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2019年修订） 
 

 

学校名称（盖章）： 长安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教育部 

专业名称：风景园林 

专业代码：082803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工学 建筑类 

学位授予门类：工学 

修业年限：5年 

申请时间：2019年7月  

专业负责人：白骅 

联系电话：13991259199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长安大学 学校代码 10710 

邮政编码 710064 学校网址 www.chd.edu.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公办  
  

现有本科 

专业数 
79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 

招生人数 
6174 

上一年度全校 

本科毕业人数 
6102 学校所在省市区 陕西省西安市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经济学   

□理学 □工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管理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理工 

 
     

专任教师

总数 
2063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1123 

 

学校主管部门 
教育部 建校时间 1951 

首次举办本科

教育年份 
1958 

 

曾用名 
西安公路交通大学、西安工程学院、西北建筑工程学院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 字以内） 

长安大学直属国家教育部，是教育部和交通运输部、国土资源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建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

学，国家“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2000年由原西安公路交通大学、西安工程学院、西北建筑工程学

院合并组建而成。学校座落于历史文化名城西安，现有校本部和渭水2个

校区、太白山和梁山2个教学实习基地，校园面积3745亩。60多年来，学

校逐步发展成为以工为主，理工结合，人文社会科学与基础学科协调发

展，以培养公路交通、国土资源、城乡建设等专业人才为办学特色高等学

府，已为国家培养各类毕业生25万余人。 

学校近五年专 

业增设、停招、

撤并情况（300 

字以内） 

2017年增设土地整治工程专业（专业代码：082306T），2018年撤销 

生物工程专业（专业代码：083001）。 

目前，暂停招生的专业有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工业工程、电子科学

与技术、建筑电气与智能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网络工程、电子商务和旅

游管理专业。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082803 专业名称 风景园林 

学位 工学 修业年限 5年 

专业类 建筑类 专业类代码 0828 

门类 工学 门类代码 08 

所在院系名称 建筑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 1 （建筑学） （1981）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相近专业 2 （城乡规划） （1980）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相近专业 3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增设专业区分度 

（目录外专业填写） 

 

增设专业的基础要求 

（目录外专业填写）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建筑工程、房地产、环境保护 

人才需求情况（请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预测用人单位对该专业的岗位需求。此处填写的

内容要具体到用人单位名称及其人才需求预测数） 

伴随国家双一流建设，重视国际一流大学与学科建设，倾向高层次高校学科专业建设，

风景园林需要划分教育人才层次，只有合理划分层次才能为国际一流学术研究提供定位，也

可以为风景园林行业发展提供不同层次人才需求，建成高层次创新型和领军型人才的培养平

台。 

2018年风景园林专业就业前景和就业方向分析 

（1）风景园林专业就业薪酬统计 

通过245份风景园林专业就业状况分析，风景园林专业平均薪酬水平为 6920 元。若按照

工作经验和工龄来统计，风景园林专业应届毕业生工资4750，0-2年工资6210，3-5年工资

8620，6-7年工资10940，8-10年工资12100，10年以上工资14800。 

（2）风景园林专业就业排名统计 

根据2018年1690份就业数据分析出： 

风景园林专业在所有 1099个专业中，就业排名第360； 

风景园林专业在工学170个专业中，就业排名第59； 

风景园林专业在建筑类4个专业中，就业排名第2。 

（3）风景园林专业就业区域和方向统计 

风景园林专业就业方向有哪些？哪个地区需求量比较大？根据2018年1690份就业数据分

析出：需求风景园林专业最多的地区是 北京，占16%；需求风景园林专业最多的方向是 建

筑/建材/工程，占38%。除了上述就业地区和方向外，风景园林专业在下面地区和方向中也

特别受欢迎。 

表 1 风景园林专业就业方向分布 

排名 方向 占比 

1 建筑/建材/工程 38% 

2 广告 20% 

3 房地产 19% 

4 环保 5% 

5 农/林/牧/渔 4% 

6 家居/室内设计/装潢 3% 

7 专业服务(咨询、人力资源、财会) 2% 

8 学术/科研 2% 

9 酒店/旅游 2%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表 2 风景园林专业就业地区分布 

排名 地区 占比 

1 北京 19% 

2 上海 16% 

3 深圳 13% 

4 成都 11% 

5 广州 9% 

6 杭州 9% 

7 南京 7% 

8 厦门 6% 

9 郑州 5% 

10 武汉 5% 

 

 

 

 

 

 

 

 

 

 

 

 

 

 

 

 
 

申报专业人才

需求调研情况 

（可上传合作

办学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60人 

预计升学人数 18人 

预计就业人数 42人 

其中：（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5人 

（浙江工业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 5人 

（深圳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3人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 6人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4.1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以下统计数据由系统生成） 
 

专任教师总数 27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5/19% 

具有副教授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12/44% 

具有硕士以上（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26/96%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12/44%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数及比例 9/33% 

36-55 岁教师数及比例 17/62%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11%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15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3 

