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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简介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属于理学类地理学（一级学科）下面的

二级学科。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

统已逐步成为资源与环境、城市及区域规划与管理、土地利用与管理、

水利水电、交通土建等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重要技术支撑，在国民经济可

持续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专业培养环节包括课程学习、

教学实践、学术活动、科学研究及学位论文等。 

本专业根据地图学、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在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

发展趋势和相关的技术应用需求，设立了遥感技术与陆表监测、GIS与地

理大数据分析、遥感与 GIS 应用三个研究方向。遥感技术与陆表监测方

向，主要围绕西南脆弱生态环境，基于多尺度嵌套地面观测系统获取关

键陆表过程参数，开展西南脆弱生态区关键参数遥感估算与真实性检验，

并同化地面和遥感观测数据开展陆表过程模拟研究。GIS与地理大数据分

析方向，主要基于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地理大数据，围绕

地理大数据获取、地理大数据管理、地理大数据挖掘、地理环境大数据

应用等研究内容，开展地理大数据网络化存储、一体化管理、增量级联

更新、时空模式挖掘、时空聚类、时空预测、时空异常检测、应用服务

等研究。遥感与 GIS应用方向，主要基于遥感和 GIS技术，系统开展三

峡库区环境、喀斯特植被恢复、干旱、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区

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农作物产量预测等方面的研究，为政府、企业等提

供决策支持。 

本学科拥有重庆金佛山喀斯特生态系统教育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遥感大数据应用重庆市工程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配备了 GIS、RS、

GPS、无人机等相关软、硬件系统，为开展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提

供了良好的基础环境。 

二、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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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或二级学科 研究方向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遥感技术与陆表监测 

GIS 与地理大数据分析 

遥感与 GIS 应用 

三、培养目标 

硕士生培养坚持“以人为本，创新机制，提高质量，适应需求，引领

未来”的方针，坚持质量第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体要求

硕士学位研究生做到： 

（1）坚持真理，献身科学事业，具有高尚的科学职业道德、崇高的

敬业精神和团结友爱的科学合作境界。 

（2）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数理基础、地学基础，有较扎实的地图、

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三方面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应用技术以及相关学

科间的知识互补与适应性。 

（3）具有较强的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方面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

综合应用的能力。 

（4）有对本人所从事的研究方向的前沿阵地进行探索的潜在能力。 

（5）能适应和胜任相关领域内的教学、科研、管理与科技开发工作。 

四、学习年限 

实行弹性学制，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 年，学习年

限为 2-5年。 

五、培养方式 

灵活采取导师负责与导师组、学科团队、联合培养等多样化的方式，

培养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硕士研究生，鼓励跨学科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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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必修环节 

（一）课程学习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含中英文） 
开课

学期 
学时 

学

分 

考核 

方式 

备 

注 

必

修

课 

公

共

课 

1111000001001 第一外国语  1 90 3 考试  

1111000002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 
1 36 2 考试  

1111000002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18 1 考试  

学

科

核

心

课 

1111070500001 
中外主文献研读（含研究生学术

道德与论文写作） 
1 36 2   

1111070500002 地理信息科学 1 36 2 考试  

1111070500003 全球变化 1 36 2 考试  

1111070500004 地理模型与模拟 2 36 2 考试  

专

业

课 

1111070500032 高等自然地理学  1 36 2 考查  

1111070500033 高等地图学 1 36 2 考查  

1111070500034 遥感科学与技术 1 36 2 考查  

1111070500035 GIS 程序设计 1 36 2 考查  

1111070500007 地理学野外工作方法 2 36 2 考查  

选 

 

修 

 

课 

1111070500036 空间分析 2 36 2 考查  

1111070500037 高光谱遥感与专题判读 2 36 2 考查  

1111070500038 空间大数据与数据挖掘 2 36 2 考查  

1111070500039 空间数据库 2 36 2 考查  

1111070500040 遥感数字图像处理 2 36 2 考查  

1111070500041 无人机数据获取与处理 2 36 2 考查  

至少选修一门跨学科课程和一门全校性创新创业在线课程。 

跨学

科或

同等

学力

考生

补修

课程 

1110070500008 自然地理学   备注： 

 1110070500009 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   

1110070500010 地图学基础   

    

