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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发展的历史沿革与现状 

1、专业发展的历史沿革 

长沙理工大学测绘工程专业是依托长沙理工大学交通、水利、电力特色强势学科

背景开设的，专业于 2003年开始本科招生，经过近 20年的建设与发展，目前为

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本专业于2007年获“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二级学科硕士点，2009年获湖

南省特色专业， 2011年获“测绘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同年入选湖南

省重点学科，2015年公路交通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立项、获批“公路地

质灾变空间信息技术”湖南省工程实验室，2018年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在2019

年，本专业成功入选首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基本情况 

本专业现有专任教师40人，高级职称21人，占比52.5%，拥有博士学位24人，

占比60%。本专业历年一次就业率均为95%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100%，毕业生满

意度高于95%。 

二、专业定位与特色 

1、专业定位 

依托长沙理工大学交通、水利、港航等行业背景，立足湖南服务全国。遵循

“德育为先、知识为本、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理念，培养具有较强创新意识、

良好职业素养、协调沟通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的测绘专业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同时，本专业与卫星导航、无人机、智慧城市与交通、空间大数据等领域的融合

正在加快，可为国家新兴行业提供测绘地理信息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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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特色优势 

紧密结合交通土建、水利、港航等行业开展专业建设；服务于地方和行业，

具有明显地域特点和行业优势；注重工程能力，以“新工科”为导向；引入企业

师资，注重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依托学校行业背景，具有明显行业优势；拥有“测绘科学与技术”湖南省重

点学科和一级学科硕士点；建有省工程实验室、省工程技术中心，参建多个国家

级平台，专业教学设备超2000万。有省级精品课程1项、省级金课1门，曾获国家

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奖励2项，省部级奖励近20项。毕业生平均就业率

保持在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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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专业共享教学科研平台 

三、专业基础 

以人为本，充分发挥特色专业的办学优势,以工程专业认证、“新工科”为

导向，建立校企协同育人、双创融合办学机制，加强课程思政教育，构建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具有办学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良好教

学资源和相应教学管理制度。把本专业建设成培养具有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

高素质”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 

1、师资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新引进博士 5人，在职毕业博士 2人，出国访学 3人，引进企业师资 10人，

“三化指标”大幅提升，教师博士化率达到 62%，教师国际化经历比例提升至 40%，

师资 100%具有工程化经历和背景；1人入选教育部测绘类教指委；青年教师新增

国家级项目 5 项；课程优良率 90%以上，有 1 人获省教学能手、校教学贡献奖，

有 10余人次在各类课堂竞赛中获奖。 

2、人才培养模式持续优化、课程改革和教学资源建设有成效 

2018 年本专业通过工程教育认证；8门课程进行了研讨式教学改革和课程考

核改革；作为主要建设单位参与了公路交通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的申报建设；

新签续签 8个实习基地，建设了 3个校级优秀实习基地、2个省级优秀实习基地。 

3、实践教学和创新能力培养成效有提升 

近五年学生获省部级以上学科竞赛奖 30余项，承担省级以上大学生创新实

验项目 5项，本科生发表论文 10余篇。 

4、制度建设和教学过程管理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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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课程和实践环节的相应标准。建立教学过程三级质量保障体系。制定

了优秀课程评选办法、青年教师指导制度等 20多项教学管理制度。教学评价优

良率 90%以上，就业单位调查反馈满意度 100%，毕业生满意度高于 95%。 

5、专业影响明显扩大 

专业在全国影响不断扩大，贺跃光教授入选教育部测绘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9年本专业入选首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四、专业“十四五”建设与改革的主要思路及举措 

1、适应测绘空间信息行业转型升级，调整新时代的人才培养目标 

当前测绘空间信息行业正处于技术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行业发展快速，又

逢“一带一路”、“交通强国”等战略的实施，以及相关技术的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发展，这些时代背景需要测绘工程专业，立足本行业，加强与学校优势学

科的交叉，突出办学特色，加强办学优势，更新人才培养的价值、知识、能力和

素质结构和要求，凝练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人才培养目标。  

2、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积极参与课程思政建设，挖掘专业课程思政教育能力；支持教师课程思政教

