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裏学展西lL生恣那境資源研究院(等)文件

科生恣友 (2018)16号

中科院西北研肉院美子F「友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恣環境資源研究院

博士研究生培券方案》的通知

院属各単位、各部日:

力近庄を1新型国家定浚和社会友展対高晨次人オ的新要求,保

江博士研究生培界廣量,根据 《中国科学院大学美子修汀研究生培

界方案的指早意見》,結合西北研究院工作実膵,キ1定 了《中国科学

院西北生恣不境資源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培界方案》,姪西北研究院学

位汗定委員会廿港通辻,井提交院長亦公会袂常袂通辻,現予F「友,

着壇照執行。

中国科学院西 究院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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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恣琢境資源研究院

博士研究生培非方案

力近庄唸1新型国家建没
～
社会友展対高晨次人オ的新要求,保

江博士研究生培未反量,根据 《中国科学院大学美子修汀研究生培

界方案的指早意見》,結合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恣不境資源研究院 (筒

称西北研究院)工作実隊,特市1定本培赤方案。

一、培赤目禄

目究国家 “笙須え路姪済帯"和西部大升友哉喀,以西北千早

高寒的特殊生恣、不境、資源力主攻方向,晴准国隊地球科学友展

前浩,在人気圏一水圏一生物圏―氷凍圏―岩石圏相互作用有仝球

交化、区域気候有不境演交、生恣系坑退化机tll々重定、水土和ゲ

声等重要自然資源的形成与不1月 、資源不境哉略有情報等頷域,カ

生恣不境修隻、資源勘探不1月 、重大工程建没,以及姪済社会可持

紋友展哉略決策等培界高晨次唸1新人オ。具体要求如下:

(一 )具有堅定的社会主文理想信念,具有井江唯物主又的世

界現;熟愛祖国,遵妃守法,品行端正;減実守信,学凩汗瑾,困

結称作,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徳利敬立精神;具有勇千Cl新的科学精

神、求真外実的科研品格、敢千担当的社会責任撼。

(二 )在本寺立頷域掌握堅実完片的基袖理沿和系坑深入的寺

日知沢;具有独立双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寺11技木上

倣出Cll新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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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修熟妹掌握一日外国活 (一般力英活),熟妹同波本寺

立外文資料,用外悟撰写学木沿文,井具有良好的外悟折悦能力及

国障学木交流能力。

(四 )具有健康的体灰有良好的ノい理未灰。

二、培赤美型及学コ年限

(一 )培界炎型

博士研究生按照招考方式可分力公升招考、碩博逹故/11宣接攻

博三紳炎型。

(二 )学コ年限

公升招考博士研究生基本学耳年限一般力 3年 ,最掟学コ年限

(全体学)不得超辻 6年 ;碩博逹波研究生わ宣接攻博研究生基本

学コ年ILR一般力 5年 ,最K学コ年限 (全体学)不得超辻 8年。

力了保江研究生培界辰量,博士研究生羹須満足基本学コ年限

要求。

三、学科寺立及研究方向

西北研究院在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四学々地理信息系

坑,気象学,人気物理学々人気不境,ゲ物学、岩石学、ゲ床学,

地球化学,杓造地灰学,生恣学,岩土工程,防文城文工程及防伊

工程,寒区工程与不境 (自 没寺立),情扱学等学科寺立培界博士研

究生,各学科寺立及研究方向没畳女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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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寺立 研究方向

自然地理学

沙漠化

千早区琢境

凩沙地貌

凩沙物理ち凩沙工程

沐川学

沐掠圏与琢境

雪泳及皮用

土壊学

水文学

水土資源学

水文生恣学

凍土不境与全球変化

凍土葛寒区工程

凍土熟力学

天然気水合物

人文地理学

生恣径済学

区域可持象友展

沐凍圏島可持鉄友展

地国学―b~地理信息系統

随面数据同化

陪面定量遥感

寒早区遥感

寒早区地理信虐、系統

地学 e_science

気象学

高原気象学

干早気象学

数値模似埼預測

随面道程均気候変化

大気物理学与大気不境

大気物理学

辺界層気象学

大気不境

沐凍圏気候学

r物学、岩石学、す床学

況釈学

倍居地反学

石油地辰学

地球化学

有机地球化学

油蔵地球化学

不境地球化学

実詮地球化学

気体地球化学

杓造地辰学
杓造地辰学

杓造地球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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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恣学

