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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学科支撑的教学队伍

地质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国家二级学科重点学科

勘查技术与工程国家第一类特色专业建设点

工程岩土学-----专业基础课



课程负责人-----王清 教授，博士生导师

俄罗斯国立地质勘探大学荣誉教授

日本化学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中国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吉林大学“师德先进个人”、“教学名师提名奖”

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中国地质学会第五届青年地质科技银锤奖

吉林省第四届青年科技鼓励奖

“三育人先进个人

1. 重点学科支撑的教学队伍

承担和完成科研项目30余项
科研项目，8项成果获得省部

委科技进步二、三奖、发表
科研论文160余篇。

承担着本科生3门课程和研究

生的四门课程及本科生毕业
生、三年级、一年级实习等
教学任务。



主讲教师 王常明：教授，博导

国际工程地质与环境会员IEGA
吉林省第六届青年科技奖

中国地质学会第七届青年科技奖（银锤奖）获得者

吉林大学“教学示范教师”。

承担本科生5门课程和研究生的2门课程及毕业生级实习任务。

陈慧娥：副教授，2006年吉林大学教师岗前培训优秀

教案二等奖，目前承担本科生5门课程及毕业生、三年

级、一年级实习等任务。

李广杰：教授，博导

中国地质学会环境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地质学会地质灾害研究会委员

吉林省矿泉水协会委员

长春市土地学会理士

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编委

地矿部优秀教师、省三育人先进个人、吉林大

学教学示范教师 、吉林省师德先进个人。

1. 重点学科支撑的教学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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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点学科支撑的教学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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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学科专业 在教学中承担的工作

王 清 女 1959.11. 教授、博导 岩土工程 主讲《工程岩土学》

王常明 男 1966.10 教授、博导 岩土工程
负责现场测试工作、

主讲《工程岩土学》

陈慧娥 女 1978.6 副教授 工程地质 主讲《工程岩土学》

李广杰 男 1952.9 教授、博导 工程地质 主讲《工程岩土学》

张延军 男 1969.5 教授、博导 工程地质 负责原位测试、主讲土动力学

李 欣 男 1964.7 教授 岩土工程 负责岩室外实验课、主讲地基处理

范建华 男 1957.9 副教授 工程地质
负责土体原位测试、

主讲岩体物理性质

史 彬 女 1979.1 助教 工程地质 工程岩土学实验、原位测试

齐 放 男 1958.11 高级工程师 地质工程 工程岩土学实验、原位测试

罗卫红 女 1959.11 工程师 地质工程 工程岩土学实验、原位测试

黄 超 男 1958.10 工程师 地质工程 原位取样、原位测试

蓝文魁 男 1951.11 技师 地质工程 原位取样、原位测试

1. 重点学科支撑的教学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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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突出实践性的教学内容

1）、特色：在提高理论教学同时，注重提高

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通用型

人才的教学内容

培养模式：
宽口径、厚基础、重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图4-1 水分迁移仪器图



室内实验教学 运用先进仪器SEM进行教学

2. 突出实践性的教学内容



野外实践教学

2. 突出实践性的教学内容



图3-1 西山自然断崖地貌

2）、 建成了以科研项目为依托的特
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教学实习基地

本门课程设立了一个野外教学基地、六个校外

实践教学基地。使本课程的学习过程直接延伸到国

家重大建设项目中，师生均从这种实践模式中获得

提高。

在教学过程中不断丰富课程的课件、教学案例

2. 突出实践性的教学内容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共7项，国际合作项目1项

教学团队成员
近5年来负责的国家科研项目近20项

2、国家地质调查项目：共8项

3、教育部资助聘请外籍教师重点项目：1项

4、国家重点开放试验室项目：2项

5、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2项

2. 突出实践性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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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悠久的不断改革创新的教材历程

《工程岩土学》课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前苏

联专家首先在我校帮助建立的中国第一门工程

地质专业基础课-----土质学。

新世纪作为国家十

五规划教材07年获

得省优秀教材一等

奖 。

九十年代教材被扩大为非地质院校的

教材，如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

多次获得部、省教学成果二、三等奖。

八十年代该课程

的实习教学获得

国家级教学成果

二等奖。

七十年代形成具有我国特点的《工程

岩土学》，同时该教材被选为地质院

校国家统一用教材，一直没用至今。

3. 不断改革创新的教材体系



(1) 十.五国家重点教材《土体原位测试与工程勘察》获吉

林大学2007年教材一等奖，吉林省教育厅优秀教材一等

奖。

(2) 教学研究项目——土力学实验仿真教学研究，吉林大学

第六届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3)《土力学》获吉林大学优秀教材二等奖，吉林省优秀教材

三等奖

(4)《工程地质学》获吉林大学优秀教材奖二等奖，吉林省优

秀教材二等奖

近五年教学获奖

3. 不断改革创新的教材体系



部分教学获奖证书

3. 不断改革创新的教材体系



3. 不断改革创新的教材体系

主持并编写的课程配套教材——《土体原位测试与
工程勘察》获得了吉林省教育厅教材一等奖和吉大
教材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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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精尖、配套齐全的试验设备

在985、211和国家项目

支持下，购进了一批具有世

界水平的先进仪器，用于本

科生的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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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灵活实效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可靠的定性评价是工程地质、岩土工程的核心，

 可信的定量评价是追求的理想。

“判断是基础，计算是工具”

理念

1）教学理念



2)教学方法

5.灵活实效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5.灵活实效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4）网络教学环境
《工程岩土学》课程网站：http://www.linux-wiki.cn/gcytx/
及课程论坛（http://www.qthome.org/bbs）（ 03年建立）。

论坛中包括了“工程岩土学”课程中所涉及的“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岩土体室

内试验和原位测试”、“岩土体工程地质软件开发”三个版块，进行与本课程相

关的各类问题的研究与解答。

5.灵活实效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http://www.linux-wiki.cn/gcytx/�
http://www.qthome.org/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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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广受赞誉的教学效果教学效果

项目名称 负责人及参加人 指导教师 项目类别

基于土壤结构研究黑土退化机理 闻修宇、郭源等 王清 国家级

真空预压下吹填土稳定结构形成的室内实验
研究

张颖、徐丽娜等 王清、
陈慧娥

校一级

吉林西部地区盐渍土的分散性和冻胀性研究 马宇鹏、吴谦等 王清 校一级

湿陷性黄土改性实验研究 董全杨、单博等 王常明 校二级

简易摄影测量监测边坡位移方法 苏航、杨树才等 李广杰 校二级

季冻土水分迁移过程中微观结构特征研究 王泉、方静涛等 陈慧娥 校二级

冻融条件下花岗岩损伤劣化机制和力学特性 白奉田、杨奇等 李广杰 校二级

1）近1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同学的满意率为100%。

2）通过工程岩土学----第一门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很

多同学获得了“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的支持，其

中有国家的项目和学校的研究项目。



3）同行与社会评价

用人单位

兄弟院校
对专业的人才培养和课程基础知识给予肯定

从知识面的覆盖宽度、难易程度、理论体系
的系统性及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等方面给予
肯定

近5年供需
比例1：5，
本科生就业
率100%

6. 广受赞誉的教学效果教学效果



课程特色

经50余年努力，形成了《工程岩土学》课程的特色：

(2)率先在国内创建了
项目最全、最先进的
实验课程

(1)目前国内
独有的实践
性教学基地。

(3)经过半个多
世纪的教材建设，
形成了以国家规
划教材为主体，
实践性教材、省
优秀教材为支撑
的教材体系



在浩瀚的宇宙和漫长的历史面前

我们的课程永远有无尽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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