研教改项目立项与建设，定期开展课程思政学习与交流活动；开发建设专业课程

思政案例库，共享课程思政资源，加强工程伦理教学，培养学院家国情怀与奉献

精神。 

3、新形势下国家一流本科专业的教学体系重构与建设 

本专业于 2019 年申请并获批测绘类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全面启动国

家一流专业建设。2019年、2020年立项 2项有关省级教教改课题，深入研究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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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工程培养方案对标优化，进一步突出体现行业特色定位，面向新工科，积极推

进专业建设。 

基于工程专业认证的学习成果规范化：基于工程专业认证，针对测绘工程专

业，明确可衡量的学习成果；通过规范化量化评价方法，建立学习成果达成度评

价体系；对课程与学习过程建立规范化评价机制，支撑专业培养目标达成。 

校本特色一流课程与教材建设：全面开展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创新教育形态、

丰富教学资源、重塑教学流程；推进教学管理系统现代化，优化管理手段。统筹

规划教材建设工作，积极组织具有行业特色的校本专业教材的建设。 

4、引进人才，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的高水平教师队伍 

积极引进优秀人才：科学论证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大胆引进，积极拓宽专业

师资人才引进渠道。争取引进具有国际化、具有强科研潜质的年轻博士。今后三

年建设期引进不少于 5名优秀博士。 

加强现有师资队伍建设：积极组织与引导，力争形成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科

研团队；加强现有教师的国际化。 

5、加强产学研合作，建设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平台 

积极探索服务地方经济与产学研合作方式,与企业单位开展战略合作、吸纳

企业对人才培养的建议、优质实习基地建设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强化行业特

色,同时加强学生创新创业培养环节。 

建设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平台：加强“公路地质灾变空间信息预警湖南省工程

实验室”的建设，依托该实验室继续推进与中国有色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湖南省第二测绘院的产学研合作，开展实践教学。 

6、扩大社会影响，提升招生就业质量 

加强对外交流：争取多方面资源，设立了学术交流资助基金，保证每名教师

每年资助参加 1-2次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全面支持本科生、研究生全面参与国

家各级学科专业竞赛。 

加强招生就业宣传：采用现场咨询、网上直播等多种形式，力争提高宣传效

果，提高生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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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测绘工程专业培养方案 

 

测绘工程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遵循“德育为先、知识为本、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培养适应社会经

济发展需要，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良好的职业素养以及协调沟通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能

够承担社会责任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系统掌握测绘工程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熟悉空间信息数据采集、处理、表达、应用与服务的基本原理与技术，具备运用所掌握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在测绘地理信息、交通、土建、水利和电力等领域从事测绘工程设计、实施、

组织和管理等专门技术工作。 

学生本科毕业后经过 5 年工程师业务的基本训练，达到测绘工程师技术和管理水平，能

胜任测绘工程项目的技术方案设计、实施和质量监督等工作，并能承担社会经济、科技及可

持续发展的责任，担任技术及管理骨干的角色，带领团队在创造性测绘工程实践活动中取得

成就的高素质应用型工程师。 

 

二、培养规格 

 （一）知识要求 

1．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掌握文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艺术、心理学等知识。 

2．具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知识和工具性知识，掌握数学、外语、计算机与信息

技术应用、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专业论文写作等知识，并了解当代科技发展的主要方面和

应用前景。 

3．具有扎实的从事测绘工程所需的基础知识。包括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处理、

表达与应用的理论、方法与技术。 

4．系统掌握测绘工程专业知识，包括测绘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施测、数据处理、

工程管理和经济决策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5．深入了解测绘法规及相关法规，熟悉测绘工程专业的行业技术标准与规范。 

 

 （二）能力要求 

1．较为系统地掌握测绘工程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

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较好的专业文献阅读能力、工程科技

报告和论文的写作能力，了解本学科基本的研究方法，具有运用所学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