生恣学

植物生理学

衣並生恣学

土壌生恣学

恢隻生恣学

生恣水文学

生恣系銃生恣学

岩土工程

岩土力学

岩土工程数値方法

凍土均寒区工程

凍土力学

凍土物理

防欠減実工程及防伊工程

寒区辣融欠害

凩沙夫害与防沙工程

沐川実害―b~防治

秋雪欠害与防治

数据工程防欠庄用

寒区工程与不境

凍土不境与工程

寒区工程理透与規支J

寒区不境坪借与預測

普通凍土学

擦土勘探

凍土水熟道程及模似

情根学
情報研究均決策姿洵

知沢友現葛知沢姐駅

四、培界方式

博士研究生培界以科学研究工作力主,結合科研工作lit行深程

学コ,包括跨学科深程的学コ,以提高理港水平利実詮研究能力。

重点足培界博士研究生独立炊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及右1新研究能

力。

博士研究生的培赤工作釆取早用久責与早りT小俎集体培未相第

合的亦法。早帰久責指早研究生科研工作,重祝研究生政治思想品

徳教育,井在芦違治学、科研道徳
～

困結棒作等方面対研究生芦格

要求,配合、称助研究生部倣好研究生的各項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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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入学后三今月内,早炉泣根据博士研究生的培界目

林和要求,結合其本人的特点和科研港文工作需要,指早博士研究

生命1定培界載 1。 培界廿裁1足早りT指早
～
培芥博士研究生的主要依

据,也足対博士研究生半立及授子学位逃行常査的依据。早りT泣接

照培赤汁表1倣好研究生培赤工作。培界汁裁1庄対研究生的培赤目林、

研究方向、深程Iit修利学分、学位沿文迪題、送至1目 林以及叶目安

排倣出明碗規定。博士研究生的培赤汁裁1皮在入学三今月后扱研究

生部常核各案。

五、保程体系及学分要求

博士研究生実行学分市1管理。研究生荻得学位所需的学分,由

保程学コ学分利外修不市学分画部分俎成,二者不能相互替代。

博士研究生深程包括学位保
～

♯学位深等。学位深足力込至1培

界目林要求,保江研究生培赤灰量面又須学マ的保程,分力公共学

位保利寺立学位深西炎。♯学位深足力拓克研究生知沢面、完善知

沢猪柏或か深某方面知沢面升没的渫程。

(一 )公升招考博士研究生在申清博士学位前,保程学コ恙学

介不低子 7学分,其中包括政治理沿深程利外国澤炎深程等二|コ 公

共学位深 (3学分),二至三日寺立学位深 (4学分)。

(二 )碩博逹故研究生、宣接攻博研究生在申清博士学位前,

其碩士除段渫程学ヨ可按西北研究院碩士研究生保程学マ要求執行 ,

博士深程学η按公升招考博士研究生深程学コ要求執行。

(三 )西北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的保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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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程美型 深程名称 学分 各注

公共学位深
政治理稔深程 1 必修深程

外国語癸保程 う
ん 必修深程

地理学寺並

学位深

沐凍圏科学概栓 寺並核心裸

休川学 3 寺並核心保

寒早区生恣水文学 青立核心裸

干早区水文学 3 寺立核心深

寒早区遥感 3 寺立核心保

陪面数据同化理沿及鹿用 3 青並核心深

凩沙物理与凩沙工程 2 寺並普及深

沙漠ち沙漠化 2 寺立普及深

干早区土壊埼土地資源管理 2 青立普及深

径済地理学 2 寺立普及深

大気科学青並

学位深

高原与干早区気候劫力学 3 寺立核心深

寒早区陪面道程 3 寺並核心保

大気辺界晨埼大気不境 つ
４ 寺並普及深

生恣学寺並

学位深

寒早区恢隻生恣学 3 寺立核心深

荒漠録洲生恣系統生恣学 2 寺立普及深

植物逆境生理学 つ
４ 寺立普及深

土木工程寺立

学位保

凍土力学与寒区工程 3 寺立核心保

普通凍土学 3 寺並核心深

凍土物理学 2 寺並普及深

岩十丁程数値方法 つ
４ 寺立普及深

寒早区実害 う
４ 寺立普及保

地反学寺立

学位深

成岩作用与盆地流体 寺立核心深

含油気盆地杓造地庚学 寺立核心深

不境地球化学 3 寺立核心深

気体地球化学 3 寺並核心保

油気儲涙地辰学 3 寺立核心保

油気地球化学 3 寺並核心深

野外地反深 3 寺立核心深

況釈地反学及成用 3 寺並核心保

情報学寺立

学位深

知恢姐駅与知沢系統 2 青立普及深

哉贈識 研究与決策盗洵 2 寺立普及深

六、必修IT・市及要求

(一 )弄趣報告 (2学分)

