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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简介 

 

湖南农业大学是国家‚2011‛协同创新中心牵头建设单位，

是农业部与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建大学、全国首批新农村发展研究

院试点建设单位、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高校、

全国文明单位。学校坐落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长沙，占地面积 3400

亩，环境幽雅，空气清新，是读书治学的理想园地。现任党委书

记周清明，校长符少辉。 

学校办学始于 1903 年 10 月 8 日创办的修业学堂，周震鳞、黄

兴、徐特立、毛泽东等先后在此执教。1951 年 3 月与湖南大学农

业学院合并组建湖南农学院，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校名。1994 年

3 月更名为湖南农业大学。 

学校设有 20 个学院、1 个独立学院和研究生院，学科涵盖农、

工、文、理、经、管、法、医、教、艺 10 大门类。有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 10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8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 19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8 个，是全国首批获得硕士学位

授予权单位；有本科专业 72 个、专科专业 2 个。有国家重点学科

1 个，省优势特色学科 2 个，省部级重点学科 16 个。动植物科学

领域、农业科学领域的 ESI 学科排名进入全球前 1%。作物学、园

艺学、农业资源与环境、畜牧学 4 个一级学科在教育部第三轮学

科评估中进入全国前十。 

现有专任教师 1289 人；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双聘院士 4

人、美国科学院院士 2 人，高级职称专家 797 人，博士生导师 309

人。有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 84 人；有‚芙蓉学者计划‛特聘

教授、湖南省教学名师、湖南省优秀教师等 305 人；有教育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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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科技创新团队 2 个、农业部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创新团队 3 个、

省创新团队 6 个，国家教学团队 1 个、省优秀教学团队 6 个。 

学校从 1978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7 年开始招收博士研

究生，1995 年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8 年开始招收留学生，

2002 年开始向国外高校派出本科学生开展交流、学习和培训。具

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资格，具

有为在职人员单独组织硕士生入学考试的资格，具有农业硕士、

兽医硕士、教育硕士、工程硕士、MBA、MPA、金融硕士和风景

园林硕士等类别的招生和培养资格，具有留学研究生的招生和培

养资格，具有授予在职人员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

的资格等。现有在校研究生 4294 人，在校普通全日制本科生 26689

人(其中独立学院 5916 人)、专科生 427 人。 

学校获批国家首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专业

8 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1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6 个、

国家精品开放课程 4 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 个、国家级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1 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1

个、国家级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 4 个、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

资培训基地 1 个、全国农业硕士实践教育示范基地 1 个；获得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 11 项、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105 项；1 篇博士论文

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 篇获提名奖。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

全省高校前列，学校获评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现有牵头组建的国家级‚2011 协同创新中心‛1 个、省级‚2011

协同创新中心‛3 个；国家级科研平台 8 个、省部级科研平台 48

个。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 26 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500 余项；

审定新品种 300 余个；获授权专利 1400 余项。选育出的油菜、水

稻、玉米、马铃薯、花生、茶叶、葡萄、棉花、柑橘、生猪、烟

草、蔬菜等新品种和形成的实用技术成果推广覆盖全国。 



学校先后多次获得‚全国教育系统科技管理先进单位‛、‚全

国星火科技先进集体‛、‚湖南省高校学科建设与管理先进集体‛、

‚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先进集体‛、‚湖南省硕士

研究生招生工作先进单位‛、‚湖南省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评估

‘优秀’单位‛、‚湖南省高校党建工作创新奖‛、‚湖南省研

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实践先进单位‛、全国以及湖南省大中专志

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等荣誉称号。有 1 篇

博士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 篇博士论文获全国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2 篇硕士论文被评为全国农业推广硕士专业

学位优秀论文；成功组织申报了 10 个省级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

连续 6 年举办了教育部、湖南省研究生暑期学校；同时，每年举

办了研究生创新论坛。在科技创新竞赛中，我校研究生共获得省

级以上奖项 10 余项，多次获得‚优秀组织奖‛。面向未来，学校

将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力实施研究生教育创

新工程，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我校研究生教育健康、

快速、可持续发展。 

湖南农业大学是您进一步深造的理想场所，热忱欢迎莘莘学

子报考我校的研究生！ 

 

热忱欢迎广大考生报考湖南农业大学！ 
学校研究生招生联系方式： 

电    话：0731—84618111      传    真：0731—84638210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  邮编：410128 

网    址：http://yjsy.hunau.edu.cn/yjszs/ 

手机网站：http://www.eol.cn/html/uc/yz/s/hunau/ 

想了解更多报考信息，请扫描二维码登录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手机网站！ 

http://www.eol.cn/html/uc/yz/s/hunau/


湖南农业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湖南农业大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湖南农业大学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 

级别 学科代码及学科名称 级别 学科名称 

国家级重点学科 
090101 作物栽培学与 

耕作学 
省级“十二五”重点学科  0903农业资源与环境 

省级“十二五”重点学科  0710 生物学 省级“十二五”重点学科  0904 植物保护 

省级“十二五”重点学科  0713 生态学 省级“十二五”重点学科  0905 畜牧学 

省级“十二五”重点学科  0828 农业工程 省级“十二五”重点学科  0906 兽医学 

省级“十二五”重点学科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省级“十二五”重点学科  0908 水产 

