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系 
 

一. 院系概况 

数学系于 1958 年由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亲自主持创办并任首任系主任，

关肇直、吴文俊、冯康、龚昇、王元、万哲先、陆启铿、石钟慈、林群、张景中

等一大批知名专家曾在此任教。本系为首批全国理科人才培养基地、中国科学院

博士生重点培养基地、长江学者特聘岗位设置学科，并获得首批数学一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予权（涵盖数学所有博士点）, 其中基础数学为国家重点学科,在国家

"211 工程"建设中，数学与非线性科学是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为吸引高水平的学

者来我系讲学，学校为本系设立了“华罗庚大师讲席”及“吴文俊大师讲席”。 

二. 师资队伍 

经过四十多年的艰苦创业, 现已形成一支力量雄厚, 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本系现有教授 20 人, 副教授 30 名, 讲师 9人，其中拥有 2名长江学者、4位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及 8 名中科院百人计划学者。年轻学者均具有国内外博士学

位，形成了求实创新的治学风格, 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 取得了很多高

水平的研究成果。 

三. 办学特色 

1. 数学系注重加强基础课的教学，同时开展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等多种教

学和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具有扎实基础和综合运用数学与计算机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2. 2009 年起，数学系和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联合创办了数学本科

生试验班—华罗庚班，利用双方优势资源，共同培养世界级的精英数学人才，“华

罗庚班”每年从数学系和少年班新生中选拔 30 人左右。 

四. 精品课程 

１．国家级精品课程： 

 数学实验 

 线性代数 

 微积分 

 线性代数和空间解析几何 

２．省级精品课程：  

 数值计算方法 

 偏微分方程 

 符号计算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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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分析 

 数学物理方程 

五. 科研成果 

自九十年代以来，我系共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两项，中科院自然科学成

果一等奖三项、二等奖两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

奖两项。数学研究所经中科院批准，成立于 1983 年，主要任务是从事数学理论

与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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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 
 

一. 学院概况 

地球和空间科学的研究领域由地球内部延伸到行星际空间，包括这个广大区

域中不同层次的结构和物质组成，以及物质的运动和各种物理化学过程，其目标

是以物理或化学为基础，认识我们生活的地球和她周围的宇宙空间，了解地球本

身的运动规律和其它星体对她的影响，为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保护环境，防灾

减灾，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科学基础。 

学院在固体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学、大气科学、地球化学、环境科学等领

域培养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并设有博士后流动站，其中地球物理学一级学科

（含空间物理学和固体地球物理学两个二级学科）是排名第一的国家级重点学

科，地球化学是国家级重点学科，环境科学是省级 A类重点学科。 

二. 师资队伍 

学院现任院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球物理学家陈颙教授。学院师资力量雄

厚，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5 名，教授 29 名，副教授 23 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 7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4名，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6名。 

三. 办学特色 

1. 贯彻学校“所系结合”的方针，聘请了中科院各所的研究人员来我校给

我们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讲各种进展课程。这些老师都是在本学科领域有很高

造诣的院士和研究员，他们的讲课拓宽了学生的视野，让学生了解本学科领域的

最新研究成果，也增加了学生对本专业的兴趣。 

2. 固体地球物理专业现在聚集了大批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年轻科学研究工作

者。他们从国外带回了教学和科研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我们拥有科技部挂牌的蒙

城国家地球物理野外观测研究站，使得我们的学生有条件参与野外观测实践和分

析处理第一手野外观测数据。从而将课堂上的理论付诸实际应用。 

3. 地球化学专业是国家二级重点学科，拥有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多位“杰

青”和“百人”。该专业拥有宽厚的数理基础课程体系、完善的化学理论知识和

实验技术课程体系、完整的矿物岩石构造地质学专业基础课程体系、特色的地球

化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专业课程，辅于本硕贯通类型的高等专业课程，培养具有

厚实的基础知识，可以从事地球化学、地质学和自然资源与能源研究和应用的高

等人才。 

4. 环境科学专业是安徽省 A 类重点学科。其拥有独特的“极地环境研究室”。

该专业培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中，有很多参与了南北极科学考察，获得了大量的



珍贵资料和样品。在极地环境研究领域具有高起点和影响力大的重要研究成果。

注重所系结合、局校合作（与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安徽光学机械所同属中科院，

与国家气象局及下属单位为合作伙伴）办学，同美国多所大学大气科学同行广泛

合作。主要研究方向有：1）卫星遥感技术及大气参数反演和气候变化分析 2)大

气电学探测技术及气候变化 3) 中层大气物理及对天气气候的作用 

5. 开办赵九章现代地球和空间科学科技英才班。该班由中国科大地球和空

间科学学院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联合创办，目的在于培养具有坚

实数理化基础，扎实的地球和空间科学各专业领域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创新意

识和浓厚专业兴趣，有志于在地球和空间科学各相关研究领域做科学研究的优秀

本科毕业生。 

四. 精品课程 
１．国家级精品课程： 

  地震学原理与应用 

２．省级精品课程： 

  地球科学概论 

五. 科研成果 

学院承担多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

家攀登计划项目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是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地球科学