测绘地理信息工程科技问题的能力，具备一定的独立学习、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 

2．具有团队协作、创造性思考、规划和组织、解决问题和制定决策、使用工具和技术、

实施监理等能力。 

3．掌握测绘地理信息获取、处理、分析和应用的基本专业技能，能在测绘地理信息、

交通、土建、水利和电力等领域从事大地测量、工程测量、不动产测量、摄影测量与遥感、

地理信息工程、地图制图等测绘生产和管理工作；初步具备运用测绘专业理论与方法进行分

析、判断和解决测绘地理信息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专业技术问题的能力，以及处理测绘地理

信息工程中综合性问题的能力；在测绘地理信息工程项目管理运用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技

术标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7 

 

4．了解与测绘工程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业的重要法律、法规及方针与政策，理解测绘

工程技术与信息技术应用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工程伦理基本要求。 

5. 具有初步的外语应用能力，能阅读测绘工程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和跨文化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三）素质要求  

1．人文素质。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 

2．身心素质。具备强健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 

3．道德素质。具备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的意识，具备社会公德意识，具备爱岗敬业、团

结协作的素质，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4．专业素质。能够综合经济、环境、法律、安全、健康、伦理等制约因素, 对技术方

案进行科学评价、合理选择、正确决策，并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具有追求创新的态度和意

识。 

 

三、专业特色及实现途径 

（一）专业特色 

本专业研究地球空间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解决与地理空间分布有关的各

种几何、物理、人文及其随时间变化的信息采集、处理、管理、更新和利用的科学问题。专

业的建设、发展始终依托学校交通运输工程、土木工程、水利和电力工程等优势学科，紧密

结合道路、桥梁、隧道、城市交通和国土资源管理等工程建设与管理实践，本专业毕业生主

要从事测绘工程基础理论研究，国家及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与管理，国土资源调查与管

理、环境监测与保护、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预报等领域的测绘科技工作。 

 

（二）实现途径 

1．实施“厚基础、宽口径”的专业培养模式，以参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培养具有

坚实测绘技术的高级应用型人才为特色。测绘工程专业宽泛的就业领域和现代科技的迅速发

展，决定了教学内容必须强化基础，重点掌握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

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特别要注重培养学生热爱学习、热爱科学、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2．通过引进、交流、培训和深造等方式，打造一支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学历层次高、

相对稳定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3．人才培养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通过每年向相关企事业单位和毕业生发放“用人单位调

查表”、“应届毕业生调查表”和“往届毕业生调查表”，征求利益相关群体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调

整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的内容。 

5. 实施基于“学习产出”(OBE)的工程教育模式，形成专业+模块的专业教学课程体系

和以达成度评价为核心的课程评价体系，建设与课程体系相配套的教材、教学课件、网络教

学等教学资源，合理整合课程。选用优秀教材和最新的国家规划教材或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

鼓励教师编写专业教材。开设 1-2 门专业核心双语教学课程。 

4．加强实验室、实习基地的建设，改善学生实验、实习条件；改革实践教学内容，加

强实验、实习、课程设计等环节的教学和管理，建立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为专业建设、

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有力的保障。 

 

四、毕业要求与保障措施 

http://www.baidu.com/link?url=6PMdsshLBT-1IxzPJAUuxa3Ol-zZny6omX5gH55lWHsSac5VYUebVhtMkkRk6weRirKngqXS5Ey65nFmseFCb3WCukXS0V-7fvo-VAubVu4XMdm7JabHsW0HrT7p4bf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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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毕业要求 

1．思想道德：热爱祖国，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人

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遵守职业道德与规范。 

（1）理解世界观、人生观的基本意义和影响，以及个人在历史、社会及自然环境中的

地位，理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和原则以及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2）了解基本国情和相关的形势政策，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测绘工作维护

国家利益的重要作用。 

（3）理解测绘行业基本职业道德的含义及其影响，理解测绘工程师的职业性质和责任。 

2．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测绘工程问

题。 

（1）掌握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基础知识的基本理论及相关方法，并能将所学知识用

于复杂测绘工程问题的分析和计算。 

（2）掌握测绘工程基本知识和工程 CAD 技术，并能将所学应用于复杂测绘工程问题的

数据采集和处理。 

（3）掌握扎实的测绘专业知识，并能将所学知识用于提出解决复杂测绘工程问题的方

案。 

（4）掌握扎实的测绘数据处理知识，并能用其对复杂测绘工程问题中所使用的数学模

型进行严谨的推理和分析。 

3．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

文献研究分析复杂测绘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1）能够将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运用到复杂测绘工程问题的适当表述中。 