省级“十二五”重点学科  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 省级“十二五”重点学科  0909 草学 

省级“十二五”重点学科  0901 作物学 省级“十二五”重点学科  1203 农林经济管理 

省级“十二五”重点学科  0902 园艺学 省级“十二五”重点学科  1204 公共管理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0710 生物学 0902 园艺学 

0713 生态学 0903 农业资源与环境 

0828 农业工程 0904 植物保护 

0901 作物学 0905 畜牧学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0401 教育学 0904 植物保护 

0710 生物学 0905 畜牧学 

0713 生态学 0906 兽医学 

0828 农业工程 0908 水产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909 草学 

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 1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0834 风景园林学 1202 工商管理 

0901 作物学 1203 农林经济管理 

0902 园艺学 1204 公共管理 

0903 农业资源与环境    



湖南农业大学 2018 年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学科一览表  

学科门类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所在学院 备注 

法  学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育学 

040101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院  

040106 高等教育学 教育学院  

040107 成人教育学 继续教育学院  

040108 职业技术教育学 教育学院  

0401Z1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学院  

0401Z2 体育教育学 体育艺术学院  

文  学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外国语学院  

理  学 

071001 植物学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071005 微生物学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071007 遗传学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071300 生态学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一级学科 

0713Z4 环境生态学 资源环境学院  

0713Z5 生态经济与管理 商学院  

077601 环境科学 资源环境学院  

077602 环境工程 资源环境学院  

工  学 

081704 应用化学 理学院  

082801 农业机械化工程 工学院  

082802 农业水土工程 工学院  

082804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工学院  

0828Z1 农业信息工程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一级学科 

083400 风景园林学 园艺园林学院 一级学科 

农  学 

090100 作物学 农学院 一级学科 

09010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院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0901Z1 种子科学与技术 农学院  

0901Z5 烟草学 农学院  

090201 果树学 园艺园林学院  

090202 蔬菜学 园艺园林学院  

090203 茶学 园艺园林学院  

0902Z1 药用植物资源工程 园艺园林学院  

0902Z2 观赏园艺 园艺园林学院  

090301 土壤学 资源环境学院  

090302 植物营养学 资源环境学院  

0903Z1 农业环境保护 资源环境学院  

0903Z2 土地资源学 资源环境学院  



学科门类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所在学院 备注 

农  学 

090400 植物保护 植物保护学院 一级学科 

090401 植物病理学 植物保护学院  

090402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物保护学院  

090403 农药学 植物保护学院  

0904Z2 生物信息学 植物保护学院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0905Z1 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090601 基础兽医学 动物医学院  

090602 预防兽医学 动物医学院  

090603 临床兽医学 动物医学院  

0906Z1 中兽药学 动物医学院  

090800 水产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一级学科 

090900 草学 农学院 一级学科 

097203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医  学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管理学 

120201 会计学 商学院  

120202 企业管理 商学院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商学院  

120301 农业经济管理 经济学院  

120302 林业经济管理 经济学院  

1203Z1 金融服务与管理 经济学院  

1203Z2 产业经济与组织 经济学院  

120401 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120404 社会保障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资源环境学院  

1204Z1 宪法与行政法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1204Z2 农业科技管理与公共政策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湖南农业大学 2018 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领域一览表 
专业学位类别 领域代码 领域名称 所在学院 备注 

金融硕士(MF) 025100 金融(不区分领域) 经济学院 
 

教育硕士(M.Ed) 

045101 教育管理 教育学院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学院 
 

045120 职业技术教育 教育学院  

工程硕士(M.Eng) 

085216 化学工程 理学院  

085229 环境工程 资源环境学院  

085231 食品工程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085238 生物工程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农业硕士(MAE) 

095131 农艺与种业 
农学院 

园艺园林学院 

 

095132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资源环境学院 

植物保护学院 

 

095133 畜牧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095134 渔业发展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095135 食品加工与安全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095136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工学院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95137 农业管理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商学院 

 

095138 农村发展 经济学院  

兽医硕士(VMM) 095200 兽医(不区分领域) 动物医学院 
 

风景园林硕士(MLA) 095300 风景园林(不区分领域) 园艺园林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MBA)  125100 工商管理(不区分领域) 商学院 
 

公共管理硕士(MPA) 125200 公共管理(不区分领域)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湖南农业大学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我校 2018年招收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两种类型的硕士研究生，学

术学位只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可招收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 

浏览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可查询或下载我校硕士研究

生招生信息和历年专业课试题。研招办(湖南农业大学第 12教学楼 406)

有招生简章备索。 

联系电话：0731-84618111    传真：0731-84638210。 

 

第一部分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我校 2018年招收的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必须为全日制的学习方

式，学制为 3年。招生考试初试方式有三种：全国统一考试、推荐免

试和单独考试。 

一、全国统一考试 

(一)报考条件：报名参加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人

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

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

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2018年9月1日前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

证书。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2年(从毕业后到录取

当年9月1日，下同)或2年以上的，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

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的人

员，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二)报名程序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 

1.网上报名 

2017年 9月 24日-27日，每天 9:00-22:00，网上预报名。 

2017年 10月 10日-31日，每天 9:00-22:00，正式网上报名(预报

名信息有效，无需重复报名)。 

考生应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

http：//yz.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yz.chsi.cn，以下简称

“研招网”)浏览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

考点以及湖南农业大学的公告要求报名。 

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报名信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