与天文学高级研究中心。每年在国际 SCI 刊物高影响因子区发表论文数在全国同

类学科排名前 3名。1993-2007 年期间发表论文中有 4篇的引用率超过 200 次，

4篇的引用率超过 100 次，在全国高校排名第一。 共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16 项，

其中国家级 4项，省部级 9项。有 5人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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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院 
一. 学院概况 

物理学院由物理系、近代物理系、光学与光学工程系、天文学系和物理实

验教学中心组成。物理学院内建有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 4个（量子信息重点实

验室、基础等离子体物理重点实验室、核探测技术与核电子学重点实验室、星系

与宇宙学重点实验室），省级重点实验室 2 个（光电子技术重点实验室、物理电

子学重点实验室），同时，学院还紧密依托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国

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物理学院的学科领域涵盖物理学、天文学、电

子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 4个一级学科，包含光学、凝聚态物理、理论物理、粒

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原子分子物理、天体物理、物理电子学、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光学工程等 10 个二级学科。物理学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天体物理为国家二级重点学科，物理电子学、光学工程为省级重点学科。 

二. 师资队伍 

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施汝为、钱临照、马大猷、吴有训、彭恒

武、钱三强、朱洪元等曾在各系担任重要职务并执教多年。现任院长为欧阳钟灿

院士。现有教职工 232 人，其中教授 88 人，副教授 60 人。教授中有中科院院士

8名，博士生导师 80 名，“千人计划”3名，国家级教学名师 2名，教育部长江

学者 5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7 名，中科院“百人计划”19 名。学院设

有“严济慈大师讲席”和“赵忠尧大师讲席”，并聘请国内外近百名学者为兼职

和客座教授。 

三. 办学特色 
通过所系结合，物理学院本科教育设有三个英才班： 
1. 与物理研究所合办的“严济慈班”； 
2. 与上海应用物理所合办的“应用物理英才班”； 
3. 与国家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天文台合办的“天文英才班”。 

四. 精品课程 

１．国家级精品课程： 

 大学物理实验 

 电磁学 

 天体物理概论 

２．省级精品课程：  

 力学 

 光学 

 计算物理 

 非物理类力学 

五. 科研成果  

    物理学院积极参与国家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以及大科学工程建设，

承担了大量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973”、“211 工程”、“985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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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等科研项目。学院每年发表科学论文约 500 篇，

1999 年-2009 年，物理学院在美国 ESI 统计的论文发表总数和被引用总数均居海

峡两岸三地高校之首；2002-2009 年 8 年间，在物理学界最著名刊物《物理评论

快报》上共发表 300 多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单位发表 90 篇，均居国内物理学教

学和研究单位之首。2002 年以来，学院有两项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有

11 项成果 17 次入选国际物理学重大年度进展、国家科技部年度基础科学研究十

大新闻和中国高校科技十大进展，是国内高校成果入选最多的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一. 学院概况 

生命科学学院由我国著名科学家贝时璋先生创建。学院由分子生物学与细胞

生物学系、神经生物学与生物物理学系、医药生物技术系（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医

药与健康研究院合办）和系统生物学系（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合办）

组成。学院拥有国家级生命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

验室的三个研究部、中国科学院脑功能与脑疾病重点实验室、安徽省分子医学重

点实验室、安徽省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国家及省部级科研与教学机构。

是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和国家“生物科学与技术人才

培养基地”。是教育部生物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单位。 

生命学院本科生入学后，在一二年级阶段，以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学习为主,

在二年级学期结束时可以自由选择专业。在三年级的学期或假期可以进入实验室

或科学院相关研究所进行大学生研究计划的实践活动，在四年级时可根据自己的

兴趣自由选择毕业论文课题。 

二. 师资队伍 

学院现有从事教学与科研的专任教师 89 名，其中正高级职称 35 名，副高级

职称 17 名。教授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1 名，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6名，“长江特聘教授”4名，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2 名，

省级教学名师 2 人。科技部“973”项目和基础科学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

家 7 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主持人 10 名，国家杰出青年海外合作基金

6 名，863 计划重大专项课题主持人 3 名，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方向性项目