（2）能够针对一个复杂系统或者过程选择一种数学模型，并给出解释。 

（3）能通过文献检索和研究对复杂测绘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分析，并获得有效结

论。 

4．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测绘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

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1）能够运用大地测量和工程测量学相关知识并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

以及环境因素进行大型工程控制网的设计、优化与实施，并体现创新意识。 

（2）能够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进行 GIS 系统的设计、开发和应用，并

在此过程中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体现创新意识。 

（3）能够运用摄影测量和遥感相关知识针对空间信息采集、表达、分析与应用进行技

术流程的设计和实施，并体现创新意识。 

5．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测绘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

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1）能够运用专业知识进行复杂测绘工程的方案论证及精度估计，开展测绘专题服务。 

（2）具备设计和实施测绘工程实验的能力，包括进行测绘工程有关实验，测绘数据的

获取及处理。 

（3）具备合理分析和处理测绘工程实验数据的能力，并能综合信息得到合理有效的结

论。 

6．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测绘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

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测绘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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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够针对复杂测绘工程，选择恰当的技术和测绘仪器。 

（2）能够熟练应用测绘地理信息相关软件，完成复杂测绘工程的数据处理与精度分析。 

（3）能够针对复杂测绘工程问题完成数据采集、工程实验研究、模型构建及其对工程

存在的问题预测和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7．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测绘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测绘工程实践和

复杂测绘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

任。 

（1）能够基于测绘工程背景知识分析和评价测绘工程设计方案的合理性。 

（2）熟悉测绘成果的使用规定、保密及管理规定，熟悉测绘工程专业的技术标准、知

识产权和法律法规。 

（3）能够分析和评价复杂测绘工程方案实施过程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的

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8．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测绘工程问题的测绘工程实践对环境、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1）了解测绘工程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并了解相关行业对测绘地理信息的需求。 

（2）了解测绘工程活动的主要经济与管理因素，能正确评价测绘工程与环境保护的关

系，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9．个人和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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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够认识到团队中每个角色的含义及其对于整个团队的意义， 理解自己承担的角

色在整个团队中的作用。 

（2）能够倾听并尊重他人的意见，并能在团队中做好自己承担的角色，完成好个人的

分工职责。 

10．沟通：能够就复杂测绘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

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

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1）能够撰写实验报告，并能够就复杂测绘工程进行技术总结，陈述发言。 

（2）能够就复杂测绘工程问题与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听取反馈并对建议做

出合理反应。 

（3）了解本专业的国际状况，具有外语应用能力，并能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有效沟通

和交流，初步具备参与国际工程项目合作与竞争的能力。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理解测绘工程项目在工程中地位作用及重要意义。 

（2）掌握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工程项目成本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的基本

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1）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具备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适应未来发展。 

（2）了解测绘学科和相关技术与理论的重要进展和前沿动态。 

（3） 能够选择适当的途径和方法不断学习，能够根据学科发展提高能力适应社会发展。 

 

（二）保障措施 

主要通过合理的课程设置和形式多样的各类教学活动（包括理论教学、实验、实习、课

程设计、各类竞赛活动、社会实践等环节）来实现能力培养，详见能力培养实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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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工程毕业要求及能力培养实现矩阵 

序号 毕业要求 能力实现课程名称 

1 

思想道德：热爱祖国，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社会

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遵守职业道德与规

范。 

课程：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外

实践、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思想道德修养及法律基础、军事理论、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测绘学概论、测绘法规与测绘工程项

目管理、工程测量学 

实践环节：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课外实践、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外实践 

课外：第二课堂、学术讲座 

2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

础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测绘工程问题。 

课程：高等数学 A、大学物理 B、线性代数、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 B、工程力学 C、计算机科学导论、画法

几何与土木工程制图、地图学、计算机绘图 A、数

字测图原理与方法、工程测量学、GIS 原理与应用、

遥感原理与应用、摄影测量学、卫星定位原理及应

用、大地测量学基础、变形监测及其数据处理、GNSS

测量数据处理、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 

课外：学术讲座 

3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

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

研究分析复杂测绘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

论。 

课程：高等数学 A、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土木工程概论 A、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GNSS 测量

