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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前身为1960年建校时的基础课部物理教研室，1994年

成立电子工程系，2004年建成电子科学学院，2020年更名为物理与电子工程学

院。拥有应用物理学、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和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5个本科专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为工程教育认证专业、黑龙江

省重点专业和国家级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拥有安全与环境工程二级学

科博士点、仪器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及电子信息工程领域专业硕士学

位点（仪器仪表工程和光学工程）。拥有黑龙江省油气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仪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物理探索演示厅及黑龙江省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物理实验中心。

       学院现有教职工79人，其中教授12人，副教授37人，博士生导师3人，硕士

生导师29人，教育部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人，黑龙江省教学名师1

人，校教学名师2人。在校本科学生1200余人，研究生1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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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拥有电子创新设计开

发基地和光电创新设计基地及10余个校外实习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大

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黑龙江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国际大学生iCAN创新

创业大赛”“恩智浦杯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和“中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等竞赛，先后获国家一等奖6项、二等奖20项、三等奖12项和省级奖励近百项，

取得优异成绩。

       学院以国家能源战略需求为导向，鼓励原创性基础研究，大力发展与石油地

质等优势学科的交叉融合，推进面向石油行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应用研究，取得了

一大批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学院承担和完成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子课题、中国博士后基金、黑龙江省自然科

学基金以及各大油田横向课题等200余项科研项目，累计经费5000万元；发表学

术论文300余篇，其中SCI收录论文约100篇，获得和申请国家发明专利30多项；

科研和教学成果获得10余项省部级和厅局级奖励。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发挥能源高校和学科交叉融合优势，强化电子信息优势专业和仪器科学与技术优势学科特色，

坚持多学科协调发展(“物理+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优势学科专业达到省内一流水平。

学科设置

 安全与环境工程
       （二级学科博士点）

 仪器科学与技术
     （一级学科硕士点）

   仪器仪表工程
       （专业学位硕士点）

       光学工程
       （专业学位硕士点）

本科专业

理科门类 工学门类

物理类 材料类电子信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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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计算物理、检测技术  

主干课程

1.电磁学      2.光学   3.数字物理方法   4.理论力学    

5.电动力学   6.热力学与统计物理         7.量子力学  

8.计算物理   9.激光原理与应用   10.光电检测技术

11.固体物理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理学人才，培养掌

握物理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良好的数学基础和数值计算能力，
能在物理学、计算物理或检测技术领域中从事设计、制造、技术开
发以及技术管理的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
应用型人才。毕业5年左右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1）能够综合运用数理基础知识和应用物理专业知识，分析和
解决计算物理专业方面与光电检测领域方面的复杂物理问题，具有
一定实践创新能力；

（2）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具有一定的哲学、政治
学、法学、心理学、经济学及管理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具有良好的
文化素养、艺术素养、现代意识、全球意识、团队精神，有科学的
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能够在应用物理项目运行过程中全面考
虑法律、社会、健康、安全、环境、经济等因素，并主动控制风险，
自觉承担责任；

（3）具有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具有较好的书面和口头表
达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和活动策划能力。

（4）具有国际化视野，积极关注并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
形势和环境，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他渠道更新知识，提升工作能
力或专业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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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信息处理、测控技术

主干课程

1.电路分析基础 2.模拟电子技术 3.数字电子技术 

4.高频电子线路 5.信号与系统 6.电磁场与电磁波 

7.数字信号处理  8.传感器与测试技术  9.通信原理  

10.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11.C语言与数据结构

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国家和龙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服务于石油石化行

业，培养具有大庆精神特质、良好的文化素养、职业道德、社会责
任感和创新精神，掌握扎实的工程数理基础知识、电子信息工程专
业知识和专业实践技能，能够在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中检测信号处理
与传输领域从事设计、制造、研发、运营、维护和管理的应用型工
程技术人才。毕业5年左右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1）能够综合运用工程数理基础知识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知识，
分析和解决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中检测信号处理与传输等领域的复杂
工程问题，具有工程实践创新能力；

