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学院 

学院主页：http://lxy.nuc.edu.cn 

咨询电话：0351-3942724 

学院概况 

理学院成立于 2006 年，是在原数学系、物理系、工程力学系的基础上，合

并基础化学教研室和应用化学、土木工程两个专业组建而成（后相继成立化学系、

土木工程系）。建院以来，学院秉承“致知于行”的校训和“明理笃学”的院训，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培养高素质的理科人才为已任，大力加强教学

基本建设、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以及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理学院办公大楼全景 

学科设置 

学院目前拥有 1 个山西省重点建设学科（应用数学），设有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应用化学、工程力学、土木工程、应用物理学、统计学 7 个本

科专业；其中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为山西省品牌专业工程；拥有数学、物理、化

学、力学 4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工程力学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建筑与

土木工程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 2 个山西省示范实验教学中心，1 个山西省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有 1 个面向社会开放的大型计算中心；4 个校级示范



实验室。获批省级硕士精品课程 2 门，省级本科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 门，校级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 10 门。 

师资队伍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教学、科研实力强劲，始终坚持本科教学中心地位，坚

持以教学质量为生命线，在承担全校公共基础课教学任务的同时，为全校其它学

科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科支撑。现有教职工 214 名，其中，博士生导师 11

名，硕士生导师 72 名，教授 25 名，副教授 71 名；60 岁以下的一线教师队伍中，

有 125 名教师具有博士学位；现有山西省教学名师 10 人，校级教学名师 46 人。

学院现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4 人，教育部霍英东优秀青年教师奖获得者

1 人，山西省拔尖创新人才 1 人，山西省“百人计划”引进 4 人，山西省优秀科

技工作者 2 人，山西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3 人，山西省“新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

333 人才工程”省级人选 2 人，山西省委联系高级专家 5 人，山西省高等学校青

年学术带头人 4 人；教育部基础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学术期刊编委 12

人，教育部学科评审专家及山西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专家 3 人。山西省数学会

生物数学分会挂靠我院。 

 
国际研讨会代表合照 

 



 

理学院办公地点 

 

科研实力 

近年来，我院已经在各学科和专业领域形成了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科研成

果。代表性成果包括：获得教育部提名国家科技进步奖 2 项，山西省科技进步奖

8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0 项，国家 973 项目 1 项，

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 2 项，以及省部级各类科研项目 100 余项。近五年我院师生

累计发表论文 2500 余篇，其中被 SCI 收录论文 38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21 部；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57 项，实用型 8 个。另外，学院先后出版高水平规划教材 7

部，其中“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1 部，工信部“十二五”规划教材 1 部；先

后获得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19 项。 

 

学生风采 

学院现有在校生 3134 人，其中本科生 2814 人，研究生 320 人。学院重视学

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目前成立有数学建模协会、结构模型协会、young power 演

讲协会等 10 余个社团，不断的提升了学生的科技创新水平，也在国内各类科技

竞赛中斩获佳绩，其中数学建模协会中的成员荣获省赛以及国赛一等奖、美赛二

等奖，结构模型协会成员连续两年荣获山西省结构模型大赛一、二等奖。近年来，

理学院学生累计申报成功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21 项，在数学建模竞赛

中累计荣获省级奖 68 人次，国家级奖 36 人次，国际奖 15 人次，2015 年还实现

了国际一等奖的突破；周培源力学竞赛累计获得省级奖 65 人次，国家级奖 45 人

次；在历年来的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中，通过率名列全校前茅。 



   
理学院结构模型协会                      理学院奋战校级篮球比赛 

 

升学与就业 

近五年，理学院学生学习成绩优秀，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年均在 90％左右，各

专业考研率保持在 20％——40%。直接就业的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好评，适合到

科研机构、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及大中型企业和公司从事建筑、开发、管理、教

学、科研等工作。优秀毕业生可免试推荐攻读相关交叉学科的硕士研究生，如学

生中涌现出来的校长奖章获得者 14 级应用化学专业甄文祥同学被保送至中国科

学院微电子研究所读研，13 级应用数学专业的王如霞同学被保送至厦门大学读

研，14 级应用数学专业王琰同学被保送至中南大学读研，14 级统计学专业吴健

健同学被保送至兰州大学读研。 

      