4.2 教师基本情况表（以下表格数据由学校填写）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拟授 

课程 

专业技 

术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 

领域 

专职 

/兼职 

张 炜 男 1960.06 
风景园林学

导论 
教授 

西安美术学

院 

工艺美术专

业 
学士 

景观

设计 
专职 

刘 勇 男 1964.11 中外园林史 教授 
重庆建筑大

学 

建筑经济与

管理 
硕士 

风景

园林 
专职 

侯全华 男 1972.05 
城市规划原

理 
教授 长安大学 

建交通运输

规划与管理 
博士 

城市

规划 
专职 

赵敬源 女 1972.08 生态学基础 教授 长安大学 建筑技术 博士 
生态

技术 
专职 

丁 华 女 1973.02 园林测绘 教授 西北大学 人文地理 博士 
风景

园林 
专职 

白  骅 男 1978.09 

西部地区城

镇综合景观

设计 

副教授 长安大学 交通规划 博士 
风景

园林 
专职 

刘丽丽 女 1978.08 
园林表现技

法 
副教授 

西安工程大

学 
工程设计 在读博士 

风景

园林 
专职 

吴  焱 女 1983.12 
风景园林规

划与设计 
副教授 长安大学 

交通运输规

划管理 
博士 

风景

园林 
专职 

岳红记 男 1971.05 

风景园林遗

产保护与管

理规划 

副教授 
西安美术学

院 
美术学 博士 

风景

园林 
专职 

张红军 男 1968.06 
园林材料认

知与应用 
副教授 

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 
风景园林 硕士 

风景

园林 
专职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杨毅柳 男 1970.08 
风景写生/

美学理论 
副教授 西北大学 艺术设计 硕士 美术 专职 

杨西文 男 1970.10 
风景园林工

程与技术 
副教授 

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 

设计艺术学

专业 
硕士 

园林

历史 
专职 

王晓雄 男 1973.09 数字景观 副教授 长安大学 城市规划 硕士 
风景

园林 
专职 

李成 男 1973.07 
风景园林设

计 
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

学 
城市经济学 硕士 

城市

规划 
专职 

井晓鹏 男 1975.08 
风景园林设

计 
副教授 长安大学 

城市规划与

设计专业 
硕士 

景观

设计 
专职 

郭  洁 女 1963.09 

风景园林规

划设计与原

理 

副教授 
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 

风景园林设

计专业 
硕士 

风景

园林 
专职 

陈稳亮 男 1979.12 

风景园林遗

产保护与管

理规划 

副教授 西北大学 
考古学与博

物馆学 
博士 

风景

园林 
专职 

杨  乐 女 198701 
园林植物认

知与应用 
讲师 

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 
风景园林 硕士 

风景

园林 
专职 

刘丹 女 1982.05 三大构成 讲师 清华大学 景观设计 硕士 
公共

艺术 
专职 

王斌 男 1977.05 景观雕塑 讲师 西安美术院 雕塑 硕士 
景观

雕塑 
专职 

李琛 女 1986.12 植物设计 讲师 
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 
林学 硕士 

风景

园林 
专职 

马西娜 女 1986.10 生态修复 讲师 长安大学 
城乡人居环

境建设工程 
博士 

景观

生态

学 

专职 

郭  婷 女 1989.12 
园林植物认

知与应用 
讲师 

英国谢菲尔

德大学 

园林植物设

计 
硕士 

风景

园林 
专职 

张文婷 女 1989.07 
风景园林设

计 
讲师 长安大学 

风景园林设

计一 
博士 

风景

园林 
专职 

刘子轩 男 1989.10 
风景园林规

划与设计 
助教 

澳大利亚阿

德雷德大学 

建筑学与景

观建筑学 
硕士 

风景

园林 
专职 

李朝欣 女 1987.03 
风景园林设

计 
讲师 长安大学 

城乡人居环

境建设工程 
在读博士 

风景

园林 
专职 

任飞虹 女 1989.11 
园林植物认

知与应用 
讲师 

华中农业大

学 
园艺学 博士 

风景

园林 
专职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党春红 男 1961.07 风景区规划 

教授级

高级工

程师 

同济大学 城市规划 学士 

场地

总体

设计 

兼职 

刘滨谊 男 1957.04 
风景园林设

计 
教授 

美国弗吉尼

亚理工学院

及州立大学 

景观规划设

计学 
博士 

风景

园林 
兼职 

岳邦瑞 男 1973.05 
生态系统分

析方法 
教授 

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 
城乡规划 博士 

风景

园林 
兼职 

 

4.3.专业核心课程表（以下表格数据由学校填写） 
 

课程名称 
课程
总学时 

课程
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风景园林学导论 32 2 张炜 1-1、1-2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原理 80 4 侯全华 3-1、3-2 

中外园林史 32 4 刘勇、张文婷 2-1 

园林植物认知与应用 80 4 杨乐、任飞鸿 2-2、3-1 

生态学基础 32 4 赵敬源、马西娜 3-1 

园林地景建筑设计 64 4 刘启波 4-1 

园林测绘 32 4 丁华 3-2 

风景园林设计（一） 48 4 吴焱 3-1 

风景园林设计（二） 64 4 刘勇 3-2 

风景园林设计（三） 48 4 丁华、马西娜 4-1 

风景园林设计（四） 48 4 张炜 4-2 

风景园林设计（五） 32 4 郭洁 5-1 

西部城镇综合景观设计 48 4 白骅 5-1 

风景园林工程与技术 32 4 白骅、杨西文 4-1 

风景园林LID（低影响开发） 32 4 赵敬源 4-2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刘勇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 
课程 

中外园林史、风景园林设计二 现在所在单位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1995年7月获得重庆大学建筑工程管理硕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园林与景观设计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SCI等高水平论文共30余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及教材 3 部。 

申报线上金课一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2项；其中：省部级 1 项：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承担科学科研项目共40余项：其中：参与国家级项目5项；主持省

部级项目5项。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12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320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城市环境认知、景观

设计一、景观设计概

论/共720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24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姓名 张炜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 
课程 

风景园林学导论 现在所在单位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1986年7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工业美术设计学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5 篇；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2项；  

出版专著（译著等）、教材等 3 部。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主持完成横向课题20余项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9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360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景观设计一、二、三