（2）具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具有大庆精神特质，能够在电子信息工程项目运行过程中全面考虑
法律、社会、健康、安全、环境、经济等因素，并主动控制风险，
自觉承担责任；

（3）具有较强的沟通交流、组织管理能力，能带领团队协同工
作，完成任务；

（4）具有国际化视野，积极关注并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
形势和环境，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他渠道更新知识，提升工作能
力或专业技术水平。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专业方向

光电子技术、光电材料

主干课程

1.固体物理 2.半导体物理基础 3.光电子技术基础 

4.光电检测技术 5.激光原理与应用 6.物理光学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大庆精神特质、

良好的人文素养、团队合作精神、社会责任感及职业道德、创新意识、
扎实的数学及自然科学基础，掌握光电技术与光电信息科学领域内理
论基础、实验能力和专业知识，遵守职业规范，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
能够适应电子信息行业的发展趋势，能够在光电子、半导体器件与传
感、光信息及光纤通信、光电功能材料、电子电路、计算机应用及辅
助设计等领域从事新产品的设计与制造、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
研究与开发、教学及管理等方面工作，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毕业5年左右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1）能够综合运用数理基础知识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知识，
分析和解决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中光电技术、光电信息处理等领域的
复杂问题，具有工程实践创新能力；
      （2）具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具有大庆精神特质，能够在电子科学与技术相关项目运行过程中全面
考虑法律、社会、健康、安全、环境、经济等因素，并主动控制风险，
自觉承担责任；
      （3）具有较强的沟通交流、组织管理能力，能带领团队协同工
作，完成任务；
      （4）具有国际化视野，积极关注并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
形势和环境，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他渠道更新知识，提升工作能力
或专业技术水平。



专业方向

信息光学技术、光学技术及工程

主干课程

1.物理光学    2.应用光学     3.光纤光学   

4.信息光学    5. 电动力学    6. 激光原理与应用

7.模拟电子技术    8. 数字电子技术

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和龙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

具有大庆精神特质、良好的人文知识背景、政治思想品德、职业道
德素养、团队协作精神，社会责任感及创新意识的工程技术人才。
具备光电元器件及系统设计、光电检测技术、光电传感技术、光电
图像采集与处理等领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在光
电仪器、光电信息技术行业及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
工程设计、运行管理等工作。毕业5年左右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1）能够综合运用工程数理基础知识和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
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具
有工程实践创新能力；

（2）具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具有大庆精神特质，能够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相关领域的项目运
行过程中全面考虑法律、社会、健康、安全、环境、经济等因素，
并主动控制风险，自觉承担责任；

（3）能够作为成员或负责人，在由不同角色人员构成的团队中
承担专业领域工作，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4）具有国际化视野，能够跟踪光电技术相关领域的新技术发
展，通过自主学习或继续教育等方式更新知识，提升专业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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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光伏材料与器件、风电材料与器件

主干课程

1.固体物理     2.量子力学    3.半导体物理基础

4.材料现代分析与测试技术       5. 材料科学基础  

6.光学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从事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行业的基本知识，能在太

阳能光伏材料，锂离子电池和燃料电池等新能源材料企业从事产品研
发、测试、维护和经营的材料学科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毕业5年左
右预期达到以下目标：

（1）能够综合运用工程数理化基础知识和新能源、新材料的专
业知识，分析和解决新能源材料生产、制备过程中的的复杂工程问题，
具有工程实践创新能力；

（2）具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具有大庆精神特质，能够在各种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项目运行过程中全
面考虑法律、社会、健康、安全、环境、经济等因素，并主动控制风
险，自觉承担责任；

（3）具有较强的沟通交流、组织管理能力，能带领团队协同工
作，完成任务；

（4）具有国际化视野，积极关注并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
形势和环境，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他渠道更新知识，提升工作能力
或专业技术水平。