主持人 10 名等一批学术带头人。正高职称中 60％是近年来从海外吸引的优秀学

术带头人。结构生物学群体和免疫学群体分别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

群体”。学院与中科院相关研究所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每年都聘请大批院所专家

赴学院为学生上课和讲学。 

三. 办学特色 

1. 所系结合，专业课程设置紧跟学科前沿。充分利用所系结合的优势，长

期聘请中科院所专家为本科生开设专业课程，已在若干前沿学科如系统生物学、

结构生物学等方向，形成完整的专业课程体系，有利于加深学生的专业理论和技

能，满足高端创新人才培养的需求。 

2. 实验教学和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结合。在重视基础实践教学

的同时，充分利用公共仪器中心和 GMP 中试基地等大型科研平台，开设高级实

验课程，强化学生的项目设计和科学探究能力。学院承担了一批国家 973、863、



“211 工程”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的科研项目和基地建设项目。以科

学研究的前瞻性、基础性为先导，以学科交叉为纽带，学科设置新颖、前瞻，有

广泛的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在一些生命科学前沿领域中取得了重要科学研究成

果，在 21 世纪生命科学前沿学科－结构生物学、神经生物学、认知科学、细胞

分子生物学、分子医学、生物医药技术等若干领域已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与特色。 

3. 开办贝时璋生命科技英才班。2009 年我院和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中科院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于 2009 年联合创办了“贝时璋生命科技英才班”，目前已招

生 2 期 61 名同学。英才班将利用所系结合和科教结合的优势，培养未来生命科

学领域的领军人才。英才班的培养计划更加强化数理等基础，注重科研实践和能

力。英才班同学有专门的学业导师，帮助同学进行课程选修、专业指导等，完善

个性化培养。 

四. 精品课程 
１．国家级精品课程： 

  生理学 

２．省级精品课程： 

 生物化学 

五. 科学研究 

学院承担了一批国家 973、863、“211 工程”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

的科研项目和基地建设项目。以科学研究的前瞻性、基础性为先导，以学科交叉

为纽带，学科设置新颖、前瞻，有广泛的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在一些生命科学

前沿领域中取得了重要科学研究成果，在 21 世纪生命科学前沿学科－结构生物

学、神经生物学、认知科学、细胞分子生物学、分子医学、生物医药技术等若干

领域已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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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一. 学院概况 

学院成立于 1996 年 7 月，现由化学物理系、化学系、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和化学实验教学中心五部分组成。首任院长为朱清时院士，

第二任院长是俞书勤教授，第三任院长是钱逸泰院士，第四任院长是吴奇院士, 

现任院长为李灿院士 。学院内建有中国科学院能量转换材料重点实验室、中国

科学院软物质化学重点实验室、安徽省先进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和安徽省生物质

洁净能源重点实验室。同时，学院依托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和国家同

步辐射实验室等平台开展科学研究。学院的学科领域涵盖化学和材料科学与工程

二个一级学科，包含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含化学物理）、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可再生生物质洁净能源、应用化学、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

学与材料加工工程等 10 个二级学科。 

二. 师资队伍 

现有教职工 201 人，其中中科院院士 4 人，教授 65 人，中组部“千人计划”

入选者 3 人，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 7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4 人，中国

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21 人。 

三. 办学特色 

1. 强基础、多交叉、重能力、促创新，拥有“基础-综合-创新”的系列实

验教学体系。学院的化学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均为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

学人才培养基地。化学实验教学中心为国家级示范教学中心。 

2. 与金属研究所合作开设了材料科学科技英才班，与化学研究所、上海有

机化学研究所合作开设了卢嘉锡化学科技英才班。 

四. 精品课程 
１．国家级精品课程： 

  高聚物的结构与性能 

２．省级精品课程： 

 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 

 无机化学 

 物理化学 

 高分子物理实验 

 中级有机化学实验 

五. 科研成果 

学院积极参与国家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以及大科学工程建设，承担

http://www.bb.ustc.edu.cn/webapps/bb-quickLogin-bb_bb60/quickLogin.jsp?cid=53
http://www.bb.ustc.edu.cn/jpkc/xiaoji/fxhx/index.htm
http://www.bb.ustc.edu.cn/webapps/bb-quickLogin-bb_bb60/quickLogin.jsp?cid=52
http://www.bb.ustc.edu.cn/jpkc/xiaoji/wjhx/index.htm
http://www.bb.ustc.edu.cn/jpkc/xiaoji/wlhx/index.htm
http://www.bb.ustc.edu.cn/webapps/bb-quickLogin-bb_bb60/quickLogin.jsp?cid=128
http://www.bb.ustc.edu.cn/webapps/bb-quickLogin-bb_bb60/quickLogin.jsp?cid=154


了大量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863”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教育部“211 工程”、“985 工程”和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等科

研项目，每年科研经费逾 4000 万元。自 2000 年以来，共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

奖 10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安徽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4 项，教育部

自然科学一等奖 1项。 

http://program.most.gov.cn/page/pds/mian1_BA.htm?planId=BA
http://program.most.gov.cn/page/pds/mian1_BA.htm?planId=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