研二 周二（第 3、4 节） 城乡规划学 

30 土地资源与土地评价 36 专业主干课 介冬梅 研一 周二（第 3、4 节） 土地资源管理 

31 土地经济管理 36 专业主干课 姜锡东，张郁 研一 周六（第 3、4 节） 土地资源管理 

32 土地利用规划 36 专业主干课 郭蒙 研二 周一（第 1、2 节） 土地资源管理 

33 土地生态学 36 专业主干课 郭蒙 研一 周一（第 3、4 节） 土地资源管理 

34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案例分析 36 发展方向课 介冬梅 研一 周二（第 1、2 节） 土地资源管理 

35 土地政策与法规案例分析 18 发展方向课 姜锡东 研一 周六（第 1、2 节） 土地资源管理 

36 自然地理研究进展 36 发展方向课 

介冬梅，陶岩，

宗盛伟，郭蒙，

徐志伟，汪祖丞 

研二 周五（第 9、10 节） 土地资源管理 

37 区域经济学前沿与进展 18 专业主干课 谷国锋 研一 周一（第 9、10 节） 区域经济学 

38 地理课程标准与教材研究 36 专业主干课 王向东 研二 周一（第 9、10 节） 课程与教学论 

39 中学地理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36 专业主干课 娄晓黎 研一 周五（第 7、8节） 课程与教学论 

40 中学地理教学原理 36 专业主干课 袁孝亭 研一 周二（第 9、10 节） 课程与教学论 

41 中学地理教育测量与评价 36 发展方向课 娄晓黎 研一 周五（第 5、6 节） 课程与教学论 



42 中学区域地理教学与专题研究 36 发展方向课 王向东 研二 周一（第 11、12 节） 课程与教学论 

43 区域地理野外考察 36 发展方向课 

张天宇，王兴

安，陶岩，李鸿

凯 

研二 周四（第 5、6 节） 课程与教学论 

 



2017 春季学期地理科学学院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表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任课教师 上课地点 上课时间 适用专业 

1 中学地理教学技能综合训练 学科主干课 邵志豪 研究生 2 教室 星期 5(第 1,2 节) 学科教学 

2 中学地理教学设计与案例分析 学科主干课 娄晓黎 研究生 1 教室 星期 5(第 7,8 节) 学科教学 

3 中学地理教学原理 学科主干课 袁孝亭 研究生 1 教室 星期 2（第 9,10 节） 学科教学 

4 中学地理知识体系梳理与教材解析 学科主干课 王向东 研究生 2 教室 星期 1（第 9,10 节） 学科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