/725.8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20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丁华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担 
课程 

园林测绘、风景园林设计三 现在所在单位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08年6月获得西北大学人文地理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风景园林遗产保护、风景资源保护及利用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SCI等高水平论文共20余篇；  

出版专著（译著等）及教材 1 部。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1项；其中： 省部级 1 项：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承担科学科研项目共60余项：其中：参与国家级项目4项；主持省

部级项目 3项。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13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225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景观设计概论、景观

生态学、景观设计二/

共717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22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姓名 白骅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系主任 

拟承担 
课程 

西部城镇综合景观设计、风景园

林工程技术 
现在所在单位 长安大学建筑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18年12月获得长安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交通景观规划与设计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9 篇； 出版专著（译著

等） 1 部。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承担教学科研项目共 10 项：其中：省部级项目 1 项。 

获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5 项：其中：国家级  1 项， 省部级 2 

项。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5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180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城市环境认知、景观

设计三、景观工程技

术/共960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24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 

 



6.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总价值（万元） 

535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483 

开办经费及来源 学校投入学院自筹 

生均年教学日常支出 
（元） 

4800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45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 

及保障措施 
专业制图教室、美术教室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格（万

元） 

3D打印机（桌面级） UP BOX 8 2016 20 

激光雕刻机 NE-1610 1 2016 13 

大图幅打印设备 HP Z5200 1 2014 4.9 

大图幅扫描设备 HP T2500 1 2014 12.9 

高温电窑 LX-DY-05 1 2008 3.8 

等离子切割机 LGK120 2 2009 3.8 

快速模型成型机系统 / 1 2014 4.9 

全站仪 

 

苏州一光免棱镜 

 

4 2016 8 

手持式3D扫描仪 

 

闪铸科技三维扫

描仪 

2 2016 10.6 

数字成型机 Inspire A370 1 2016 4.2 

模拟风系统 JT-Wind 1 201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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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支撑该专业发展的学科基础、学校专业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内

容）（如需要可加页） 

1. 学校定位与目的 

1）学校双一流发展 

长安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树立了“育人为本、质量至上、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

在学科专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凝练并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色。学科专业特色方面重

点突出3各层面：①公路交通类学科历史悠久、门类齐全、优势突出，综合实力最强，拥有4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覆盖38个专业、15个博士点；②国土资源类学科体系完整、基础雄厚，

地质工程属国家级重点学科，拥有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覆盖17个专业、25个博士点；③城乡

建设类学科基础扎实、配套齐全，拥有土木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覆盖8个专业、12个博士点；

这三大类学科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为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国家“一带一

路”重大战略和学校“双一流”建设的推动下，学校逐步形成以交通运输工程学科建设为主

体，融合土木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等学科的相关方向，带动学校全面发展，形成以工

程学为核心，多学科协同促进的世界一流学科发展格局。 

学校坚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面向重大、重点工程和公路交通、国土资源与环境、城乡

建设三大行业关键技术问题开展科研攻关。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在道路与桥隧、汽车与

工程机械、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智能交通控制、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城乡规划与建设等

方面取得了大量高水平创新成果。主动服务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支撑建设我国13.6万公里高速

公路稳居世界第一，在港珠澳大桥、杭州湾大桥、青岛海湾大桥等超级工程中展现了长大力

量。在车联网、智能汽车测试、新型智能路面等方面协同创新、重点突破，支撑引领智慧交

通发展，加快“四个交通”的发展。服务城乡规划与文化旅游，促进旅游与交通融合、旅游

扶贫、乡村旅游、智慧旅游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自建校68年来，学校扎根西部、艰苦奋斗，已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 25万余人，毕业生以

“吃苦耐劳、动手能力强”著称于业界。在全国21个大类、19个专业中，公路交通、国土资

源与城乡建设三大类占75％；博、硕士研究生10000余人，公路交通、国土资源与城乡建设三

大类占90％；全日制本科生2.4万人，公路交通、国土资源与城乡建设三大类占85％；使我校

充分发挥人才培养“国家队”作用，为公路交通、国土资源、城乡建设三大行业的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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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通过国家专业认证（评估）专业 16 项 

序

号 

专业名称 序号 专业名称 

1 交通工程 9 建筑学 
2 交通运输 10 城乡规划 
3 自动化 11 土木工程 
4 测绘工程 12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5 遥感科学与技术 13 资源勘查工程 
6 地质工程 14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7 勘查技术与工程 15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8 安全工程 16 环境工程 

2）学院的发展目标 

建筑学院始建于1979年，下设建筑学系、城市规划系、环境设计系、建筑技术研究所、建

筑美术研究所共五个教学单位，一个中心实验室（下设建筑物理，建筑CAD，建筑摄影，建筑

造型实验室），一个建筑图书资料室，一个图档管理室，另有集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和建筑设计研究所，及以科研为主的城市研究所、建筑声光研究所、人居环境研

究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所。学院现有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三个一级学科硕

士点，一个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工程二级学科博士点，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在学校“双一流”学科的建设口径指导下，建筑学院学科建设突出以建筑设计、城乡规划、

风景园林为重点，同时发展建筑技术等相关学科，建设以建筑学为依托，融建筑学、城市学、

艺术学为一体具有西部地域特色的学科体系。构建人居环境学科群，协同学校优势学科发展，

突出“三实一强”人才培养特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确立“创新、提升、开放、交流”的发

展思路，坚持“基础扎实、工作踏实、作风朴实、动手能力强” 的“三实一强”传统精神，坚

持“学——产——研”协同发展，建设国内知名、西部领先、特色鲜明的城乡规划学、建筑学、

风景园林学、环境艺术设计多学科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式教学研究型学院。 

 