博士研究生在片た調査研究、同演文献資料、弄清主攻方向的

前沿成果利友展劫恣的基袖上,姪与早りT称商,提出学位沿文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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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題泣尽可能対学木友晨、姪済定没利社会邊歩有重要意又。

博士研究生皮在規定的叶国内,就迪題的背景意又、国内外研

究劫恣及友展超勢、主要研究内容、似釆取的技木路銭及研究方法、

預期成果、沿文工作吋目安奉卜等方面,撰写 《研究生学位沿文升題

扱告》,早りTわ指早小俎泣汗格把夫。研究生升題扱告字数要求不少

千 1万字。研究生填写 《研究生学位沿文升題扱告登泥表》,姪早りT

同意后,方可逃行升題扱告。除渉密港文外,升題扱告皮公升辻行,

尽可能片淫地嘴取寺家意見。研究生升題扱告不少子 15分針,寺家

提同不少子10分針,一般泣在入学后一年左右完成。

力保逓培未灰量,升題報告寺家小須由5名具有正高象寺立技

木取称的研究人員俎成,其中博士生早りT不少千3名。考核小須就

学生的発文地題、文献妹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々技木路銭、有

何特色及念1新点等方面辻行坪分 (百分キ1),90分以上力仇秀、75-

89分力良好、60‐74分力合格、60分以下力不合格。対子考核不合

格者,3今月内姪早りT常核通辻可重新申清升題,第二次升題報告

考核結果仙力不合格者,按照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管理規定》予

以退学。

(二 )中期考核 (2学分)

中期考核主要考核研究生ぬ文工作辻展情況、取得的除段性咸

果、存在的主要同題、似解決的途径、下一歩工作汁表1及港文萩汁

完成叶同等。研究生需撰写 《研究生学位沿文中期根告》,博士研究

生中期扱告字数要求不少子 1万字。研究生需填写 《研究生学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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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期考核登泥表》,姪早帰常核同意后,方可辻行中期考核。

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猥告叶同不少子20分針,寺家提同時同不

少子 10分針,中期考核在升題扱告通辻 1年后至申清答丼至少半年

前完成。除渉密発文外,中期考核庄公升辻行。

力保逓培界灰量,中期考核寺家小俎由5名具有正高須寺立技

木取称的研究人員俎成,其中博士生早師不少子 3名 。考核小俎就

学生的思想品徳、科研能力、Cl新点、培界目林完咸情況、已取得

科研成果及野外実践等方面邊行汗分 (百分+1),90分以上力仇秀、

75-89分力良好、60-74分力合格、60分以下力不合格。対子考核不

合格者,在半年内姪早りT軍核通辻可重新申清中期考核,第二次考

核結果仙力不合格者,按照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管理規定》予以

退学。

(三 )学木扱告和社会実践 (1学分)

力了促使研究生能主劫夫ノむ和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前沿的友展劫

恣,升同祝野,虐友を1造力。要求毎企博士研究生,在学期日立至

少参か 15次学木扱告会 (包括至少2次本人倣学木技告)。

研究生完成科研保題的辻程中,遅須完成一定工作量的助研エ

作,或参か院内外俎家的各炎社会実践活劫。

七、博士研究生資格考核

博士研究生資格考核足博士研究生正式辻入学位港文研究隣段

前的一次学科妹合型考核。博士資格考核重点考察博士研究生是否

掌握了竪実
～
完片的学科基袖

～
寺11知沢;足否能妹合込用速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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沢分析和解決同題;是否具各逃行を1新性研究工作的能力。