理学院 2018 年考研光荣榜                       理学院就业创业学生活动 

 

 

 

 

 



本科专业设置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本专业属于基础专业，理工类，学制四年。无论是进行科研数据分析、软件

开发还是从事金融保险、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等，都离不开相关的数学专

业知识。本专业拥有优秀的师资队伍，专职教师 20 余名。在 2007 年被评为山西

省重点建设学科。 

本专业培养掌握数学科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具有数学教学及理论研究，

或运用数学知识、使用计算机解决工业、经济、生物、金融、管理等实际问题的

能力，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应用研究型高级专门人才。主修课程

有：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常微分方程、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实变

函数与泛函分析、抽象代数、数值分析、最优化算法、运筹学、数学建模、拓扑

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随机过程、金融数学、Matlab 程序设计基础等。 

学生毕业后能够在科技、教育、经济和金融等部门从事理论研究、教学工作，

或在生产、经营及管理部门从事实际应用、开发研究和管理工作，或继续在数学、

经济、金融等领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近三年来，本专业考研达线率在 40%以

上，录取率近 30%，且大部分考生进入了国内“双一流”高校就读，如：中南大

学，兰州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等。 

 

大学数学省级示范实验教学中心 

专业咨询教师：刘茂省    联系方式：0351-3942729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专业属于理工类，学制四年。2007 年获“本科品牌专业”荣誉称号，是以培

养适应网络信息时代的多元化人才为目标的新兴专业。该专业隶属于数学学科。

目前有专业教师 12 名，其中，山西省教学名师 2 名；教授 2 名，副教授 5 名。

《高等代数》为校级优秀课程。能够给专业学生提供“数学建模大赛”“数学竞

赛”等多项大赛的创新环境。 

本专业是以信息技术、计算技术的数学基础为研究对象的理科类专业，培养

具有良好的数学基础和数学思维能力，掌握信息或计算数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与

技能，接受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能解决信息技术或科学与工程计算中的实际问

题的高级专门人才。学生主要学习数学、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接受数学建模、计算方法、程序设计和应用软件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受到数学和

信息理论及其应用方面的良好教育，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较强的创新意识，具

有科学研究、教学、解决信息技术或科学工程计算中实际问题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和较强的更新知识的能力。主修课程有：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常微

分方程，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值

分析，运筹学，数学建模，离散数学，最优化算法，偏微分方程，数据分析，数

据结构与算法，微分方程数值解，应用随机过程，数学专业英语，信号与系统，

数字信号处理等。 

学生毕业后能够在科技、教育、信息产业、经济金融、研究院所、高等学校、

政府机关、企业等部门从事研究、教学、应用开发和管理工作，或继续攻读数学

类各专业、管理类专业、计算机类的硕士、博士学位。近三年来，本专业考研达

线率在 30%以上，录取率近 25%，且大部分进入了国内“双一流”高校就读，如：

北京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长安大学等。 

           
信科专业荣获山西省品牌专业称号         学生荣获“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国际一等奖 

专业咨询教师：胡红萍  联系方式：0351-3942729 

 



统计学专业 

本专业属于理工类，学制四年，是以统计方法与理论及其在社会、自然、经

济、工程等领域的应用为研究对象的理科类专业，着重培养学生掌握一般的统计

理论、方法及收集数据与分析数据的能力。专业目前有专业教师 20 余名，其中

教授 1 名，副教授 5 名。实验条件包括 1 个省级示范教学实验中心—中北大学数

学实验中心和一个专门的应用统计学实验室，能够给本专业学生提供各类专业课

程的实验、实践教学；以及“数学建模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等多项大赛的创新环境。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较为扎实的数学基础、掌握统计学的

基本思想、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及相关的计算机技术、同时有一定的专门领域知识，

能够适应不同领域统计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的高素质统计人才。主修课程有：数

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统计学导论、计算机基础、程序设计与算法语言、

概率论、数理统计、应用多元统计分析、应用回归分析、抽样调查等、证券投资

分析、统计软件、数学建模等。 

学生毕业后能在社会、经济、工业、工程、科学研究等相关领域从事统计调

查与分析、数据搜集与管理、数量建模与预测、质量管理与控制等工作或攻读相

关专业的硕士生。近三年来，本专业考研达线率在 40%以上，录取率近 30%，且

大部分进入了国内“双一流”高校就读，如：大连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

北大学、重庆大学、兰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苏州大学等。 

专业咨询教师：杨明         联系方式：0351-3942729 

 
统计学科实习基地签约仪式 

 