 

图 1 建筑类学科特色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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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景园林设置必要性 

响应长安大学双一流建设以及建筑学院“三位一体”建筑类学科体系，未来在保持优势学

科的发展的同时，仍需要重点促进具备优势的一级学科建设。培养一流学生有赖于建设一流的

专业，一流专业则要有强有力的优势学科作为支撑。因此，从建筑类专业建设的角度来审视学

科建设、学科专业关系，探寻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将环境设计专业更设为风景园林专业，能

够最大限度的整合工科背景的学校资源，并且能够完美对位风景园林学科，构建良好的建筑类

学科生态与专业生态。其定位与目标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①综合配置资源，发挥学科协同优势。 

在长安大学的工学背景下，更设环境设计为风景园林工科专业，充分利用学校及学院现有

实验室、研究所等教学资源，发挥建筑学院建筑学、城乡规划与风景园林“三位一体”的学科

体系。 

②明确专业定位，推动学科良性生态。 

本科专业更设后，能够使长安大学风景园林学科形成坚实的基础，直接对风景园林学科建

设产生牵引作用，使专业与学科形成动态良性平衡。 

③完善教学体系，促进学科持续发展。 

更设专业在实践领域、认知领域、方法技术领域和相邻学科领域之间能够产生互补契合，

在理论、方法与实践方面均可促进全面发展。 

④打造风景园林优势特色，推动学校一流学科。 

借助学校多学科协同优势，以风景园林专业理论为引导，探究西北地域公路基础设施建设

中所面临的半干旱地区、恶劣气候等环境的景观生态化设计。通过风景园林景观绿色化技术，

改变线路两侧生态环境结构，形成“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低影响开发”的交通景观特色导

向，为长安大学世界一流学科补充促进。 

4）专业对比 

表 2专业间的比较分析 

 环境设计专业 风景园林专业（筹建） 

设立年份 2001年 - 

对应一级学科 无 风景园林学科 

学制 4年 5年 

学位 艺术学 工学 

专业内涵 

是跨学科的综合性专业，涉及美术、

装饰文化、建筑基础知识、设计流派

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专业。 

是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维护城市生

态安全，建设绿色基础设施为核心的

综合性专业。 

核心课程 

设计素描、色彩写生、建筑速写、建

筑设计基础、城市规划原理、中外建

筑史、中外美术史、室内设计、环境

景观生态学、中国古典园林史、园林

规划设计、环境艺术、风景名胜区规

划、园林艺术原理、园林建设工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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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原理、景观园林规划与设计 预算、园林建筑设计 

涵盖学科 

将建筑学，园林，室内装潢，环境绘

图相结合，并涵盖了社会科学，卫生

保健学，环境科学和自然科学。 

涵盖了气象学、土壤学、植物学、生

态学、艺术学、建筑学、土木工程、

城市规划等等学科 

核心侧重 各类空间环境的设计及艺术性设计 
户外空间营造，根本使命是协调人和

自然之间的关系 

专业定位 

解决“人——建筑——环境”之间存

在的各种不协调因素营造宜居的人类

生活空间。 

综合利用科学和艺术手段营造人类美

好的室外生活境域的一个行业和一门

学科。 

教学方式 综合运用科学与艺术的手段 综合运用科学与艺术的手段 

涵盖学科 

把建筑学，园林，室内装潢，环境绘

图相结合，并涵盖了社会科学，卫生

保健学，环境科学和自然科学。 

涵盖了气象学、土壤学、植物学、生

态学、艺术学、建筑学、土木工程、

城乡规划学等学科 

人才培养目标 

面向景观、室内、建筑设计公司与施

工企业，高等院校和研发单位从事景

观设计、室内设计、建筑艺术设计的

教学研究、设计实践与设计管理。 

从事园林设计、风景区开发与管理、

科学研究与园林建设管理的高水平、

高素质专业人才。 

通过环境设计专业与风景园林专业的对比（详见表2），可以看出两个专业具有很强的相似

性，但在侧重点与本质特征等方面，风景园林专业对学科的对位关系更贴切，同时更能响应该

学科未来发展趋势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号召。 

2.人才需求 

1）专业发展 

据中国园林专业的创始人汪菊渊先生在1998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

划卷》中所述:“园林学的研究范围是随着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目前包括传

统园林学 (即造园) 、城市绿化和大地景观规划三个层次。这表明风景园林从一开始就与人居

环境、社会发展等有着密切关系，并且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风景园林学也越发

受到重视。 

从全球范围来看，风景园林行业已成为当今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表现在行业领

域不断拓宽，社会需求不断增加，行业地位逐步提升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景园林师

的工作已越来越多地涉足地域性景观生态规划、人类游憩空间开发、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自

然灾害后的生态和景观重建等方面，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行业地位逐步

提升，社会认知度逐渐增加。 

由中国风景园林教育大会上获悉，自1951年成立造园专业至今，全国已有220多个院校开设

风景园林、园林及相关本科专业。其中，具有风景园林专业学位授权的院校120多所具有风景园

林学科硕、博士授权和具有风景园林专业学位授权的院校。每年招收各类型、各层次风景园林

学生超过两万人。由此可见，从全球和全国的生态文明发展来看，风景园林专业是规划、设计、

保护、建设和管理户外自然和人工境域的学科。其核心内容是户外空间营造，根本使命是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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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2）社会需求 

风景园林行业近三十年的发展与国家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密切相关;一方面行业的规模在