但一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修改

报名信息。 

考生报名时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 

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应按招生单位要求如实填写学习情

况和提供真实材料。 

考生要准确填写本人所受奖惩情况，特别是要如实填写在参加普

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等国家教育考试过程中因违纪、作弊所受处罚情况。对弄虚作



假者，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

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严肃处理。 

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并在考生提交

报名信息三天内反馈校验结果。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

结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

息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 

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

行认证，在现场确认时将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 

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应为

高校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高校学

生”指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往)

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科(高职)

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下同)。考生报名时应选择填报

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学、入伍、退役等相

关信息。 

考生应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填报志愿。

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造成后续不能现场确认、考试、

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所有在湖南省参加报名考试的考生须在网上缴纳报考费。未在网

报期间按照规定缴纳报考费用的考生，现场确认时一律不予确认报考，

也不予补报。因考生自身原因，如：网报信息不准确，弄虚作假，学

籍学历不能认证等，不符合报考条件要求，导致报考点或招生单位拒

绝报考，或者错过现场确认的考生，报考费将一律不予退还，一切后

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2.现场确认 

http://www.chsi.com.cn/


所有考生(不含推免生)均须到报考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和采集本

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现场确认时间：2017年 11月 7日-10日，选择我校作为报考点的

现场确认地点在湖南农业大学 12教 214室。 

考生现场确认应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应届本科毕业生

持学生证)原件和网上报名编号，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 

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须提

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原件。 

在 2018年 9月 1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

网络教育本科生，还须凭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

室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方可办理现场确认。 

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

行认证，在现场确认时将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 

所有考生均应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

息经考生确认后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

自行承担。 

(三)初试 

1.打印准考证 

2017年 12月 14日-25日，考生可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

招网”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

改。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 

2.初试日期和时间 

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为：2017年 12月 23日

-24日(每天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7:00)。超过 3小时的考试

科目在 12月 25日进行(起始时间 8:30，截止时间由招生单位确定，不

超过 14:30)。 



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不在规定日期举行的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国家一律不予承认。 

3.初试科目及时间 

初试科目一般为四门，即思想政治理论、外国语、业务课一、业

务课二。 

教育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初试科目为三个单元，即：

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及专业基础综合。思想政治理论和英语一的满

分值各为 100分，专业基础综合的满分值为 300分。教育学、公共卫

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的第三单元由我校自主命题。 

其余学科门类的初试科目为四个单元，即思想政治理论、英语一、

业务课一、业务课二，卷面满分值分别为 100分、100分、150分、150

分。 

我校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 

第一单元：101-思想政治理论 

第二单元：201-英语一 

第三单元：302-数学二、303-数学三 

全国统考科目由教育部统一命题，考试大纲由教育部制定。 

初试方式均为笔试。 

12月 23日上午思想政治理论、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12月 23日下午外国语； 

12月 24日上午业务课一； 

12月 24日下午业务课二； 

12月 25日考试时间超过 3小时的考试科目。 

每科考试时间一般为 3小时；建筑设计等特殊科目考试时间最长

不超过 6小时。 



详细考试时间、考试科目及有关要求等请见《准考证》及考点和

招生单位公告。 

(四)复试 

复试时间：一般在 2018年 3-4月。具体时间以湖南农业大学研究

生招生网上公布的时间为准。 

复试内容：包括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专业笔试，实验操作、

面试等，以进一步考察考生的专业基础、综合分析能力、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和动手能力。具体可查看我校 201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

试方案。 

复试不合格考生不予录取。 

(五)录取 

学校根据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考生招生考试的成绩(含初试和复

试)并结合其平时学习成绩和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

况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硕士生录取类别分为非定向就业和定向就业两种。参加单独考试

的考生，只能被录取为回原单位的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 

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均须在被录取前与招生单位、用人单位分

别签订定向就业合同。 

二、推荐免试 

我校接收推荐免试生的具体办法见《湖南农业大学 2018年接收推

免生招生简章》。 

三、单独招生考试 

我校 2018年学术学位各学科可组织在职人员单独招生考试，相关

要求按教育部有关文件执行。 

(一)报考条件 

1.符合全国统一考试报考条件中的第 1、2、3各项的要求。 



2.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学历后连续工作 4年或４年以上，业

务优秀，已经发表过研究论文(技术报告)或者已经成为业务骨干，经

考生所在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定向就

业本单位的在职人员；或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工作 2年或 2年以

上，业务优秀，经考生所在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

专家推荐，定向就业本单位的在职人员。 

(二)资格初审和报名 

报名方式和时间与全国统一考试报名相同，报考我校的单考考生，

只能在我校报名，且须在现场确认前准备好资格审查所需证件和材料

(相关表格可在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网

http://yjszs.hunau.edu.cn/sszs/xgxz_1595/下载，报考资格审查表

须由考生单位、报考学位点及学院签署意见)，于 2017年 11月 7日-10

日到我校 12教 214室现场确认时办理资格审查手续。 

(三)考试(初试与复试) 

单考生的初试、复试与全国统一考试同时进行，考试科目与同专

业的统考生考试科目相同，所有考试科目均由我校命题。 

 (四)录取 

参加单独考试的考生，只能被录取为回单位的定向就业硕士研究

生。 

第二部分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我校 2018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收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类