应修

学分

要求 

应修最低学分：  31 学分（具体由各学科自定） 

其中必修课程最低学分： 28 学分（含学术活动+实践训练 4 学分） 

备注 

1．“跨学科”指按照跨一级学科认定，如有特殊情况，在备注中予以说明。 

2．课程免修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3．全校各培养单位开设的所有研究生课程均可作为选修课。 
4．本表格可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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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活动 

学术活动包括参与学术讲座、学术论坛、学术会议、文献研读和文

献综述等。硕士研究生在学习期间至少参加 15 次学术报告。在学术活

动结束后三个工作日之内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提交报告，导师或导

师组据实考核，记 2学分。 

（三）实践训练  

实践训练主要包括专业实践、教学实践和社会实践，硕士研究生须

选其中一项实践。专业实践包括参加导师、导师组或本人主持的科研项

目的研究、科技扶贫、科技咨询和社会调查等活动。教学实践可以通过

担任助教、试讲课程、指导实验与实习等形式进行；社会实践包括深入

工厂、农村等基层单位进行社会实践调查、业务实习、科技推广等实际

工作，撰写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具体按照学校研究生社会实践管理

办法执行。 

专业实践由导师或导师组据实考核；教学实践担任助教应经历一个

完整的课程教学周期，试讲课程不少于 6学时，指导实验与实习不少于

12学时。入学前有 2年以上大学专科及以上高校教学实践经历者，可免

去教学实践考核，但须提供有关证明。教学实践由课程主讲教师进行考

核；社会实践由社会实践单位或导师、导师组进行考核。实践训练考核

合格后，硕士记 2学分。 

（四）学位论文  

1.开题条件 

原则上，在开展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之前，硕士研究生须通过中期考

核。 

2.选题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应符合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的培养目标，有学

术和社会意义；能反映出作者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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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了解与论文相关的前沿研究动态；研究主题明确、问题集中、论证

严密可靠、有明显的专业特色、有新见解。 

3.开展形式要求 

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或导师组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综述性论文

不得作为学位论文。 

4.工作量要求 

从开题到答辩，硕士学位论文持续研究时间不少于 1年；论文数据

应真实、可靠；论文字数一般不应少于 3万字。 

5.学术规范要求 

自己的研究结果与他人的观点、材料、数据等不相混淆，引用他人

的观点、材料、数据等注明来源；独立完成论文，在准备和撰写过程中

接受导师指导、采纳专家建议、获得他人帮助等应实事求是地表示感谢，

但不能把未对论文提供帮助的名人等列入致谢之列；涉及到的背景知

识、引用的资料和数据准确无误，所用概念、术语、符号、公式等符合

学术规范，没有严重错误或使用严重错译的译文；对问题的论述完整、

系统、逻辑严密，关键词得当；语言精练，语句符合现代汉语规范。 

6.格式要求 

按照《西南大学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及打印要求》

执行。 

七、质量控制环节与要求 

（一）培养计划制定 

培养计划由学生和导师或导师组共同制定，并由导师或导师组进行
审核，应于入学 1个月内完成。 

（二）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的方式可以是口试、笔试或课程论文等形式，由任课教师
负责。硕士生公共课采用考试方式；学科核心课程闭卷考试成绩占比不
得低于 30%。专业核心课程成绩及格线为 75分，其他课程及格线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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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各课程的考核方式须在教学大纲中予以明确并严格执行。 

（三）学术活动考核 

学术活动结束后三个工作日之内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提交报
告，导师或导师组据实考核。 

（四）实践训练考核 

实践活动结束后一周内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提交活动报告或
总结，由导师或导师组据实考核。 

