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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科学专业培养方案 

一、 专业介绍  

资源环境科学是一门从生态观点出发，将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运用到生产和环境

建设领域的综合性学科。相对于环境工程专业而言，本专业更加强调现代生物学和环境科学

基础，并善于将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学知识融会贯通，在相关的研究领域中发挥作

用。本专业为上海交通大学品牌专业，教育部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试点专业，本科教育专

业排名及其依托的生态学学科在国内排名均位居前列。 

二、 培养目标 

    资源环境科学专业的学生应该掌握现代生物学和环境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具有较

强的资源利用与管理、环境工程学基础，以及相关领域如生态学、植物保护学、生物质能工

程学等的专业背景。所以，资源环境科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注重人才的知识－能力－创

新意识，强化研发创新能力、实践应用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的培养。 

    资源环境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在培养研究型人才的规格上，该定位具有两个层面的

含义，其一为具有持续学习以及研究能力，能够进一步学习深造的专业人才；其二为具有扎

实基础理论和实践能力，可以在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环境污染治理以及相关领域从事

研究、开发和管理工作的专业人才。 

三、 规范与要求 

资源环境科学专业学制 4年，允许学生在取得规定的最低 171.5学分提前毕业，也允许

延长学习年限，但一般不超过六年。学生修完本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及教学实践环节，

取得规定的学分，德、智、体考核合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条件授予

理学学士学位。 

    A  知识架构 

A1  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的基本知识——要求学生在基础教育所达到的知识水平

上实现进一步的提升。 

A2  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入门知识——借助于某一个学科的某些片断，通过短暂的

学术探索，让学生接触到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不是要学生学习经过简化的、较为完整的

学科概论或常识。 

A3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前沿知识——这些知识应与社会和个人生活紧

密联系，有助于学生提高科学素养和工程意识。 

http://baike.baidu.com/view/42637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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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数学或逻辑学的基础知识——在基础教育水平之上，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定量分析和

逻辑思维能力。 

A5  资源环境科学专业领域内的核心知识——体现宽口径专业教育的知识，厚基础，重

实践。通过数理化的学习，为专业基础课奠定基础；再通过生态学专业基础的学习，为专业

课学习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A5.1  掌握本专业所需的数学、物理、计算机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 

A5.1.1  了解并理解后续专业学习所必需的数学、化学、计算机等相关知识； 

A5.1.2  掌握无机、分析及有机化学实验操作、计算机在生态科学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应

用等基本技能； 

A5.1.3  掌握科学实验（研究）的基本的方法论。 

A5.2  完整掌握环境科学基础知识和生态学的知识体系，培养环境科学研究、生产和开

发的技能，以及独立分析和创新研究能力。 

A5.2.1  掌握资源环境科学的知识体系，包括生物化学、普通生物学、生态学、微生物

学、生物统计与试验设计、环境毒理学、环境监测与环境影响评价、水污染控制工程、农药

学、环境化学、环境工程学、环境生物技术、资源环境遥感与信息学、土壤污染与控制、农

业生态学、生物防治、现代环境分析技术、生物质能工程、微生物工程、生态工程原理与应

用、植物检疫学、植物保护学、土壤与植物营养学、普通遗传学等内容。 

A5.2.2 掌握必要的资源环境科学实验技能以及相关的实验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 

 

表 1资源环境科学专业核心知识结构 

知识大类 分支学科 主要课程及知识点 

环境科学基础 

现代生物学 
生物化学、普通生物学、生态学、微生物学、

普通遗传学 

环境科学基础 

环境化学、环境监测与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工

程学、环境毒理学、环境资源遥感与环境信息

学、土壤与植物营养 

资源环境应用 资源环境技术应用 
水污染控制工程、农药学、植物保护学、生态

学、土壤污染与控制、植物检疫学 

资源环境科学

前沿 
资源环境科学前沿与拓展 

生物质能工程、生物防治、现代环境分析技术、

生态工程原理与应用、微生物工程、文献检索

分析与科技写作 

资源环境专业 资源环境科学技术实践 环境科学综合实验、环境生物技术与环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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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综合实验、环境资源与植物保护综合实验、各

类科技创新项目、专业实习、毕业设计 

    

 B  能力要求 

B1  清晰思考和用语言文字准确表达的能力。 

B2  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B3  批判性思考和创造性工作的能力。 

B4  与不同类型的人合作共事的能力。 

B5  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初步审美能力。 

B6  至少一种外语的应用能力。 

B7  终生学习的能力。 

B8  组织管理能力。 

B9  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科技信息，包括英文信息的能力。 

B10 系统地掌握生态学、环境科学以及相关专业的基本实验方法与技能；具有设计实验

和动手操作的能力；能够归纳、整理和分析实验结果，以及撰写学术论文和参与学术交流。 

    C  素质要求 

C1  志存高远、意志坚强——以传承文明、探求真理、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矢

志不渝。 

C2  刻苦务实、精勤进取——脚踏实地，不慕虚名；勤奋努力，追求卓越。 

C3  身心和谐、视野开阔——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具有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心态