别，全日制专业学位学制为 2年(MBA为 3年；MPA为 2.5年)，非全日

制专业学位学制为 3年，招生考试初试方式有三种：全国统一考试、

联合考试(MBA、MPA)、推荐免试和单独考试。MBA、MPA初试方式为联

合考试、其他专业学位类别初试方式为全国统考。除 MBA、MPA、教育

硕士教育管理领域外，我校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类别(领域)

http://yjszs.hunau.edu.cn/sszs/xgxz_1595/


接收推荐免试考生(详见《湖南农业大学 2018年接收推免生招生简

章》)。除 MBA、MPA、金融硕士、教育硕士外，我校各全日制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招生类别(领域)可组织在职人员单独招生考试(参照

国家有关文件执行)。 

一、招生的类别及领域 

我校 2018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收的学位类别有金融硕士、教

育硕士、工程硕士、农业硕士、兽医硕士、风景园林硕士、工商管理

硕士和公共管理硕士 8个类别。其中教育硕士有教育管理、心理健康

教育、职业技术教育 3个招生领域；工程硕士有环境工程、食品工程、

生物工程、农业工程和化学工程 5个招生领域；农业硕士农艺与种业、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畜牧、渔业发展、食品加工与安全、农业工程

与信息技术、农业管理、农村发展等 8个招生领域。 

二、报名 

(一)报名参加我校金融硕士、工程硕士、农业硕士、兽医硕士、

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条符合下列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必须符合下列学历等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2018年 9月 1日前须取得国

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

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

本科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年或 2年以上(从毕

业后到 2018年 9月 1日，下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



且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

人员; 

(4)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

考; 

(5)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二)报名参加我校 MBA、MPA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

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报考条件(一)中第 1、2、3各项的要求。 

2.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年或 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国

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有 5年或 5年以上工作经验，达到与

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或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 2

年或 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三)报名参加我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各领域招生考试的人

员，须分别符合下列条件：  

1.心理健康教育领域：同报名条件(一) 

2.教育管理领域：同报名条件(二) 

3.职业技术教育领域：  

(1)全日制：符合报名条件(一)且前置学历所学专业须与本专业方

向(农林牧渔、信息技术)一致或密切相关。 

(2)非全日制： 

①符合报考条件(一)中第 1、2、3各项的要求。 

②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毕业，一般应具有学士学位，具有 3年

以上工作经历或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且具有 5年以上

工作经验的中等职业学校(包括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成人中专、

技工学校)的专业教师或管理人员。 



(四)报名方式 

采用网上提交报考信息和到报名点现场报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报名安排和要求同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其中报考我校管理类联

考科目专业(MBA、MPA)的本省考生只能选择考生所属湖南省市州报名

点报考，外省考生只能选择工作或户口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

指定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本考点不接受报考。 

报名程序及时间等相关要求同学术学位研究生。 

三、初试科目设置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考试招生依据国家统一要求，执行相同

的政策和标准，初试科目为思想政治理论、外国语、基础课和专业基

础课四个单元。 

    1.第一单元(思想政治理论)：采用与学术型专业相同的统考政治

理论试题，满分 100分。MBA、MPA第一单元考试科目为管理类联考综

合能力，满分 200分，由教育部统一命题。 

2．第二单元(外国语)：全国统考，统考英语二(重点考查考生英

语应用能力，尤其是阅读和翻译能力)，满分为 100分。 

3. 第三单元(基础课)： 

①金融硕士统考数学三； 

②工程硕士专业基础课考试科目：农业工程、环境工程、食品工

程和化学工程统考数学二，生物工程考生物化学； 

③农业硕士考农业知识综合一(农艺与种业、资源利用与植物保

护)、农业知识综合二(畜牧、渔业发展)、农业综合知识三(食品加工

与安全、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或农业知识综合四(农业管理、农村发

展)； 

④兽医硕士考兽医基础；风景园林硕士考风景园林基础。 

⑤教育硕士考教育综合。 



农业硕士、兽医硕士、风景园林硕士、教育硕士和工程硕士生物

工程领域第三单元的考试科目由我校自行命制试题，试题满分为 150

分。此单元 MBA、MPA考生无考试科目。 

4.第四单元(专业基础课)：第四单元考试科目按类别分领域设置，

由我校自行命题，试题满分为 150分；此单元 MBA、MPA考生无考试科

目。 

5.单考生的初试科目与同专业的统考生考试科目相同，所有考试

科目均由我校命题。 

各类别分领域的科目设置及参考书目见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

目录。 

四、初试日期和时间 

同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五、复试 

复试时间：一般在 2018年 4月。具体时间以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

招生网上公布的时间为准。 

复试内容：包括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专业笔试，实验操作、

面试等，以进一步考察考生的专业基础、综合分析能力、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和动手能力。具体可查看我校 201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

试方案。 

复试不合格考生不予录取。 

六、录取 

学校根据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考生招生考试的成绩(含初试和复

试)并结合其平时学习成绩和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

况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硕士生录取类别分为非定向就业和定向就业两种。参加单独考试

的考生，只能被录取为回原单位的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 



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均须在被录取前与招生单位、用人单位分

别签订定向就业合同。 

 

