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信息科学专业 

(专业代码：070504 学制：四年学位：理学学士)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地理信息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具有较扎实的地理信息

系统、遥感、卫星定位、地图学、地理学等领域的专门知识，具有较强计算机实践能力、创新意识

和国际视野，能在地理信息学科、测绘学科以及石油、海洋、国土、规划、水利、环境、地勘、不

动产、信息产业、交通等领域从事研究、教学、地理信息系统设计、开发以及管理工作的高级复合

型人才。 

通过 5 年左右实际工作的锻炼，期望毕业生成长为科研岗位、技术研发岗位和工程设计岗位的

骨干，达到： 

1．具备合格的科研工作者、地理信息工程师和技术管理者的素质和能力； 

2．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准，有意愿并有能力服务社会；  

3．具有团队协作、创新和科学探索精神，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能够紧跟

地理信息科学相关领域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发展； 

4．能在一个设计、研发或科研团队中担任重要角色，具有运用所学知识从事地理信息工程及

技术创新的能力； 

5．能够独立从事地理空间信息的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和信息化技术管理工作。 

二、毕业要求及实现矩阵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具有人文素养、身心素质、职业素养、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及政

策，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具有从事地理信息科学工作所需的数学、物理、计算机方面的基础知识，能够有效应用这

些知识和工具解决本专业领域的描述、建模、分析决策等相关问题； 

3. 系统掌握地理信息科学、遥感、测绘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技能，具有地理空间逻辑思维、数

据采集、处理、遥感图像信息提取的能力，了解学科领域的发展前沿和趋势，能够发现、辨析、质

疑、评价本专业领域的问题，并表达个人见解； 

4．掌握数字油田、数字海洋及空间信息集成技术的理论、方法和技能，能够对本专业领域复

杂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具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并提出相应对策或解决方案； 

5．具有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能够恰当使用现代工具对地理信息科学领域信息资料进行收集、

处理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6. 具有较强的英语运用能力，具有听、说、读、写、译的技能，能较顺利阅读本专业的外文

文献； 

7.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知识和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

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8. 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了解国际动态，关注全球性问题，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

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9. 具备终身获取和追踪新知识的意识，关注地理信息学科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具有创新

创业能力、实践能力、科学研究能力、技术开发能力。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 

1．具有人文素养、身心素质、

职业素养、科学精神和社会责

任感，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及

政策，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1 具备人文素养和科学精

神，遵守社会公德，熟悉相

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了解

国情社情民情，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军训 

创业基础 

1.2 具备职业素养和社会责

任感，培养坚强的意志品

质；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军事理论 

军训 

1.3 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体育 

2.具有从事地理信息科学工作

所需的数学、物理、计算机方

面的基础知识，能够有效应用

这些知识和工具解决本专业领

域的描述、建模、分析决策等

相关问题； 

2.1 掌握地理信息科学领域

所需的数学基础知识，形成

运用数学方法解决空间信

息问题的基本能力；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2 理解和掌握物理的基本

概念和方法，并为遥感课程

奠定理论基础； 

大学物理 

大学物理实验 

2.3 掌握地理信息科学相关

的计算机基本知识，具备数

据管理和软件设计开发应

用的能力； 

大学计算机 

数据结构与算法 

空间数据库 

程序设计 

高级程序设计 

WEBGIS 网络编程基础 

2.4 能够有效应用专业知识

和工具解决本专业领域的

描述、建模、分析决策等相

关问题。 

GIS 应用开发 

GIS 空间分析 

地理信息系统设计实践 

地理信息网络服务 

3. 系统掌握地理信息科学、遥

感、测绘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技

能，具有地理空间逻辑思维、

数据采集、处理、遥感图像信

息提取的能力，了解学科领域

的发展前沿和趋势，能够发现、

辨析、质疑、评价本专业领域

的问题，并表达个人见解； 

3.1 系统掌握地理信息科学

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地理

科学的思维以及发现、辨析

和解释地信息科学领域基

本问题的能力； 

自然地理学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地图学基础 

3.2 系统掌握遥感的理论

知识，培养学生遥感图像信

息提取以及解释、评价遥感

领域基本问题的能力； 

摄影测量学基础 

遥感数字图像处理 

遥感原理及应用 

3.3 系统掌握测绘的理论

知识，培养学生数据采集、

处理以及解释、质疑、评价

测绘领域基本问题的能力； 

数字地形测量学 

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 

卫星定位原理及应用 



 