数据处理、变形监测及其数据处理、摄影测量学、

文献检索 B 

实践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大地测量学课程设计、

GIS 课程设计 

课外：学术讲座 

4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测绘

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

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

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

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课程：大地测量学基础、GNSS 测量数据处理、卫星

定位原理及应用、工程测量学、GIS 原理与应用、

GIS 工程应用、摄影测量学、摄影测量与遥感综合实

验、遥感原理与应用、摄影测量与遥感实习 

实践环节：GIS 原理与应用实验、大地测量学课程设

计、GIS 课程设计 

课外：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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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

复杂测绘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

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

有效的结论。 

 

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

数字信号处理 B、线性代数 

实践环节：大地测量学课程设计、GIS 课程设计、工

程测量实习、摄影测量与遥感实习、毕业设计（论

文）、大学物理实验 B、数字测图实验、摄影测量与

遥感综合实验、工程测量与卫星定位综合实验、GIS

原理与应用实验 

课外：学术讲座 

6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测绘工程问题，

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

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测绘

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

性。 

 

课程：工程测量学、GIS 原理与应用、大地测量学基

础、变形监测及其数据处理、摄影测量学、算法与 C

程序设计、GNSS 测量数据处理 

实践环节：大地测量学课程设计、GIS 课程设计、、

摄影测量与遥感综合实验、大地测量学综合实习、

工程测量实习、数字测图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摄影测量与遥感实习 

课外：第二课堂、学术讲座 

7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测绘工程相关背景知

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测绘工程实践和复杂

测绘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课程：GIS 工程应用、测绘法规与测绘工程项目管理、

土木工程概论 A、数字测图原理与方法、土地管理

与不动产测绘、思想道德修养及法律基础、思想道

德修养及法律基础课外实践 

实践环节：工程测量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

文） 

课外：第二课堂、学术讲座等。 

8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

杂测绘工程问题的测绘工程实践对环境、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课程：测绘学概论、GIS 原理与应用、工程测量学、

遥感原理与应用、卫星定位原理及应用、测绘法规

与测绘工程项目管理、土地管理与不动产测绘 

课外：第二课堂、学术讲座 

9 
个人和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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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军训、军事理论、体育 

实践环节：数字测图实习、工程测量实习、大地测

量学综合实习、摄影测量与遥感实习、毕业实习 

课外：第二课堂 

10 

沟通：能够就复杂测绘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

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

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

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

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课程：大学应用语文、大学英语、GIS 工程应用（讨

论式课程）、遥感原理与应用（讨论式课程）、大学

应用语文、专业英语、英语语言文化、英语应用能

力学习、英语语言技能 

实践环节：毕业设计（论文） 

课外：第二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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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

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课程：测绘学概论、数字测图原理与方法、土木工

程概论 A、GIS 工程应用、测绘法规与测绘工程项目

管理课外：学术讲座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课程：大学生心理健康、马克思主义原理、思想道

德修养及法律基础、思想道德修养及法律基础课外

实践、测绘学概论、GIS 原理与应用、卫星定位原理

及应用、遥感原理与应用、大学生学习方法指导、

大学生心理健康、文献检索 B、毕业教育、体育 

课外：第二课堂、学术讲座 

 

五、主干学科 

测绘科学与技术 

 

六、修业年限 

基本修业年限 4 年，最长学习年限 6 年。 

 

七、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学位。 

 

八、毕业学分 

学生毕业时要求修满 168 学分，其中 6 学分用于修读全校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类选修

课。 

 

四年制毕

业学分 168 

 

理论教学：124.5 学

分（ 74.1%） 

必修：94 学分（ ＜75.5 %） 

选修：30.5 学分 

（ ≥24.5 %） 

全校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类

选修课：6 学分（4.8 %） 

其他选修课： 23.5 学分

（19.7 %）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43.5 学分（ ＞25.9 %） 

四年制专业第二课堂≥14 学分 

备注 1：全校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类选修课至少修读 6 学分。其中“大学应用语文”（1.5