第三部分  研究生奖励与资助政策 

学校建立了完善的研究生奖励与资助体系，设立了多种类型的奖、

助学金，奖励优秀学生，资助困难学生，确保每位研究生顺利完成学

业。 

(一)国家奖学金 

1.奖励对象：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形式的硕士研究生均可申请。 

2.发放标准：现行评选比例约占可参评人数的 8%，硕士研究生为

每人 20000元/年。 

 (二)学业奖学金 

1.奖励对象：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形式的硕士研究生。 

2.发放标准：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分 A、B、C三类，奖励金额

分别为每人 6000元/年、4000元/年和 2000元/年，覆盖面 90%以上。

推荐免试录取、优秀生源奖获得者及生源地为 985及 211高校(校本部

考生)的一年级硕士研究生直接享受 A类学业奖学金。此外，农科类专

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还可在第一学年每人享受农科类专项学业奖学金

1500元。 

(三)优秀研究生干部奖学金 

1.奖励对象：为学校发展、研究生服务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学习

方式为全日制形式的硕士研究生干部。 

2.发放标准：每人 2000元/年，评定比例为当年度研究生干部总

人数的 30%。 

(四)科研成就奖学金 

科研成就奖学金由学校自筹资金约 50万元/年，用于奖励科研工

作业绩突出的全日制研究生。 



(五)国家助学金 

1.发放对象：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形式的硕士研究生。 

2.发放标准：在培养年限内，硕士研究生每人 600元/月，每年按

10个月发放。 

(六)研究生“三助一辅”津贴 

学校面向研究生设立了助研、助教、助管和学生辅导员岗位，依

据工作量和业绩，不同岗位津贴每年的最低限额为 1800元-6000元。 

(七)经济贫困研究生助学金。 

经济贫困生研究生助学金每年评选一次，资助标准为每人 3000元

/年，资助名额每年不超过 60名。 

(八)优秀学位论文奖励 

1.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每篇奖励 6000元； 

2.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每篇奖励 2000元。 

(九)北美校友会奖学金 

1.奖励对象：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形式的硕士研究生。 

2.发放标准：每年评选 2人，奖励 600美元/人。 

 (十)兽医科学奖 

1.奖励对象：动物医学院二、三年级在读研究生。 

2.发放标准：每年评选 3人，总金额 10000元。 

 

(十一) 先正达奖学金 

1.奖励对象：涉农专业硕士研究生。 

2.发放标准：每年评选 2名，奖学金 5000元/人。 

(十二)新华扬奖学金 

1.奖励对象：动物科学技术学院二、三年级硕士研究生。 

2.发放标准：每年评选 5-7人，一等奖学金2000元/人，二等奖学金

1000元/人。 

(十三) 湖南省植物提取物协会人才培养基金会奖学金 



1.奖励对象：药用植物资源工程三年级硕士、博士研究生。 

2.发放标准：每年评 2-3人，奖金 2000元/人。 

(十四)各级各类竞赛的学校配套奖励 

具体奖励办法参照《湖南农业大学学生奖励暂行办法》湘农大

[2011]12号文件执行，各类奖金 200-8000元不等。 

 

 
                                               

                                                湖南农业大学 

2017 年 9 月 5 日 



湖南农业大学 2018 年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所 专业 学习方式 研究方向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01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④81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f0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1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9M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④81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f01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 

002教育学院 040101教育学原理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④--无 

f05教育学原理 

002教育学院 040106高等教育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1M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④--无 

f03高等教育学 

002教育学院 040108职业技术教育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④--无 

f09职业教育学 

002教育学院 0401Z1心理健康教育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5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④--无 

f07心理学 

003体育艺术学院 0401Z2体育教育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7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④--无 

f10体育概论 

004外国语学院 05021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6M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41 二外日语或 242 二外德语 
③612 基础英语(词汇、语法、阅读、写作) 

④811 综合知识(语言学基础知识、翻译理论、现代汉
语) 

f11语言学 

005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071001植物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0M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普通生物学(一) 
④816 生物化学(二) 

f13分子生物学 

005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071005微生物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4M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普通生物学(一) 

④815 微生物学 

f12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院系所 专业 学习方式 研究方向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05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071007遗传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普通生物学(一) 
④812 遗传学 

f13分子生物学 

005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071010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7M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普通生物学(一) 

④816 生物化学(二) 

f13分子生物学 

005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071300生态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5M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5 生态学概论 

④842 农业生态学 

f14环境学概论 

005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071300生态学 (1)全日制 02 农业生态工程与

技术 

Z15M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5 生态学概论 
④847 生态工程学 

f15农业生态技术 

006理学院 081704应用化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4M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20 实验化学 

f17有机化学 

007商学院 0713Z5生态经济与管理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7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5 生态学概论 
④819 经济学原理 

f22资源与环境管理 

007商学院 120201会计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46 管理学 

f19会计综合 

007商学院 120202企业管理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6M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46 管理学 

f21微观经济学 

007商学院 120204技术经济及管理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46 管理学 

f21微观经济学 

008工学院 082801农业机械化工程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0M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21 理论力学 

f24农业工程概论(二) 

008工学院 082802农业水土工程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3M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43 工程力学 

f26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院系所 专业 学习方式 研究方向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08工学院 082804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4M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22 电工电子学 

f24农业工程概论(二) 