不断壮大，另一方面涉足的领域也在逐渐增加。在“一带一路”和“新型城镇化”与“绿色 

化”国家战略引导下，从过去的庭园小院到社区公园，从城市的公共空间到区域经济建设和环

境治理，乃至国家生态景观与宏观经济布局上，风景园林可以发挥巨大的潜能，并且在理论和

实践方面为国家的生态保护和经济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会带动新疆、甘肃、陕西、宁夏等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域开

发建设，那么就需要发挥风景园林专业的优势，搭建一个良好的“绿色化”生态景观体系，促

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而“新型城镇化”国家战略的提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精神生活要求不断提高，自然环

境和自然与人工环境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尤为重要，这正是风景园林专业的核心——“城市

环境的绿色生物系统工程和园林艺术”。社会对此类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社

会急需大批的风景园林专业人才。 

3）学生发展需求 

现环境设计专业基本明确职业目标定位，从历届就业情况以及就业单位的满意度调查可以

看出，现专业基本能够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但从2018年风景园林专业就业前景和就业方

向分析中可以看出，风景园林专业在建筑类专业中就业率高，且今年呈现薪资不断增高的趋势；

另外，该专业没有直接对位的学科，学生在深造求学时没有直接对位方向，除此之外环境设计

专业的基础理论及方法涵盖面过于宽泛，针对性不强。而风景园林专业在现设环境设计专业的

基础优势之上，为学生深造求学提供对位学科方向，并且制定更具备针对性且学习内容更为具

体的理论基础。为学生的岗位需求和深造学习提供风景园林事业应用性、复合型、高层次专门

人才，改变环境设计专业深造方向不明确的状况。 

4）学科发展需求 

1988年获正式批准，在高校目录中增设“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同年，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将室内设计专业改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将室内设计专业内容扩展至室外环境艺术设计，随之

全国高校纷纷设立。长安大学环境设计专业与2001年设立，学制4年，是西北地区较早成立该专

业的院校之一。环境设计专业以工科院校为教学背景，融合建筑学院现有的优势学科建筑学和

城乡规划学，集美学、哲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于一体，是艺术、科学

与技术相结合的一门综合性专业。目前我校该专业主要研究领域为室内空间环境和室外景观环

境两大内容。环境设计近年本科学生就业率均达到90%以上，并长期输送大批从事景观园林设计、

室内设计、艺术设计、城市环境设计等领域的人才，为学科建设搭建了众多实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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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风景园林学科依托城市规划与设计二级学科招收城市景观规划与设计方向硕士研

究生；2011年获风景园林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是西北地区最早取得该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的

学科之一。风景园林风景园林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与建筑学、城市规划学、艺术学、生命科

学等学科领域有着良好交叉和融合的学科。长安大学在交通运输、国土资源、城乡建设三大领

域学科群的协同优势，以完善的城乡规划、建筑学、风景园林学“三位一体”一级学科体系，

形成了现代交通景观与关中地域景观的特色研究方向，在西北地区具有明显优势。在师资队 

伍、科学研究、学生培养、硬件条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地成绩，初步形成具有西部地域特色的

学科体系。在景观规划与设计、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景观生态等方面均为本科专业的课程需

求提供有力支撑。 

由此可见，环境设计专业目前的办学规模、师资力量、社会影响等方面在陕西乃至西北地

区均有一定的优势；而风景园林学科对应建筑学院建筑学、城乡规划学能够实现“三位一体”

的一级学科体系，是目前国内较为完善并具备西部地域特色的学科体系。但环境设计专业与风

景园林学科的专业对位关系与学科支撑力度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①环境设计专业的本科教学中存在两个教学方向：室内设计与景观设计，分别对应学科为

建筑学与风景园林学，专业定位不够清晰； 

②环境设计专业对口岗位较广，职业反馈于专业及学科时，对应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牵引

作用不够显著； 

③风景园林学科向工科方向偏重，为环境设计专业则偏重文学或艺术方向，设置课程与开

展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偏差； 

④环境设计专业较风景园林学科呈现文科或艺术偏重，专业生态与学科生态间无法产生良

性动态平衡，也很难应对国家对创新提出的新要求； 

⑤应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环境设计专业对生态修复、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

职能日渐突出，环境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与要求不能完全满足社会与市场的需求。 

3. 筹建专业资源：一个利用，三个整合 

1）一个利用：充分利用已有资源 

①同行专家评价 

2017年10月，长安大学风景园林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会中，清华大学建筑

学院景观学系联合创始人、教育部高等学校建筑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风景园林教学指导

分委员会主任——杨锐教授给予我校风景园林学科的建议：尽快设立风景园林专业，完善风景

园林学科以及建筑类学科“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学科体系，同时，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

角度，风景园林专业的建立能够直接落实生态建设理论的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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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国务院学位办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及全国风景园林学科评

议组召集人——刘滨谊教授以长安大学特聘教授身份来我校交流，对我校风景园林学科的特色

方向——交通景观规划大为认可，并指出该特色方向结合长安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一流学科，在

全国有明显优势，同时也提出应设立风景园林本科专业，支撑风景园林学科以及特色方向是重

中之重。 

②行业内影响力的扩展 

2017年11月于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17年年会，长安大学作为

协办单位，完成行业内重要学术会议的协办工作，并获得“西北园林建设优秀成果奖”。2018

年11月，中国风景园林教育大会中，我校成为理事单位，系主任——白骅成为风景园林教育工

作委员会委员，进一步促进我校风景园林学科的影响力；在现有的社会服务成果基础上，争取

承办更多“风景园林”学术论坛及会议，使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得到一定的社会影响，将学科

研究反馈给社会，使其成为良性生态链，首先推广学科对西北地区的影响力与贡献，进而实现

扩大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 

2）三个整合 

①整合校内优秀资源 

跟踪国际前沿，整合学校一流学科——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的优势资源，在学科领域的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社会贡献、国际影响等综合方面明显提升，理顺学科建设管理体制，通过