学分）和公共艺术类课程（2 学分）为限选课程。公共艺术类课程包括《美术鉴赏》、《书法

鉴赏》、《艺术导论》、《音乐鉴赏》、《影视鉴赏》、《舞蹈鉴赏》、《戏剧鉴赏》、《戏曲鉴赏》等

8 门课程，本专业学生必须修读其中 1 门鉴赏课程。 

备注 2：其他选修课是指除全校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类选修课以外的所有选修课（含限

选课）。 

九、主要课程 

测绘学概论、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地图学基础、数字测图原理与方法、大地测量学基

础、摄影测量学、卫星定位原理及应用、遥感原理与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原理与应用、工程

测量学、GNSS 测量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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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实践教学环节（见附件 2） 

 

十一、第二课堂活动要求 

学生至少获得 14 学分方可毕业，。第二课堂活动学分认定见《长沙理工大学本科生第

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长理工大教[2013]16 号），其中“大学生学习方法指导”（0.5 学分，必

修，考查，第一学期）、“大学生卫生与健康”（0.5 学分，选修，考查，第一学期）、“大学生创

业基础”（2 学分，必修，考查，第三学期至第六学期）、“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2 学分，

必修，考查，1-4 学年），“形势与政策”（2 学分，必修，考查，1-4 学年）、“思政系列课程课

外实践”（4.5 学分，必修，考查，1-4 学年）等课学分计入第二课堂。 

 

十二、指导性教学进程计划(见附件 1) 

 

十三、辅修专业、双学士学位教学计划 

本专业暂不开设辅修专业及双学士学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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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测绘工程专业指导性教学进程计划 

学

期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类别 学分 学时 

其中 考试/ 

考查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训 

第

一  

学  

期 

0403000015 体育（一）          必修  1 30 30    考查  

0701000225 高等数学 A（一） 必修  5 80 80    考试  

0502000033 大学英语（一） 必修  3 48 48    考试  

0302000023 思想道德修养及法律基础 必修  2 32 32    考查  

0302200015 
思想道德修养及法律基础
课外实践 

必修 1 1 周     考查 计入第二课堂 

0812010005 计算机与程序设计基础 必修 2.5 40 24  16  考试  

0402000025 大学生心理健康 必修  1 16 16    考查  

1105200015 军训 必修  2 2 周     考查  

0816000045 测绘学概论 必修  1 16 16    考查  

04010J0015 大学生学习方法指导 必修 0.5 8 8    考查 计入第二课堂 

0814000488 画法几何与土木工程制图 必修  4 64 64    考试  

小计 必修：21.0 学分，另课外 2 学分计入第二课堂。 

第

二 

学 

期 

0403000025 体育（二） 必修  1 30 30    考查  

0502000041 大学英语（二） 必修  3 48 48    考试  

0701000215 高等数学 A（二） 必修  6 96 96    考试  

0701000635 线性代数 必修  2 32 32    考试  

060100004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1.5 24 24    考查  

060120001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外实
践 必修 0.5 0.5 周     考查 计入第二课堂 

0702000405 大学物理 B（上） 必修  2 32 32    考试  

0702100025 大学物理实验 B  必修  1 30  30   考查  

0812010015 程序设计应用基础 必修 2 32 20  12  考试  

1204000195 文献检索 B 限选  1 16 10  6  考查 建议修读 

0812002645 计算机绘图 A 限选 2 32 16  16  考查  

1105000015 军事理论            必修  1 16 16    考查 
课外 16 学时，
1 学分 

0800000005 工程认知训练 必修 1 1 周     考查  

 人文与科学类选修课程 选修       考查 

建议前三学年
修完，本学期
必须完成 1门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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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类别 学分 学时 

其中 考试/ 

考查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训 

小计 必修：21.0 学分。 

第

三  

学  

期 

0403000035 体育（三） 必修  1 30 30    考查  

010100002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3 48 48    考试  

010120002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外

实践 

必修 2 2 周     考查 计入第二课堂 

1201100085 通用工程英语听说（上） 必修 2 32 32    考试  

0702000415 大学物理 B（下） 必修  2 32 32    考试  

0701000175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B 必修  2.5 40 40    考试  