009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828Z1农业信息工程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1M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23 信息化概论 

f27数据库原理 

010资源环境学院 0713Z4环境生态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2M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5 生态学概论 

④818 环境学概论 

f33环境微生物学 

010资源环境学院 077601环境科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0M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1 数学 
④818 环境学概论 

f31环境化学 

010资源环境学院 077602环境工程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1 数学 
④818 环境学概论 

f30环境工程学 

010资源环境学院 090301土壤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7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7 化学(农)或 621 数学(农) 
④828 土壤与植物营养学 

f29地质与地貌学 

010资源环境学院 090302植物营养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7 化学(农)或 621 数学(农) 
④828 土壤与植物营养学 

f37植物营养研究法与农化分析 

010资源环境学院 0903Z1农业环境保护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4M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7 化学(农)或 621 数学(农) 

④828 土壤与植物营养学 

f34农业资源与环境分析 

010资源环境学院 0903Z2土地资源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3M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7 化学(农)或 621 数学(农) 

④848 自然地理学 

f28地理信息系统 

010资源环境学院 120405土地资源管理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4 公共管理学(一) 
④833 土地资源学 

f35土地管理学(含地籍管理) 

011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083200食品科学与工程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9M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24 食品科学基础 

f39食品化学 



院系所 专业 学习方式 研究方向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11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097203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7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7 化学(农)或 621 数学(农) 
④824 食品科学基础 

f38食品分析 

011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100403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0M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0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基础综合 

④--无 

f40食品微生物学与有机化学 

012农学院 090100作物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7M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6 农学概论(一) 

f45作物学概论 

012农学院 090101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2M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6 农学概论(一) 

f47作物栽培学 

012农学院 090102作物遗传育种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20M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6 农学概论(一) 

f46作物育种学(二) 

012农学院 0901Z1种子科学与技术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5M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6 农学概论(一) 

f44种子学 

012农学院 0901Z5烟草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9M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6 农学概论(一) 

f43烟草学(含烟草栽培、烟草育种和烟草化学、

烟草调制) 

012农学院 090900草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8M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30 草学概论 

f41草学基础 

013园艺园林学院 083400风景园林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9M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24 风景园林综合知识 

④510 园林设计(考试时间为 6 小时) 

f49电脑制图和手绘效果图 

013园艺园林学院 090201果树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2M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7 植物生理学 

f51果树栽培与育种学 

013园艺园林学院 090202蔬菜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2M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7 植物生理学 

f53蔬菜学基础 



院系所 专业 学习方式 研究方向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13园艺园林学院 090203茶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5M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7 植物生理学 

f48茶树栽培、加工与茶叶生物化学 

013园艺园林学院 0902Z1药用植物资源工程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5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7 植物生理学 

f54药用植物功能成分提取与利用 

013园艺园林学院 0902Z2观赏园艺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4M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7 植物生理学 

f50观赏植物栽培与育种基础 

014植物保护学院 090400植物保护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4M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40 植物保护概论 

f61植物化学保护 

014植物保护学院 090401植物病理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8M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40 植物保护概论 

f59普通植物病理学 

014植物保护学院 090402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7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40 植物保护概论 

f58普通昆虫学 

014植物保护学院 090403农药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1M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40 植物保护概论 

f61植物化学保护 

014植物保护学院 0904Z2生物信息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5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普通生物学(一) 

④829 计算机应用基础 

f60生物信息学基础 

015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090501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8M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8 动物生物化学 

④813 动物生理学 

f63动物遗传育种学 

015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090502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3M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8 动物生物化学 
④813 动物生理学 

f64动物营养与饲料学 

015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0905Z1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0M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8 动物生物化学 
④813 动物生理学 

f62动物生产学 



院系所 专业 学习方式 研究方向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15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090800水产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1M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9 水域生态学 
④814 水生生物学与鱼类学 

f66鱼类增养殖学 

016动物医学院 090601基础兽医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7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8 动物生物化学 

④813 动物生理学 

f69兽医药理学 

016动物医学院 090602预防兽医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9M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8 动物生物化学 

④813 动物生理学 

f70预防兽医学 

016动物医学院 090603临床兽医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2M4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8 动物生物化学 
④813 动物生理学 

f68兽医内科学 

016动物医学院 0906Z1中兽药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4M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8 动物生物化学 
④813 动物生理学 

f69兽医药理学 

或 f71 中药化学 

017经济学院 120301农业经济管理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5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2 西方经济学 

f73农业经济学 

017经济学院 120302林业经济管理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4M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2 西方经济学 

f73农业经济学 

017经济学院 1203Z1金融服务与管理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8M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2 西方经济学 

f73农业经济学 

017经济学院 1203Z2产业经济与组织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2 西方经济学 

f73农业经济学 

018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120401行政管理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5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4 公共管理学(一) 
④831 公共政策学 

f76管理学原理② 

018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120402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3M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4 公共管理学(一) 
④831 公共政策学 

f76管理学原理② 



院系所 专业 学习方式 研究方向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18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120403教育经济与管理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4M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4 公共管理学(一) 
④831 公共政策学 

f76管理学原理② 

018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120404社会保障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4M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4 公共管理学(一) 

④831 公共政策学 

f76管理学原理② 

018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1204Z1宪法与行政法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4M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4 公共管理学(一) 