博士姿格考核与博士研究生升題扱告合井辻行。対子学位沿文

升題扱告不合格者,若在升題扱告中友現不宜墾数培界的,或是在

学位搭文研究工作中表現出明呈科研能力差的,由早炉咲合考核小

俎提出予以退学的建袂。姪研究生部会同院主管頷早研究同意后,

上扱国科大予以退学。

八、学位沿文与申清学位答辮的要求

学位透文研究工作足対学生邊行科学研究或承担寺|¬ 技木工作

的仝面り|1妹 ,足培界学生Cl新能力的重要不市。申清学位沿文答丼

前,研究生泣在早奸的指早下独立完成学位港文,不得造仮,不得

抄柔和票1窃他人成果。

研究生的学位港文庄足系坑的、完整的学木港文,学位港文撰

写泣符合 《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奄文撰写規疱指早意見》及

国科大相泣学科群学位汗定委員会市1定的学位港文具体要求。学生

沿文答丼的熱要条件及程序按照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位授予工作タロ

ス1》 執行。研究生答井前庄込到的具体要求玄口下:

(一 )掌握本寺立頷域堅実完片的基袖理沿利系坑深入的寺立技

木知沢,熟悉相美学科友晨現状わ超勢;具有独立よ事探索性基袖

研究的能力;在早帰的指早下,学位沿文研究取得完整性或隣段性

咸呆。

(二 )完成所有渫程学コ及又修不市,込至1相皮学分要求。

(三 )科研咸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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満足下夕1条件 1或条件 2,都可以祝力込至1了 申清博士学位港

文答丼的科研成果要求:

条件 lE

l.理学和工学各寺立 (除人文地理学寺立以外),満足下夕1条件 :

至少在国内外本学科相夫学木期千1公升友表 (合 已接牧)学木

港文 2篤 。其中至少有 1篤友表在 SCI、 EI牧永期千1,男 一篤友表

在 CSCD bll永期デ1或西北研究院友行的正式期千1;

或荻得友明寺不11項 ,同 時至少在本学科 CSCD牧永期千1或西

北研究院友行的正式期千1友表 (合已接牧)学木沿畑 篤。

2.人文地理学寺立,満足下夕」条件 :

至少在国内外本学科相美学木期千1公升友表 (合 已接牧)学木

沿文 2篤 。其中至少有 1篤友表在 SCI、 SSCI、 《地理学扱》、《水不1

学扱》、《生恣学技》或西北研究院友行的正式期千1,男一篤友表在

CSCD牧永期千J。

或至少在本学科 CSCD牧永期千1公升友表 (合已接牧)学木奄

文 3篤。

3。 情扱学寺立満足下夕1条件 :

至少在本学科一数学会主力、期千1、 CSSCI期千1、 CSCD牧永期

千1、 中文核ノい期千1要 目恙覧期千1公升友表 (合已接牧)学木港文 2

篤。

条件 2:

博士研究生荻得本学科頷域省部象二等芙及以上有妓逓ギ。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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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二等業,本人在荻笑名単中羽卜名須在前 3名 ;荻得ず等業,本人

在荻爽名単中羽卜名須在前 5毛 ;荻得特等業,本人在荻業名単中排

名須在前 10名 ;同時至少在本学科 CSCD牧永期fll或西北研究院

友行的正式期fll友表 (合已接牧)学木恰文1篤。

(四 )ネト充悦明

1.友表港文要求本人力羽卜名第一作者。SCI、 SSCI、 EI牧永期

千1若以羽卜名第二作者友表文章,其早りT羹須足羽卜名第一作者。

2.SCI、 SSCI、 EI、 CSCD等文献数据岸及索マ1牧永期fll名 永

以研究生投稿叶的名永力准。

3.沈文已接牧足指:SCI、 SSCI tt EI等学木港文荻得DOI,

其セ期千1港文有接bl■ 函。

4。所友表的科研成果須々半立力文相美。

5。本要求所指科研成果的第一署銘単位羹須足中国科学院西

北生恣不境資源研究院 (Nonwёtt hstitute of Eco―Environment and

ResoLlrCeS,ChincseAcad釦げofSciences),其化署名単位皮有中国科

学院大学 (University ofChineseActte彎「ofSciences)。

6.外 国留学生在学期日完成科研成果的具体要求参照同寺立

同培界晨次研究生要求。

九、附只1

(一 )本培界方案径西北研究院学位汗定委員会通辻,自友布

え日起執行。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盆湖研究所可以本培界方

案力指早意見,結合本単位実体キ1定相泣的研究生培界方案,井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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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研究院各案。

(二 )本培界方案未尽事宜,参園教育部及国科大的相美規定,

由西北研究院学位汗定委員会会洪廿港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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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中 国科学院大学。

中科院西北研究院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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