“模块”化整合、在主力发展公路交通景观生态规划的特色研究方向基础上，优化其他研究方

向，结合建筑学院已有专业：建筑学和城乡规划，逐步形成“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学科体

系。 

表 3 本学科培养方向可利用科研平台机构列表 

类型 
序

号 
平台名称 职能 级别 

研究

中心 
1 

交通铺面材料教育部工程

研究中心 

道路工程、路面材料、公路景观及城市铺装

景观等相关内容的研究 

教育部 

立项建

设 

实验

室 

1 长安大学风洞实验室 

长安大学风洞为回、直流两用构造型式。用

于桥梁模型和建筑物模型的测力和测压试

验；局部风环境特性及住宅小区风环境对居

住舒适度影响研究；局部风环境特性对污染

扩散,质量迁移研究；各类结构对风反应及其

控制的数值计算研究。 

交通部

和教育

部建设 

2 
特殊地区公路工程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 

开展对交通规划理论与方法、交通管理与控

制、综合交通系统、交通安全与环保、智能

交通系统的相关研究 

教育部 

3 陕西省地下水与生态环境 开展我国水土污染与修复研究的科学技术服 省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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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序

号 
平台名称 职能 级别 

工程研究中心 务工作。 究中心 

4 
旱区地下水文与生态效应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服务西北地区的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生态

环境保护试验程序平台。 

教育部

重点实

验室 

5 
西部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要开展给水处理理论与技术、技术研究与

科技咨询服务。 

教育部 

立项建

设 

6 
国土资源部岩土工程开放

研究实验室 
开展对城市交通与土地开发的研究 

国土资

源部 

②整合地方社会资源 

面对重大工程的科学技术问题，充分利用校、企合作契机，建立大量高水平实践基地（见

表3）。教学实践培养以项目牵引，展开跨领域、跨学科、跨专业的合作与交流，实现不同的资

源整合和深度合作，协同攻关解决技术难题，以此提高在校师生的实践能力与综合素质。 

表 4 主要校外科研实践基地 

序号 教学实习基地名称 基地地点 

1 陕西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实践教学基地 陕西西安 

2 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实践教学基地 陕西西安 

3 陕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实践教学基地 陕西西安 

4 西安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实践教学基地 陕西西安 

5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实践教学基地 陕西西安 

6 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实践教学基地 陕西西安 

7 北京中外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实践教学基地 陕西西安 

8 西安拓维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陕西西安 

9 甘肃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实践教学基地 甘肃兰州 

10 郑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河南郑州 

11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实践教学基地 广东深圳 

12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实践教学基地 广东深圳 

13 中山市规划设计院 广东中山 

14 秦皇岛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实践教学基地 河北秦皇岛 

15 天津市津南区规划设计所 天津 

16 大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实践教学基地 辽宁大连 

17 青岛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正是强化风景园林学科的核心价值，为积极影响与城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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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其他行业和专业的生态化发展，风景园林专业持续建设“走出去”伙伴计划，2019年预

在原基础上，建立校外科研实践基地4个，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基地1个，未来每年成果转化3-

5项。以杨凌农博园、花卉市场、周边大型苗木市场为科普教育示范基地，完成“产-学-研”战

略合作项目。 

表 5 2019 年预新增校企联合概况与计划 

基地名称 状态 类型 

陕西省文物局合作研究平台 签署 培育基地 

陕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签署 联合培养工作站 

陕西省职业技术学院 签署 校外实践基地 

西安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签署 校外实践基地 

西咸新区沣东管委会 接洽 生态田园城市联合研究中心 

中建西北建筑设计研究院 接洽 联合培养工作站 

陕西省交通规划院 接洽 校外实践基地 

4.专业筹建现存基础 

1）现有专业及学科 

建筑学院现设有城乡规划（本科五年制，每年招2班）、建筑学（本科五年制，每年招4

班）、环境设计（本科四年制，每年招2班）三个专业，本科生总计1095人。 

学院现有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三个一级学科硕士点，一个城乡人居环境建设

工程二级学科博士点，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2003年获得城市规划与设计二级学科硕士点； 

2005年获得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二级学科硕士点； 

2005年获得建筑技术科学二级学科硕士点； 

2009年获得建筑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2011年获得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2013年自主设置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工程二级学科博士点。 

学院2012年面向全国招生风景园林硕士研究生，生源优良。近三年来，风景园林硕士专业

报考人数都大大超过招生名额，有很好的择优录取条件。风景园林硕士专业每年招收15人，就

业率达98.2%。 

2）师资队伍 

现有专任教师 27 人，其中高级职称 17 人，占总人数的 62%; 正高级职称 5 人，占总人数

的 19%；12 人具有博士学位，占总人数的 44%；具有一年以上海外研修/留学经历 6 人，占总

人数的 22%；最高学位获得单位为非本单位的教师 18 人，占总人数的 67%；35 岁以下 17人，

占总人数的 62%  

3）主要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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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本学科结合相关研究形成了一批标志性成果。获批科研项目41项，到账总经费数 

1228 万元，年师均科研经费 13.60 万元。其中纵向科 研项目 24 项，到账经费 631万元。  

现任教师发表高层次论文 31 篇，人均 2 篇，三大检索收录 16 篇，其 中 SCI 文章 3 篇，

EI 文章 13 篇，CSCD 文章 6 篇，CSSCI 文章 4 篇，核心 文章 5 篇;获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和教

学成果奖 5 项，包括陕西省科学技术 二等奖两项，全国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一项，陕西省

