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师范大学理学院遥感地学系 2016 年 

关于接收二志愿调剂考生的公告初稿 

一、接收对象和条件 

1、理论物理------地理信息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方向 

报考对象：遥感科学、信息科学、地理信息科学（系统）、数学、物理学、

自然地理学学士。有较好的数学物理基础，具备较扎实的遥感与地理信息技术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本领域的基础理论，了解国内外遥感与地理信息

科学与技术的动态、发展趋势。 

2、生态学——生态规划与管理（生态信息学、生态规划学）方向 

报考对象：生态学、地理学、区域科学、规划学等学士。有较好的生态学、

地理学、规划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或具备较扎实的遥感与地理信息技术的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有志于从事生态规划工作。 

3、学科教学论——地理教学论方向 

报考对象：地理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理信息科学学士。有较

好的地理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有一定的教学实践经验，有志于地理教

育事业。 

4、其他条件 

符合杭州师范大学对调剂生的规定和要求（有关政策咨询杭州师范大学研

究生处或理学院研究生科张老师 0571-28865316）。 

二、硕士招生专业和方向 

专业代码 硕士专业及方向 考试课程和报考对象 主要导师 

 

 

045110 

学科教学论——地理教

学论方向 

考试课程：“地理教学论”，“教育

综合” 

复试课程：《自然地理学》 

参考教材：赵荣等《人文地理学

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 

加试科目： 

01.《教育心理学》 

02.《人文地理学》 

潘德炉院士 

张登荣教授 

王秀珍研究员 

周  斌教授 

潘玉良教授 

徐俊锋副研究员 

刘占宇副研究员 



 

 

070201 理论物理—— 

地理信息工程方向 

遥感科学与技术方向 

考试课程：“地理信息系统”、“遥

感原理与应用”。 

复试课程：《自然地理学》 

参考教材：伍光和《自然地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 

加试科目：01.《人文地理学》 

02.《测量与地图》 

王 洁副研究员 

胡潭高 副教授 

 

0713 

生态学—— 

生态规划与管理 

（生态信息学、 

生态规划学）方向 

考试课程：“生态学”或“自然地

理学” 

“区域分析与规划”。 

复试课程：《经济地理学导论》 

参考教材：伍光和《自然地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 

加试科目：01.《人文地理学》 

02.《测量与地图》 

三、调剂程序 

申 请 调 剂 的 考 生 请 登 录 “ 中 国 研 究 生 招 生 信 息 网 ( 网 址 ：

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cn)”，通过“网上调剂系统”填

报调剂志愿，完成调剂工作。 

学院网址： 

联系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0571-28869857，13456919110 

QQ号：495460271 

Email：495460271@qq.com、xjlsl16@sina.com 

备注：各位考生请将简历等资料直接发给刘老师，以便统计信息。 

四、学科介绍 

杭州师范大学地理（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学科创立于 2009 年。2009 年 7

月成立遥感与地球科学研究院，2013 年 6 月成立遥感地学系。专门从事遥感科

mailto:495460271@qq.com


学与技术的开放型教学科研，设立了湿地遥感与传感网络研究、湿地生态与环境

效应研究和湿地变化与区域发展研究等研究方向，培养以 3S 技术为重点的新型

地学高级复合人才。已经获得杭州师范大学 “攀登工程”项目 2955余万元建设

经费投入。目前承担国家重大专项计划、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浙江省重大专项、行业专项等大量国家和地方的科技项目，合同总

经费约 3000万元。 

科研平台： 

“国家遥感中心湿地遥感研究部” 

“浙江省城市湿地与区域变化研究重点实验室” 

“杭州师范大学城市湿地与区域变化遥感重点实验室” 

“浙江省城市湿地生态修复与资源利用”重点科技创新团队 

“杭州市湿地研究中心” 

“杭州师范大学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站” 

重点学科： 

浙江省重点学科——生态学，生态规划与管理、生态监测 

硕士点： 

（1）教育专业硕士——地理教育 

（2）生态学以及学科硕士点，生态规划与管理二级学科点 

（3）理论物理学——地理信息工程、遥感科学与技术方向 

本科专业：地理信息科学 

师资情况： 

目前，研究院有院士 1人，教授 5人，副教授/副研究员 4 人，主要研究生

导师介绍如下： 

潘德炉，院士，著名海洋遥感专家。《海洋学报》主编、中国海洋学会副理

事长，国际海洋水色遥感专家组成员。长期从事海洋遥感研究，是我国海洋水色

遥感科学和遥感模拟仿真科学的奠基人和开创人，在国际海洋水色遥感界享有极

高知名度。承担有国家攻关、863、国际合作等遥感重大项目。获得过国家科技

进步特等奖、国际光学工程学会遥感科学成就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项

奖励。 



张登荣，博士，教授，主要从事遥感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研发，地理信息系统

开发应用，3S 技术集成，以及遥感地质、地表形变遥感调查监测、空间数据共

享与大数据挖掘等研究工作。担任杭州师范大学遥感地学系主任, 遥感与地球科

学研究院副院长，国家遥感中心湿地遥感研究部主任,浙江省城市湿地与区域变

化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 浙江省城市湿地生态修复与资源利用重点创新团队首

席科学家, 杭州师范大学城市湿地与区域变化遥感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地质学

会遥感地质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环境遥感协会理事等行政和学术职务。目前正

在开展国家 863、国家重大专项、海洋行业公益基金、国土资源部等委托的十余

项课题研究。已获软件著作权 5 项，浙江省科技进步奖 2项，国土资源部科技

奖 2项,发表论著 100余篇（部）。 

  