（五）中期考核 

实施淘汰分流制度，硕士研究生应进行中期考核。通过中期考核是

学位论文开题的前提条件。在修够学分的前提下，中期考核原则上安排

在第 4学期初进行。 

A、考核在培养单位统一组织领导下，由各专业负责实施，组成包

括培养单位（学科）负责人、导师代表、班主任等在内的若干考核小组

（每组成员 3-5人）进行考核，同时较广泛地听取其他教师的意见。 

B、业务方面主要考核研究生课程学习是否达到规定要求，通过课

程学习反映出来的科研及思维能力；政治、思想、品德方面的考核由院

学生工作组会同有关人员进行。 

C、填写“西南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自我评估表”，对被考核研究生

做出结论性意见。 

D、经过中期考核的硕士研究生，按考核结果分 3种流向： 

a)硕-博连读：具体要求见学校相关文件规定。 

b)进入硕士论文阶段：学习成绩良好，具有一定研究工作能力（以

论文为主要参照），可进入硕士论文阶段，继续完成硕士学业。 

c)中止学业：个别成绩较差，明显表现出缺乏科研能力，或因其他

原因不宜继续攻读学位者，要求限期改正，限期未改正者终止其学业，

按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发给相应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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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位论文 

硕士生学位论文开题时间放在第 3学期末或第 4学期初，可与中期

考核同时进行。根据研究生选题情况，按二级学科成立若干开题报告审

查小组。审查小组由具有研究生培养经验、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专家 3-5

人组成，对论文选题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分析难点，明确方向，以保证

学位论文按时完成并达到预期结果。 

在第 5学期，由具有研究生培养经验、副高及以上职称、研究领域

相关的专家 3-5人组成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进展评估小组，对硕士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评估和检查。硕士研究生就个人学位论文进展进

行汇报，并结合开题报告中的研究设计和拟定的研究目标和内容进行自

评，评估小组合议后给出评定结果。评定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两种。评定结果为“不合格”者，限期整改，3个月内重新组织评估和

检查。再次评估为“不合格”者，取消学位答辩资格。按学籍管理的有

关规定，发给相应证书。 

硕士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百分比不超过 15%；硕士学位论文要求严格

执行学校有关学位论文撰写格式的要求，文字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 

学位论文定稿后，由硕士生所在的学院组织专家对学位论文进行审

查，进行预答辩，指出学位论文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修改意见，对

学位论文质量进行初始把关。 

凡本专业全日制硕士生，其学位论文全部参加盲评。有效的专家评

审意见中，如果 3名评审专家认为其论文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水平，则可

以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否则，作者必须对学位论文进行认真的修改，

至少在 3个月后重新提交专家评审。 

盲评通过后，硕士生须参加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答辩不通过者，作

者必须对学位论文进行认真的修改，至少在 3个月后重新参加答辩。 

（七）学术成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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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请毕业答辩前以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公开发表（见刊或网络首

发，第一署名单位为“西南大学”）1篇国内 B类期刊学术论文。 

在学校规定年限内，按培养方案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学分要求和

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在申请毕业答辩前以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公开发

表（见刊或网络首发，第一署名单位为“西南大学”）1篇国内 B类期

刊学术论文，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经审查合格者，准予毕业。 

硕士研究生确因学业优秀，经本人申请，指导教师和所在培养单位

同意，报研究生院批准，可以申请提前毕业，但在校时间不得少于二年。

凡申请提前毕业者，应当达到以下基本条件： 

（1）中期考核结论为优秀或在校期间被评为优秀研究生； 

（2）在申请毕业答辩前公开发表（见刊或网络首发）属于毕业论

文研究组成部分的 1篇国外 A2学术论文或 2篇国内 A1或 1篇国内 T

类学术论文。学术论文界定标准以西南大学最新发文公布为准。 

八、关于港澳台研究生 

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研究生按照本培养方案执行。 

九、关于来华留学生 

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免除“思想政治理论”和“第一外国语”课程
的学习和考核，增设“中国概况”和“汉语”为必修课。其它要求按相
应学科专业的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方案执行。有来华留学生的培养学科需
提供对应英文版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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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培养方案审核意见 

所在培养单位学术分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部学术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