④831 公共政策学 

f76管理学原理② 

018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1204Z2农业科技管理与公共政策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3M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4 公共管理学(一) 
④831 公共政策学 

f76管理学原理② 

019继续教育学院 040107成人教育学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3M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④--无 

f77成人教育槪论 

注：招生计划最终以教育部下达为准，拟招生人数以导师人数进行测算，各学院(学科)最终招生指标数以复试录取方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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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所 专业 学习方式 研究方向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02教育学院 045101教育管理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39 教育管理学 

f04管理学原理① 

002教育学院 045101教育管理 (2)非全日制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39 教育管理学 

f04管理学原理① 

002教育学院 045116心理健康教育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41 教育心理学 

f06普通心理学 

002教育学院 045116心理健康教育 (2)非全日制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41 教育心理学 

f06普通心理学 

002教育学院 045120职业技术教育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45 职业教育学 

f08职业教育心理学 

002教育学院 045120职业技术教育 (2)非全日制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45 职业教育学 

f08职业教育心理学 

005生物科学技

术学院 

085238生物工程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39M1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8 生物化学 
④825 普通生物学(二) 

f16生物工程概论 

005生物科学技

术学院 

085238生物工程 (2)非全日制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Z39M1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8 生物化学 

④825 普通生物学(二) 

f16生物工程概论 

006理学院 085216化学工程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21M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20 实验化学 

f17有机化学 

006理学院 085216化学工程 (2)非全日制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Z21M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f17有机化学 



院系所 专业 学习方式 研究方向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④820 实验化学 

007商学院 095137农业管理 (2)非全日制 03 财务管理方向 Z26M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 

④837 农村科技服务与管理 

f74公共管理学(二) 

007商学院 125100工商管理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5M22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③-无 
④--无 

f20思想政治理论 

f75管理学 

007商学院 125100工商管理 (2)非全日制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5M22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③-无 
④--无 

f20思想政治理论 

f75管理学 

008工学院 095136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1)全日制 01 农业工程方向 Z9M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1 农业知识综合三 
④844 农业工程概论 

f23电工电子学 

或 f26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或 f25 农业机械化生产学 

008工学院 095136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2)非全日制 02 农业工程方向 Z9M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1 农业知识综合三 

④844 农业工程概论 

f23电工电子学 

或 f26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或 f25 农业机械化生产学 

009信息科学技

术学院 

095136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1)全日制 01 农业信息技术方

向 

Z32M1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1 农业知识综合三 
④823 信息化概论 

f27数据库原理 

009信息科学技

术学院 

095136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2)非全日制 02 农业信息技术方

向 

Z32M11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1 农业知识综合三 
④823 信息化概论 

f27数据库原理 

010资源环境学

院 

085229环境工程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27M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18 环境学概论 

f32环境生态学 

010资源环境学

院 

085229环境工程 (2)非全日制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Z27M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18 环境学概论 

f32环境生态学 

010资源环境学

院 

095132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1)全日制 01 农业资源利用方

向 

Z28M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 
④828 土壤与植物营养学 

f36土地资源学 



院系所 专业 学习方式 研究方向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10资源环境学

院 

095132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2)非全日制 02 农业资源利用方

向 

Z28M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 
④828 土壤与植物营养学 

f36土地资源学 

011食品科学技

术学院 

085231食品工程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7M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24 食品科学基础 

f39食品化学 

011食品科学技

术学院 

085231食品工程 (2)非全日制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7M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24 食品科学基础 

f39食品化学 

011食品科学技

术学院 

095135食品加工与安全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27M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1 农业知识综合三 
④824 食品科学基础 

f39食品化学 

011食品科学技

术学院 

095135食品加工与安全 (2)非全日制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Z27M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1 农业知识综合三 
④824 食品科学基础 

f39食品化学 

012农学院 095131农艺与种业 (1)全日制 01 作物、种业、烟

草、草业方向 

Z52M1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 
④838 作物育种学(一) 

f42农学概论(二) 

012农学院 095131农艺与种业 (2)非全日制 02 作物、种业、烟

草、草业方向 

Z52M1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 
④838 作物育种学(一) 

f42农学概论(二) 

013园艺园林学

院 

095131农艺与种业 (1)全日制 01 园艺方向 Z48M1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 

④849 园艺植物栽培学与育种学 

f56园艺学概论 

013园艺园林学

院 

095131农艺与种业 (2)非全日制 02 园艺方向 Z48M1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 

④849 园艺植物栽培学与育种学 

f56园艺学概论 

013园艺园林学

院 

095300风景园林 (1)全日制 01 风景园林规划与

设计 

Z20M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4 风景园林基础 
④511 园林规划与设计(6 小时) 

f55园林绘图 

013园艺园林学

院 

095300风景园林 (2)非全日制 02 风景园林规划与

设计 

Z20M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4 风景园林基础 
④511 园林规划与设计(6 小时) 

f55园林绘图 



院系所 专业 学习方式 研究方向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13园艺园林学

院 

095300风景园林 (1)全日制 03 园林植物与应用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4 风景园林基础 
④512 园林植物综合(6小时) 

f57植物造景 

013园艺园林学

院 

095300风景园林 (2)非全日制 04 园林植物与应用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4 风景园林基础 