0816000185 数字测图原理与方法 必修  3.5 56 56    考试  

0816100025 数字测图实验 必修  1 30  30   考查  

0705000037 地图学 必修  3 48 40  8  考查  

0202000060 计算机图形学 限选 2.5 40 32  8  考查 建议修读 

0705000025 地球科学概论 限选  2 32 32    考查 建议修读 

0302000015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选修  2 32 32    考查  

小计 必修：18.0 学分，另课外 2 学分计入第二课堂。 

第

四 

学 

期 

0403000045 体育（四） 必修  1 30 30    考查  

1201100092 通用工程英语听说（下） 必修 2 32 32    考试  

010100001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3 48 48    考试  

010120003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外

实践 
必修 1 1 周         考查 计入第二课堂 

0816000215 误差理论与测量平差 必修  4 64 64    考试  

0801000125 工程力学 C 必修 3 48 44 4   考试  

0501310185 大学应用语文 限选 1.5 24 24    考查 人文与科学类
选修课程 

0808000045 电工电子基础 选修  2.5 40 34 6   考查  

0818000035 工程地质 选修  2 32 28 4   考查 与课程同选，

建议修读 0818200025 工程地质实习Ｂ 选修  0.5 0.5 周     考查 

0812000885 数据库原理与设计 选修  2.5 40 32  8  考查  

0301310015 合同法与知识产权法  选修  1.5 24 24    考查 人文选修 

1202310015 管理学概论 选修  1.5 24 24    考查 人文选修 

0816200145 数字测图实习 必修 5 5 周     考查 
春季学期排 2

周 

 人文与科学类选修课程 选修       考查 
建议修读 1

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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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类别 学分 学时 

其中 考试/ 

考查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训 

小计 必修：18.0 学分，另课外 1 学分计入第二课堂。 

第

五  

学  

期 

0816000087 大地测量学基础 必修  3.5 56 48 8   考试  

0816200077 大地测量学课程设计 必修  2 2 周     考查  

0816000155 摄影测量学 必修  3 48 48    考试  

0816000245 遥感原理与应用 必修  2 32 32    考试 7－14 周开 

0816000275 摄影测量与遥感实习 必修  3 3 周     考查  

0816100035  测绘综合实验（一） 必修 0.5 16  16   考查 
摄影与遥感课

程综合 

1201100145 通用工程英语读写 限选 1 16 16    考试  

08140J0995 土木工程概论Ａ 限选 1.5 24 24    考查  

08100D0265 数字信号处理 B 限选 2 32 26 6   考查  

0812010055 Android 系统的 APP 开发 选修 2.5 40   16  考查  

0812000525 计算机网络基础  选修 2 32 24 8   考查  

08120S0805 数据结构 B 选修  2 32 32    考查  

0813000735 土地利用规划 选修  1.5 24 24    考查  

小计 必修：14.0 学分。 

第

六

学 

期 

0816000206 卫星定位原理及应用 必修  3 48 48    考试  

0816000135 工程测量学 必修  4.5 72 72    考试  

0816100045  测绘综合实验（二） 必修  0.5 16  16   考查 
工测与卫星定

位综合 

0816000265 GIS 原理与应用 必修  3 48 40  8  考试  

0816100055 GIS 原理与应用实验 必修 0.5 16   16  考查  

0816000015 GIS 工程应用 必修  2 32 18  14  考试 7-14 周开 

0816000316 GNSS 测量数据处理 必修 2 32 22  10  考查 7-14 周开 

1201100175 英语听说写译研讨 限选 1 16 16    考查  

0816000196 土地管理与不动产测绘 限选 2 32 28 4   考查  

0816000305 海洋工程测量 选修  2 32 32    考查  

0816000105 道路勘测设计Ｂ 选修  2.5 40 40    考查 课程与课程设

计一起选 0816200095 道路勘测课程设计 选修  1 1 周     考查 

0816200085 大地测量学综合实习 必修  4 4 周     考查 
春季学期排 1

周 

0401310055 大学生创业基础 必修 2 32 20   12 考查 计入第二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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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期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类别 学分 学时 