教学成果二等奖 一项;出版著作 5 部。 

4）图书资料与设施条件 

（1）图书资料 

学院资料室由校本部建筑馆资料室（190平方米）和渭水校区建筑馆资料室（140平方米）

组成，共有馆舍面积330平方米，阅览座位92个。现共有专业图书12420册，其中中文图书11585

册，外文图书835册。期刊合订本8342册，中文期刊125种，外文期刊29种（含英、日、德、法

四种语言文字），研究生论文480份，光盘702张。 

学校图书馆有统一的管理制度，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和周末均对学生开放。学院图书资料室

有专职管理人员1人，长期聘请管理人员2人，另外每年安排新进教师2人在图书资料室工作。保

证开放时间，提供图书借阅、资料复印等服务。 

表 6 长安大学图书馆与建筑学院图书资料室资料状况表 

图书馆 类别 数量 合计 

学校图书馆 

总藏书量 
中文 2494739册 

3313413册 

 

外文 177629册 

期刊拥有量 
中文 11852种（493736册） 

外文 75099种（147309册） 

本学科藏书量 
中文 150362册 

215770册 

 

外文 43286册 

本学科期刊拥有

量 

中文 372种（11619册） 

外文 389种（10503册） 

学院图书资料室 

本学科藏书量 
中文 11585册 

20762册 
外文 835册 

本学科期刊拥有

量 

中文 125种（ 6939册） 

外文 29种 （ 1403 册） 

（2）实验室 

为满足教学科研需要，学院设有专业实验室8个：1）建筑物理实验室、2）GIS实验室、3）

城乡规划信息技术实验室、4）建筑摄影实验室、5）视觉造型实验室（含建筑模型室、雕塑

室）、6)人居环境与建筑节能实验室、7）数字建筑实验室、8）建筑历史研究实验室。学院现

有实验室面积约1193平方米，设备512台件，价值约535.23万元。学院共有实验教师及管理人员

16人，其中专职教师7人，实验教辅人员9人。同时，实验室可做到全校共享，各实验室均可通

过预约方式及时对学生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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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建筑学院实验室概况 

（3）教学信息化条件及资源建设 

学院教学、行政、办公、科研、办公室均实现联网，依托校园网络，实现教学信息的集中

管理、分散操作、信息共享，使传统的教学管理向数字化、无纸化、智能化、综合化方向发展。

教师课表查询、教学过程表、成绩登录、教学质量评价、教师停课调课全部实现网上操作。实

现了教务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提高了教学管理工作的效率。 

（4）经费 

建筑学院教学经费的来源，主要是学校投入和学院自筹两部分，能够保障教学工作的顺利

进行。 

学校投入主要包括教学业务费、专项修购资金、课酬等，除修购资金主要用于实验设备仪

器购置外，学校投入经费用于教学业务、学生实习、课程建设、图书购置、师资培养等费用支

出。 

学院自筹经费主要是规划设计研究院及科研管理费，以及校友捐助、企业赞助等资金。主

要用于学科建设、学生学术活动、教学科研奖励、图书购置等方面。 

自2014年至2016年，学校投入及学院自筹共2212.01万元，用于教学及相关投入与奖励经费。 

表 8 2012--2016 教学经费统计表（单位：万元）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合计 

教学业务费 96.06 90.64 256.32 154.00 99.71 696.73 

课酬 80.89 104.35 113.61 120.00 101.59 520.44 

教学仪器设备费 136.00 197.00 18.50 165.00 85.00 601.50 

图书购置费 9.26 8.23 12.50 10.00 6.16 46.15 

教学科研奖励费 38.50 42.56 58.82 9.48 4.50 153.86 

规划院教学投入费 32.32 11.00 120.11 0.00 29.90 193.33 

教学经费合计 393.03 453.78 579.86 458.48 326.86 2212.01 

通过对教学经费的投入，学院经费发挥了较好的使用效益。第一，资助学生进行专项课题

实验室名称 面积（m2） 设备（台、件） 价值（万元） 

建筑物理实验室 308 63 71.3 

GIS实验室 150 60 33 

城乡规划信息技术实验室 45 42 57 

建筑摄影实验室 50 29 3.2 

视觉造型实验室 
建筑模型室 258 24 24.4 

雕塑室 240 102 174 

人居环境与建筑节能实验室 45 93 102.6 

数字建筑实验室 42 8 17.2 

建筑历史研究实验室 55 91 52.53 

合计 1193 512 5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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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极大提高了学生进行实践创新的积极性与成功的可能性。如每年举办的建筑日活动等。

第二，改善了学生和教师的教学环境，提高了教学效果。第三，通过资助教师的教学与科研，

提高了教师教学和科研的积极性，促进了教学水平的提高。 

以上办学思路及目标定位、学科与师资建设、图书资料与设施条件等各项条件，均符合高等

学校风景园林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的专业指导规范要求。 

综上所述可知，风景园林专业作为整个建筑设计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规划专业、建

筑学专业并立，而风景园林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需要多年教学实践，同时参考学生反馈信息

才能得到正确评估，目前环境设计专业从理论基础、专业课和实践教学等平台均与学科无法呈

现接续性。学院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环境设计》专业调整为《风景园林》专业，在原有的建

筑学、城乡规划专业平台优势上，利用环境设计专业的师资力量以及我校各项资源设施，充分

发挥已有优势，并且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加强“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协同发展，促进

长安大学一流学科的快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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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业

实验、教学计划等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1.合理规划目标与发展 

1）专业介绍 

风景园林专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专业领域，属于工学门类

的建筑类专业，对应硕士学位点是“风景园林学”一级学科。它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理念，