 

3.4 了解地理信息学科发展

前沿，培养学生自我学习的

能力。 

学科前沿知识专题讲座 

地理信息网络服务 

毕业设计（论文） 

4．掌握空间信息集成技术的理

论、方法和技能，能够对本专

业领域复杂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和研究，具有解决复杂问题的

能力，并提出相应对策或解决

方案； 

4.1 掌握空间信息集成的技

术的理论、方法和技能，具

有对地理信息复杂问题进

行判断、分析和研究能力； 

GIS 应用开发 

地理信息系统设计实践 

地理信息网络服务 

GIS 空间分析 

4.2 通过课堂实验、室内外

实习、工程实训等 3S 实践，

能够对地理空间数据进行

采集、编辑处理、管理、分

析及模拟显示。 

数字地形测量实习 

卫星定位实习 

GIS 空间分析 

自然地理实习 

空间数据库实习 

地理信息系统设计实践 

摄影测量实习 

遥感技术实习 

5．具有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能

够恰当使用现代工具对地理信

息科学领域信息资料进行收

集、处理和分析，解决实际问

题； 

5.1 掌握专业文献资料调研

的基本方法，具有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 

大学计算机 

创业基础 

毕业设计（论文） 

5.2 具有使用地理信息系

统专业相关的软、硬件进行

采集、处理和分析数据的能

力。 

高级程序设计 

空间数据库 

GIS 空间分析 

卫星定位原理及应用 

遥感数字图像处理 

6. 具有较强的英语运用能力，

具有听、说、读、写、译的技

能，能较顺利阅读本专业的外

文文献； 

 

6.1 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

能力，培养听、说、读、写、

译的技能，能够通过口头和

书面表达方式与本专业、社

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通识教育课程 

基础外语 

GIS 应用开发 

地理信息系统设计实践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双语） 

毕业设计（论文） 

7.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知识

和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

和协作精神，能够在多学科背

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

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7.1 培养团队协作意识和合

作共事的能力，能够在多学

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

体、团队成员的角色； 

新生研讨课 

数字地形测量实习 

卫星定位实习 

自然地理实习 

空间数据库实习 

地理信息系统设计实践 

摄影测量实习 

遥感技术实习 

7.2 培养团队管理和组织

协调能力，能够在多学科背

景下的团队中担任负责人

的角色。 

通识教育课程 

数字地形测量实习 

自然地理实习 

地理信息系统设计实践 

创业基础 



 

 

8. 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

能力。了解国际动态，关注全

球性问题，理解和尊重世界不

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8.1 能较顺利阅读地理信

息科学专业的外文文献，形

成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

化环境下的交流能力。 

学科前沿知识专题讲座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双语） 

通识教育课程 

基础外语 

毕业设计（论文） 

9. 具备终身获取和追踪新知

识的意识，关注地理信息科学

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具有

创新创业能力、实践能力、科

学研究能力、技术开发能力。 

9.1 关注地理信息科学的

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具有

创新创业、实践、科学研究

和技术开发的能力。 

新生研讨课 

创业基础 

GIS 应用开发 

学科前沿知识专题讲座 

毕业设计（论文） 

三、主干学科、专业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测绘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地理学 

专业核心课程：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地图学基础、遥感原理及应用、卫星定位原理及应用、数

字地形测量学、GIS 应用开发、GIS 空间分析 

四、双语课程、研究性课程 

双语课程：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研究性课程：GIS 空间分析、GIS 应用开发、遥感原理及应用 

五、毕业要求及学时、学分分配 

分类 学分 学时 备注 

必修 

理论 110 2404 含实验学时 52，上机学时 206(56)，实践学时 88。 

实验 4 96  

实践 30   

选修 36   

毕业要求 

1．本专业学生需修满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 180 学分，并取得自主发展计划要求的

10 学分（其中必须从“社会实践”和“科技创新”模块中分别至少取得 2 个学分）以

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的学分，方可毕业。 

2．符合条件，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六、课程设置、教学环节及指导性修读计划 

专业负责人签字： 

 

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签字： 

 

教学院长签字：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