 



应用物理学专业 

本专业属于理工类，学制四年，是培养数理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富有创

新意识的应用研究型高级人才的理科类专业。目前有专业教师 20 余名，其中山

西省教学名师 1 名，教授 4 名，副教授 12 名。实验条件包括“山西省大学物理

实验示范中心”、“光学理论与应用实验室”、“近代物理实验室”，实验设备资产

近 1000 万元。能够给专业学生提供基础实验教学、专业实验教学、“数学建模大

赛”、“物理学术竞赛”、“大学生课外创新作品竞赛”等多项大赛良好的实验环境；

具有专业实习基地一个；本专业是学生物理学理论学习、实验、实践教学、理工

融合学习的优势专业。 

      

应用物理学专业实验室 

 

本专业融合中北大学仪器电子、光学工程等优势学科，主要培养掌握物理学

基本理论与方法，具有良好的数理基础和基本实验技能，以光学理论及应用为主

要方向。主修课程有：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原子物理学、数学物理方法、

理论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固体物理、电路基础、模

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物理光学、激光原理、计算机程序设计、金工实习、

毕业实习等。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可以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从事物理学、仪

器电子、光信息、光电光伏、光学工程技术的研究、教学、产品开发、技术管理

等工作，年均就业率 95%；也可以继续攻读物理学、光学工程、电子技术、信息

通信、光电信息等工科的硕士学位，年均考研升学率 30%，如中科院、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为这些国内

重点高校、科研院所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受到一致好评。 



      

学生参加学术竞赛                            青年博士教师学术讲座 

专业咨询教师：李亦军 闫仕农     联系方式：0351-3925287 

 

应用化学专业 

本专业属于理工类，学制四年，是培养具备化学的基本理论和较强的实验技

能，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研发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创新人才的理科类专业。设

有材料化学、分子科学与工程两个专业方向。目前有专业教师 30 余名，其中教

授 8 人，副教授 18 人，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22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29 人（博士化率 90.1%）。 

拥有山西省“新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 333 人才工程”专家人选 1 人，山西省

学术技术带头人 3 人，山西省教学名师 1 人，山西省高校青年学术带头人 2 名。

近年来承担国家自然基金 11 项，各类省部级项目 27 项，横向课题 10 项以上，

科研经费综合达 1600 余万元。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360 余篇，被 SCI 索引 160

余篇，被 EI 收录 56 篇，出版学术专著 7 部，获国家发明专利 30 余项。获省部

级奖 5 项，出版教材 3 部。拥有实验室面积 1400 余平米，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

拥有多种定量分析及性能测试、表征大型仪器设备 20 余台套，总价值 600 余万

元。有专业数据库、信息化和学术刊物等网络资源。 

  
化学实验中心                  分子科学实验中学 

 

本专业培养具备化学的基本理论和较强的实验技能，掌握材料化学、分子科



学与工程的科学原理，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基础科学研究能力和功能性化学新

产品研发能力，能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企事业单位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

及技术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创新人才。主修课程有：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结构化学。本专业有两个专业方向，方向 1：材料化学、

生物化学、催化化学、分离科学原理；方向 2：分子科学、量子化学、分子结构

设计、功能性化学品开发。 

本专业具有可以继续深造的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生毕业后既可以选择

进一步深造，也可以在材料、化工、环保、质检、医药、食品保健、能源等科研

院所及事业、行政部门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和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等工作。历年来

应用化学专业毕业生考研率、就业率在全校名列前茅。近 2 年考研达线率在 50%

以上，考研学校多为重点大学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燕山大学、中南

大学等。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已经是某些公司、企业的中坚力量。 

  

基础化学实验教学中心 

专业咨询教师：李巧玲     联系方式：0351-3923197 

土木工程专业 

本专业属于理工类，学制四年，是培养掌握土木工程基本理论、具有创新能

力以及能够面向未来的高级工程技术专门人才的工科类专业。现有专业教师 20

余名，其中 10 余名具有各类国家注册执业资格。70%以上教师具有土木工程一

线工作经历，理论和实践经验丰富。近年来，教师承担教材和专著编写、教改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横向基金等逐年增加，教学科研