以城市建设、人居环境、生态文明和谐发展为目标，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根本使命，以保护

和营造高品质的空间景观环境为基本任务，通过城乡户外空间营造、自然资源的经营管理，实

现以"生物、生态"为主，并与其他工程类学科(例如土木、建筑、城市规划)及哲学、历史和文

学艺术等社科类学科相结合的复合型专业。 

2）招生方案 

在现有招生总量不变的原则下，用“减一加一”的办法，撤设环境设计专业2个班，更设为

风景园林专业2个班，既不占用学校新的教学空间，也不扩大学校的招生人数，并且师资队伍稳

定。计划2020年9月首次招生（60人）。 

2.更设专业人才培养计划 

1）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质，身心健康，从事风景园林领域规划与设计、道路景观规划

设计、工程技术与建设管理等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 

毕业生可在规划设计机构、科研院所、管理部门、相关企业从事风景区、城乡园林绿地、

国土与区域、城市景观、生态修复、风景园林建筑、风景园林遗产、旅游游憩等方面的规划、

设计、保护、施工、管理及科学研究等工作，也可在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继续深造。 

2）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风景园林的基本知识与基础理论，接受风景园林技术的原理、程序、

方法以及设计表达等方面的基本训练，掌握处理城乡建设与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园林遗产等

复杂关系的基本能力及初步科学研究能力，并具有从事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和自然资源经营管理

工作的基本素质。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在基本素质上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素养和正确的价值观、扎实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

科学基础、良好的专业素质、人文修养和身心素质；兼具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具备现代意识

和健康的人际交往意识； 

（2）在知识结构上，应掌握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专业所需的外语和计算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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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等工具知识、专业理论知识和相关知识； 

（3）在能力结构上应具有系统思维、公正处理、认知分析和综合表达等专业基本能力以及

前瞻预测、创新设计、共识构建和共同行动等专业执业能力； 

（4）熟悉我国风景园林施工与组织管理的程序、法规； 

（5）了解我国人居环境学科领域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发展动态和行业需求。 

3）修业年限与授予学位 

五年制、工学学士学位 

4）主干学科、核心课程和特色课程 

主干学科：风景园林学。 

核心课程：风景园林设计（一、二、三、四、五）风景园林学导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原

理、园林植物认知与应用、中外园林史、生态学基础、风景园林遗产保护与管理规划、交通景

观设计（一、二）、园林测绘、园林植物认知与应用（一、二）、风景名胜区景观规划设计、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原理、风景园林学导论 。 

特色课程：综合交通规划、生态系统分析方法、风景园林工程与技术、西部城镇游憩规 

划、风景园林遗产保护与管理规划、城市规划原理 、城市美学概论、GIS与数字城市、风景园

林发展战略、国学基础。 

5）毕业标准 

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各教学环节的学习，最低修满230学分，毕业论文（设计）合格，可准

予毕业。 

6）各类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表 9 各类课程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别 

必修课 
选修课 

（最低选修） 
合计 占总学

分比例

（%） 学分 学时（周） 学分 
学时

（周） 
学分 学时（周） 

通

识

教 

育 

理论教学 32 648学时 14 230 46 878 20 

实践环节 6 3周+48学时 4 
 

10 3周+48学时 4.35 

学

科

基 

础 

理论教学 52.5 854 
  

52.5 854 22.83 

实践环节 5 5周 
  

5 5周 2.17 

专

业

发 

展 

理论教学 67.5 1080 12 192 79.5 1272 34.57 

实践环节 37 38周 
  

37 38周 16.09 



8.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总计 200 

2582学时

+46周+48学

时 

30 422 230 
3004学时+46

周+48学时 
100 

其中：实践环节 48 
46周+48学

时 
4 

 
52 46周+48学时 22.61 

本专业的课程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实践教学环节及大学生创

新训练（共234学分，3080学时）。具体的教学方式为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目的在于利用各种

环节培养出具有综合能力的风景园林专门人才。（培养计划见附件） 

3.专业特色取向引导 

学科发展依托长安大学在交通运输、国土资源、城乡建设三大领域的优势资源，利于开展

交叉融合研究、形成学科体系协同的优势。聚焦在西北地区城乡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探索

上，突出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三位一体”的学科优势，具有突出的协同创新、

体系完整、相互支撑的特色。从人居环境科学的内涵出发，结合西部地区自然与人文特征，聚

焦西北地区城乡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探索，解决地域性现实问题。其中现代交通景观为重

要学科研究领域，借助长安大学在公路交通、城乡生态环境建设领域的特色和优势，交叉融合

长安大学风景园林和交通运输工程两个一级学科，依托园林景观设计和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两

个研究方向所在各级实验室、研究中心为研究基地，在交通景观设计与道路生态影响评价方面

形成自身优势和特色，由此确立了“立足西部黄土地区自然、文化、环境特征等地域景观可持

续发展研究”的学科优势以及面向全国“突出公路交通景观生态规划理论与方法”的学科特 

色。



9.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理由： 

1.风景园林专业符合学校办学定位与发展规划，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 

2.有建筑学、城乡规划等相关学科专业为依托，社会人才需求稳定； 

3.有科学、规范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目标明确、课程设置合理，教学

经费、教学用房、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实习基地等办学条件以及教师与教

辅队伍等均满足建筑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学校学术委员会本科教学委员会一致认为，风景园林专业具备专业设置的基

本条件，同意申报。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

符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经费保障 ☑是 □否 

专家签字： 



10.医学类、公安类专业相关部门意见 
 

（应出具省级卫生部门、公安部门对增设专业意见的公函并加盖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