祝炜平，教授，主要从事遥感考古、国土规划、地理教育等研究。杭州师范

大学生态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与自然遗产空间技术

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遥感考古联合实验室浙江遥感考古工作站站长，中国

自然资源委员会热带亚热带分会委员,省重点实验室、省科技创新团队核心成员。

承担遥感考古、区域研究等省级以上项目十余项，获省科技进步奖一项，其他奖

项多个。获得软件著作权 2项，发表论著 50余篇（部）。 

 

王秀珍，博士，教授，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植被高光谱遥感研究及

其应用、农业气象、区域资源遥感等。中国农业气象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

曾赴美国亚利桑那和乔治梅森大学交流访问。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行业（气象）专项等国家和省市级科研项目多项；省“新世纪 151 人才

工程”第二层次培养人员；发表论著近百篇（部），获省科技二、三等奖各 1次。 

 

周  斌 教授，博士。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热带亚热带地区资源研究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先后在浙江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从事生态环境

遥感等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目前担任杭州师范大学遥感与地球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杭州师范大学遥感地学系党总支书记兼遥感教研室主任、杭州市属高校产

学对接校企共建校内实训基地“遥感信息产业人才创新工场”负责人、杭州师范



大学理学院本科教学委员会成员、浙江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城市湿地生态修复

与资源利用”核心组成员，杭州市 131中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第二层次培养人选。

主要从事环境遥感（理论和应用）及大数据分析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承担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浙江省科技厅重点、浙江省

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市厅级和企事业委托项目共计 30 余项，目前的研究兴趣集

中在近海与内陆湿地遥感、遥感产品的真实性检验、遥感时空产品的大数据分析

等。已主编/参编著作各一本，发表文章近百篇，其中 SCI/EI 索引 40 篇。申请

专利 13 项、软著 5项。 

 

潘玉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无线传感和地面遥感仪器及装备应用开发、

机电系统集成、机械电子工程、太阳能应用等。主持国家级项目 1项，省科技厅

计划重点项目 1项，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1项，主持省级精品课程 1项，编写教

材 5 本，其中省重点教材 1 本，发表论文近 20 篇，获省科技进步奖 1 项，市科

技进步奖 1 项；获国家专利 27 项，其中发明专利 6 项，指导学生获国家和省级

学科竞赛奖累计达 30 项。其中，国家三等奖 1 项，省一等奖 10 项。省二等奖

10余项。 

 

徐俊锋，博士/博士后，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杭州师范大学遥感与

地球科学研究院，国家遥感中心湿地遥感研究部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植被生态遥

感监测机理、高原湿地遥感。近 5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国家高分遥感

项目 1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1项，省自然科学基金 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863”项目、海洋行业公益项目多项。获得省级奖励 3 项，其中 1 等奖 1

项，二等奖 2项；发表相关论文 12篇，其中 SCI 6篇；获得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5项。 

 

刘占宇，博士后，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先后在浙江

大学、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从事稻田生态系统景观格局、农作物

流行性病害和迁飞性害虫遥感监测机理与应用、农作物面积提取、农作物估产和

理化参数反演研究，为中国环境与资源遥感协会、中国植物保护协会会员，担任



《遥感学报》、《中国科学(D)》、《农业工程学报》、《应用生态学报》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in Agriculture》、《IEEE Journal of Selected Topics in Applied Earth 

Observations and Remote Sensing》、《Crop Protection》等国内外期刊审稿

人。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基金 (41301483)/面上项目

(31371935)、国家 973 计划(2010CB126201)/863 计划(2007AA10Z205)和公益性

行业(农业)专项(200903051-09)、国家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第 45、52批)/特别

资助(第 3 批)和浙江省博士后基金(2011 年度)等国家/省级课题 10 项；先后发

表科研论文 50 余篇(SCI /EI 检索 30 余篇)，其中第一作者 20 余篇；申请国家

专利、软件著作权 5项；参编专著 4部，其中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成果

教材 1部，获省部级奖励 1项。 

 

王 洁，博士/博士后，副教授，主要从事遥感定量反演及信息提取的相关研

究工作，分别在遥感图像处理及制图、光谱分析、湿地碳循环遥感反演、地质灾

害遥感调查与监测等方面开展了较为系统的工作。近年来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国家科技计划（国际合作）项目 1项，浙江省

重点科技创新团队项目 1项，杭州市科技项目 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

科院创新项目，中国地调局项目多项。发表有关遥感与信息技术方面论文 20 余

篇，SCI/EI 收录 8篇. 

 

胡潭高，博士、副教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

目前为杭州师范大学遥感与地球科学研究院、浙江省城市湿地与区域变化研究重

点实验室研究人员，主要从事遥感数字图像处理、湿地资源遥感监测等方面的研

究工作。曾荣获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2010年）、杭州市优秀教师（2015

年）等。已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项目 10 余项，

在《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遥感学报》等

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多篇，并受邀担任 SCI 来源国际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Remote Sensing》等审

稿专家，已获国家发明专利 5项，软件著作权 3项。 



 

我校潘德炉院士在第 17届中国遥感大会上作报告 

 

国家遥感中心主任张国成研究员、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叶高翔、潘德炉院士等在我校为 

“国家遥感中心湿地遥感研究部”揭牌 



 

浙江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科技厅副厅长丁康生为我校 

“城市湿地与区域变化”省重点实验室揭牌 

 

 

 

杭州师范大学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站 

 

 

 



 

 

研究院拥有的部分仪器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