实力不断加强。本专业现有工程测量、土力学、工程结构专业实验室和土木工程

结构创新实验室，拥有产学研合作单位和实习基地 10 余个。在注重实践教学的

同时，加强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近年来每年组织学生开展校级结构大赛和岩

土大赛，并参加国家级和省级大赛，屡创佳绩。其中，获国家级奖项 1 次，省级



奖项 3 次。 

  
学生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在建筑工地实习 

本专业是培养掌握土木工程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能胜任房屋建筑、地下工

程、道路与桥梁等各类土木工程的专业技术与管理工作，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

全面的专业技术知识、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注册土木工程师的基

本素养，能够面向未来的高级工程技术专门人才。主修课程有：工程测量、土木

工程材料、混凝土结构原理与设计、钢结构原理与设计、土木工程施工、基础工

程与地基处理、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建设法规与工程招投标、高层建筑结

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抗震设计、建筑结构鉴定与加固、地下建筑结构设

计、边坡与基坑支护工程等课程，各类土木工程相关软件应用以及完备的各种课

程设计及各类实习。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可在房屋建筑、地下工程、道路与桥梁、机场与港口、市

政工程、房地产公司等企事业单位从事土木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监理、咨询

等方面的工作。近三年来，考研升学率平均约 20%，大部分同学考入天津大学、

东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长安大学等国内名校；就业率保持在 90%以上，名列

学校前 5，已毕业学生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土木工程结构创新实验教学中心            组队参加全国赛事 

专业咨询教师：程志  联系方式：0351-3923593 

工程力学专业 

本专业属于理工类，学制四年，是培养具备力学基础理论知识、计算和试验

能力，能在各种工程（如机械、土建、材料、能源、交通、航空、船舶、水利、

化工等）中从事与力学有关的科研、技术开发、工程设计和力学教学工作的高级



工程科学技术人才的理科类专业。设有计算力学及其工程应用、应用力学两个方

向，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基础学科。 

本专业具有力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目前有专业教师 20 余名，其中教授 6 人，

教授级高工 1 人，副教授 6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比 85%，硕士生导师 11

人，中北大学校级教学名师 11 人。有多名教师在中国力学学会、中国兵工学会

等全国性学会任职。本学科现有实验室面积 1800 余平米，仪器设备总价超过 1300

万。近五年内主持和参与项目 29 项，总经费 890 余万，其中 6 项国家基金、9 项

省部级科研项目，承办国内学术交流会议 1 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10 余次。

共出版教材 4 部，出版专著 2 部，近 5 年来发表学术论文 60 篇，其中 SCI 收录

15 篇，EI 收录 16 篇，发明专利 20 余项。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被评为山西省精

品课程，基础力学虚拟仿真实验室是山西省示范实验室，工程力学实验室为校级

示范实验室。 

  

工程力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基础力学实验教学中心 

 

本专业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力学基础理论、较强的实验操作和分析技能、高

水平的计算仿真能力，能够在航天航空、土木建筑、机械与车辆、生物医学等各

种工程领域中从事与力学问题相关的工程设计与分析、技术开发及技术管理工作，

成为视野宽、实践能力强、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或继续攻读硕士、博

士学位成为力学及相关学科的高层次研究人才。主修课程有：理论力学、材料力

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振动力学、实验力学、流体力学、复合材料力学、有

限元法、塑性力学、有限元软件应用（ANSYS）、计算机高级语言（C、FORTRAN）、

多体系统动力学软件应用（ADAMS）、PROE、CAD、MATLAB 软件、以及与机

械和土木相关的专业选修课等。 

近三年来，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90%以上，考研率 30%左右，毕业生主要面

向航空航天、机械工程、电力工程、土木工程、装备制造、汽车工程、生物医学

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结构设计和计算仿真及工程管理等工作，已

有不少学子成为企事业单位的高级管理人才；历年都有学生被免推或考入国家双



一流重点院校如：中科院力学所，大连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天津大学等

院校的力学相关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 

     
工程力学专业毕业实习                      工程力学专业动力学实验室 

 

专业咨询教师：曹咏弘   联系方式：0351－3922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