学院以导师制分类培养为人才培养模式，

以科研团队、竞赛团队及就业指导团队为中

心，以校内及校外实践创新基地及就业培训

基地为平台，以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为核

心， 培养“三创”人才及“卓越工程师”。

充分发挥理工融合的科研团队优势、提升创

新人才培养质量，学院考研率及考入名校学

生数连年攀升；深化校企合作，提高学生就

业率，实现学院人才培养与企业用人需求无

缝对接。

导   

师   

制

考研型本科生-加入到科研团队

创新型本科生-加入到竞赛团队

就业型本科生-选择“双师型”教师

人文素质型本科生-辅导员重点培养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学院具备良好的实验教学

条件，实验室面积达4000平方

米，设备总值2000万元。可同

时容纳400名学生进行实验课

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

环节。拥有电子创新设计开发

基地和光电创新设计基地及10

余个校外实习实践基地。

实验条件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装实习-智能循迹小车

电子创新设计开发基地

光电创新设计基地 北京凌阳爱普实践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学依托黑龙江省油气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仪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国家能源战略

需求为导向，鼓励原创性基础研究，在油气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精密仪器及机械、油气测试计量数据组织

与智能计算等方面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优势科研方向，取得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器乐比赛 中日青年文化交流合影留念 音乐剧

重温入党誓词

公益捐步合照

         学院在人才培养、学生指导与服务工作中充分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从学生成长的根本需求出发，关
注学生的身心健康，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全面推进和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四进四信”的
工作要求，以培养新时期的“六有大学生”为根本任务，以关心、引领、服务青年为宗旨，以德育教育为主
导，文体科技活动为载体，创新创业为重心，牢固树立服务、创新、求实、合作的工作理念，充分利用第二
课堂做好大学生思想引领、学风建设、成长成才、创新创业、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和文体活动等各方面工作。

学院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不动摇，坚持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向纵深，开展 “与信仰对话”“四进四信”“争做六
有大学生”“我的中国梦”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学生践
行“勤学、修德、明辨、笃行”的理念，重拾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夯实思想引领工作基础。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志愿服务与社会实践是助力大学生成长的有效手段。近年来，学院青年志愿者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拓展
志愿服务领域，与大庆市市文明办、卫生局、大庆爱心传递志愿者协会等多家单位密切合作，多次参与大庆市
国际马拉松比赛、世界名校龙舟大赛等大庆市大型志愿活动，大庆电视台、百湖周刊等多家媒体多次进行报道
和宣传，增强了大学生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

“情暖童心”肇州丰乐镇中心小学义务支教“情暖童心”肇州丰乐镇中心小学义务支教 社会企业爱心资助贫困生 大学生公益活动

“一带一路”北线新门户—珲春市经济文化调查          青协志愿者与爱心传递协会志愿者 暑期社会实践—赫哲族抗战老区调研 志愿者为外卖派送工作者发放口罩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学院高度重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科技创新活动。院团委以 “天方科技创新
创业协会”为阵地，依托电子创新设计开发基地，与专业教师联合打造 “三步走、赛代练、请进来、走出去”
的创新培养模式。开展电子系列科技专题讲座、焊接培训、电子元器件焊接技能比赛、电子元件识图、电路连
接等特色活动。

“嘉克杯”手工焊接大赛老师讲解“嘉克杯”手工焊接大赛 电子设计入门讲座

电子知识竞赛 学院科技创新比赛 飞思卡尔智能车竞赛获奖

校内电子设计竞赛评审

学生参加国际物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毕业生深受行业企业青睐，广泛就职于电子信息、光电、物理、新能源材料、计算机技术等领域高校、科研
院所、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从事科学研究、系统设计、技术开发和管理等工作。毕业生考研率达到20%以上，
深造院校涵盖国外名校、国内985、211院校等。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