和宽阔的国际化视野。 

C4  思维敏捷、乐于创新——勤于思考，善于钻研，对于推陈出新怀有浓厚的兴趣，富

有探索精神并渴望解决问题。 

C5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把握机遇，勇于面对挫折和失败，积极进取； 

C6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C7  具有较宽的背景学科的综合素养。 

    四、课程体系的构成及学时分配比例 

本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由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实践教育课程、个

性化教育课程等五大类课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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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大类      课程小类 学分 
总学

时数 
讲课 

实验

实践 

上机 

通识教育课程 

公共课程类 25  496 416  80  

通识核心类 12  192 192    

通识教育实践 2 32  32  

 

专业教育课程 

大类基础课程 31 496 496   

学科基础类 25.5 416 400  16 

专业类 30  480 480    

96实践 16教育课程 

各类实验课程 17  544   544  

各类实习 6 192  192  

军事训练 3 48  48  

毕业论文/设计 10 512  512  

个性化 16教育课程  

（第 2 专业、或者学术拓展课程、或者创新创业类课程） 

 

 

（第 2 专业或者学术拓展课程） 

10 160 160  
 

总学分（最低要求）  171.5

51925 

3568 2144 1408 16 

 

五、课外实践教学活动的安排 

本专业实践教学环节，除课内教学实验（含上机）560 学时、17.5 学分以外，课外实

践教学环节有： 

课外实践教学环节类别 学分 周数 备注 

通识教育公共基础课课外实践 5 3 “两课”类课程课外安排 96学时实践

学时 

通识教育实践 2 2 安排在第一学年暑期 

军训 3 3 安排在第 1学年暑期 

工程实践（B类） 2 2 安排在第 3学期 

创新实践项目 2 2 
学生在本科期间必须参与 PRP、IPP

等创新实践项目，获得至少 2个学分。 

专业实习 2 2 安排在第三学年暑期 

毕业论文（设计） 10 16 其中第2、3年各2学分安排农耀计划，

第 8学期安排答辩， 总学分 10学分。 

总学分要求 26 30 不包括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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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业主干课程 

本专业的主干课程包括生物化学、普通生物学、生态学、微生物学、生物统计与试验设

计、环境化学、环境工程学、资源环境遥感与信息学、环境毒理学、环境生物技术、环境监

测与环境影响评价、土壤污染与控制、环境毒理学、水污染控制工程以及支撑主干课程的实

验及实践课程。 

七、课程设置具体情况 

（1）通识核心课程 

通识教育选修课由学校统一确定，现划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

与技术类等不同模块（详见上海交通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学生须修满 12 学分，且在

每一类课程中至少修满 2学分。不得修读与主修专业内容和性质相同或相近的课程。 

（2）基础类课程 

     基础类课程属于必修课程，包括学科大类课程以及专业基础课程。 

     学科大类课程包括无机与分析化学（B类）、有机化学（B类）、程序设计基础（C++）、

高等数学（B类）、线性代数（B类）、 概率统计、大学物理（B类）。  

     专业基础课程包括生物化学、普通生物学、生态学、微生物学、环境化学、普通遗传

学、生物统计与试验设计、土壤与植物营养学。 

（3）专业必修课程  

专业必修课程包括环境毒理学、环境工程学、环境生物技术、资源环境遥感与信息学、

植物保护学、环境监测与环境影响评价。 

（4）专业选修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综合类型)包括农业生态学、生物防治、土壤污染与控制、现代环境分析

技术、生物质能工程、生态工程原理与应用、植物检疫学、水污染控制工程、农药学、微生

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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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性化教育课程 

个性化教育课程是学生可任意选修的课程，全部修业期间需修满 10学分。学分来源为除

本专业培养方案中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实践教育课程三个模块要求的必修和选修

学分之外的所有课程的学分。如，二专课程学分、任选课程学分、本专业限选模块修满学分

要求后多修读的学分、部分专业提供的没有学分要求的专业选修课、大学基础英语（3）和

（4）以及其它认可学分等。 

 

八、本硕博贯通课程以及国际化课程  

课程名称 类型 教学语言 学分 开课学期 

植物保护学 本硕博贯通 中文 2 7 

分子生物学 本硕博贯通 中文 3 4 

环境工程学 本硕博贯通 中文 3 5 

环境生物技术 本硕博贯通 中文 2 5 

环境毒理学 本硕博贯通 中文 2 5 

生物质能工程 本硕博贯通 双语 2 6 

生物防治 本硕博贯通 双语 2 6 

土壤与植物营养学 本硕博贯通 中文 2 6 

土壤污染与控制 本硕博贯通 中文 2 6 

水污染控制工程 本硕博贯通 中文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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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程设置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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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设置一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