其中 考试/ 

考查 
备注 

讲课 实验 上机 实训 

 学科专业前沿讲座          

小计 必修：19.5 学分，另课外 2 学分计入第二课堂。 

 

 

 

第

七  

学  

期 

0816200125 工程测量实习 必修 3 3 周     考查  

0816200015 GIS 课程设计 必修  2 2 周     考查  

0816000028 变形监测与数据处理 限选 2.5 40 40    考试  

0816001000 测绘法规与测绘工程项目
管理 限选 2.5 40 40    考查  

0816000057 专业英语（测绘） 必修 3 48 48    考试  

0816000335 测绘经济学 选修 1.5 24 24    考查  

0816000226 数字影像处理 选修 2 32 20  12  考查  

0816000345 工业测量 选修 2 32 32    考查  

0816200205 Matlab 与测绘程序设计 必修 2 2 周     考查  

0812010035 大数据原理与应用 选修 2.5 40 24  16  考查  

0814000075 道路工程Ｂ 选修  2 32 32    考查 

建议修读其中

一门或多门 

0823000145 交通工程Ａ 选修 2 32 32    考查 

0814000905 桥梁工程 C 选修 3 48 48    考查 

0815000445 水利水电工程概论Ａ 选修 2 32 32    考查 

0813000105 城市规划原理Ｃ 选修 2 32 32    考查  

小计 必修：10.0 学分 

第

八 

学 

期 

0816200035 毕业实习（测绘）  必修  2 2 周     考查  

0814200016 毕业设计（论文）（测绘） 必修  14 15 周     考查  

04012J0015 毕业教育 必修  0.5 1 周     考查 计入第二课堂 

小计 必修：16.0 学分，另课外 0.5学分计入第二课堂。 

毕业总学分 168 学分，其中必修 137.5 学分，选修 30.5 学分。 

本专业的讨论课学时 144 学时，共 4 门课程，具体为：地图学（共 48 学时，其中讨论课 16

学时）、遥感原理与应用（共 32 学时，其中讨论课 12 学时）、土地管理与不动产测绘（共

32 学时，其中讨论课 12 学时）、GIS 工程应用（共 32 学时，其中讨论课 12 学时）。 

本专业核心课程中的非标准答案考试课程共 5 门，分别为：地图学，遥感原理与应用，GIS

工程应用，GNSS 测量数据处理，土地管理与不动产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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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测绘工程专业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 

序号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类别 学分 学时 学年  学期 实践类别 

1 1105200015 军训 必修 2 2 周 1 秋季 其他 

2 0702100025 大学物理实验 B  必修 1 30 1 春季 实验 

3 0816100025 数字测图实验 必修 1 30 2 秋季 实验 

4 0816100035  测绘综合实验（一） 必修 0.5 16 3 秋季 实验 

5 0816100045  测绘综合实验（二） 必修 0.5 16 3 春季 实验 

6 0816200145 数字测图实习 必修 5 5 周 2 春季 实习 

7 0816000275 摄影测量与遥感实习 必修 3 3 周 3 秋季 实习 

8 0816200077 大地测量学课程设计 必修 2 2 周 3 秋季 课程设计 

9 0816200085 大地测量学综合实习 必修 4 4 周 3 春季 实习 

10 0816100055 GIS 原理与应用实验 必修 0.5 16 3 春季 实验 

11 0816200015 GIS 课程设计 必修 2 2 周 4 秋季 课程设计 

12 0816200125 工程测量实习 必修 3 3 周 4 秋季 实习 

13 0816200205 Matlab 与测绘程序设计  必修 2 2 周 3 秋季 课程设计 

14 0814200016 毕业设计（论文）（测绘） 必修 14 15 周 4 春季 毕业设计 

15 0818200025 工程地质实习 B 选修 0.5 0.5 周 2 春季 实习 

16 0816200095 道路勘测课程设计 选修 1 1 周 3 春季 课程设计 

17 0816200035 毕业实习（测绘）  必修  2 2 周 4 春季 实习 

18  工程认知训练 必修 1 1 周 1 春季 实习 

合  计 必修：43.5 学分，选修 1.5 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