④512 园林植物综合(6小时) 

f57植物造景 

013园艺园林学

院 

095300风景园林 (1)全日制 05 环境艺术设计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4 风景园林基础 

④513 环境艺术设计(6小时) 

f52设计表现 

013园艺园林学

院 

095300风景园林 (2)非全日制 06 环境艺术设计 Z6M2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4 风景园林基础 
④513 环境艺术设计(6小时) 

f52设计表现 

014植物保护学

院 

095132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1)全日制 01 植物保护方向 Z46M1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 
④840 植物保护概论 

f61植物化学保护 

014植物保护学

院 

095132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2)非全日制 02 植物保护方向 Z46M15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 
④840 植物保护概论 

f61植物化学保护 

015动物科学技

术学院 

095133畜牧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38M1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0 农业知识综合二 
④835 饲料饲养学 

f62动物生产学 

015动物科学技

术学院 

095133畜牧 (2)非全日制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Z38M1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0 农业知识综合二 

④835 饲料饲养学 

f62动物生产学 

015动物科学技

术学院 

095134渔业发展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9M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0 农业知识综合二 

④836 鱼类生态学 

f65水产学概论 

015动物科学技

术学院 

095134渔业发展 (2)非全日制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Z19M6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0 农业知识综合二 
④836 鱼类生态学 

f65水产学概论 

016动物医学院 095200兽医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52M1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3 兽医基础 
④834 兽医临床诊断学 

f67兽医传染病学 



院系所 专业 学习方式 研究方向 拟招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16动物医学院 095200兽医 (2)非全日制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Z52M1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3 兽医基础 
④834 兽医临床诊断学 

f67兽医传染病学 

017经济学院 025100金融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22M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 

④431 金融学综合 

f72金融学 

017经济学院 025100金融 (2)非全日制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Z22M7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 

④431 金融学综合 

f72金融学 

017经济学院 095138农村发展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26M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 
④832 西方经济学 

f73农业经济学 

017经济学院 095138农村发展 (2)非全日制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Z26M9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 
④832 西方经济学 

f73农业经济学 

018公共管理与

法学学院 

095137农业管理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8M2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 
④837 农村科技服务与管理 

f74公共管理学(二) 

018公共管理与

法学学院 

095137农业管理 (2)非全日制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Z68M23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 
④837 农村科技服务与管理 

f74公共管理学(二) 

018公共管理与

法学学院 

125200公共管理 (1)全日制 01 不区分研究方向 Z46M15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③-无 

④--无 

f20思想政治理论 

f75管理学 

018公共管理与

法学学院 

125200公共管理 (2)非全日制 02 不区分研究方向 Z46M15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③-无 

④--无 

f20思想政治理论 

f75管理学 

注：招生计划最终以教育部下达为准，拟招生人数以导师人数进行测算，各学院(学科)最终招生指标数以复试录取方案为准。



湖南农业大学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科目参考资料 

科目代码及名称 考试范围 

(241)二外日语 参照教育部 2018 年考试大纲。 

(242)二外德语 参照教育部 2018 年考试大纲。 

(333)教育综合 《333 教育综合应试题库》，徐影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年出版。 

(338)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第一版)，杨志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出版。 

(339)农业知识综合一 

植物学：《植物生物学》，周云龙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遗传学：《普通遗传学》，（第二版）杨业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5 月出版。 

植物生理学：《植物生理学》，肖浪涛、王三根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年出版。 

农业生态学：《农业生态学》，邹冬生，廖桂平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植物育种学：《作物育种学总论》，张天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出版；《植物育种理论与方法》官春云主编，

上海科技出版社，2004 出版。土壤学：《土壤学》（第三版）黄昌勇，徐建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 

(340)农业知识综合二 

畜牧领域：动物遗传学：《动物遗传学》,吴常信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8月出版。动物生理学：《动物生理学》

(第三版)杨秀萍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出版。动物营养学：《动物营养学》第三版，周安国主编，中国农业出

版社，2011 年版。 

渔业发展领域：动物遗传学：《动物遗传学》,吴常信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8 月出版。鱼类生理学：《鱼类生

理学》(第一版)林浩然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年出版。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麦康

森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版。水产动物育种学：《水产动物育种学》 范兆廷主编，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第二版。 

(341)农业知识综合三 

农业信息化领域：程序设计：《C 语言程序设计》，肖捷，侯家利主编，中国铁道出版社，2016 年出版；数据库技术与

应用：《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 版)，王珊，萨师煊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出版;网络技术与应用：《计算机网络》

(第 6 版)，谢希仁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年出版。 

农业工程领域：工程力学：《工程力学》（第一版）单辉祖，谢传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工程材料：《工程材料》

（第二版），郑明新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机械设计：《机械设计》（第 7 版），濮良贵，纪名刚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农业机械与装备：《农业机械学》，李宝筏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汽车拖拉机学》（第一、二册），许

绮川、鲁植雄、李文哲等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食品卫生学：《食品卫生学》，何计国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3 年出版；食品安全管理

与法规：《食品标准与法规》，张水华，余以刚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 年出版；食品分析与检验技术：《食品

分析》，大连轻工业学院等编，中国轻工出版社，2008 年出版。 



科目代码及名称 考试范围 

(342)农业知识综合四 

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方齐云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年 6 月出版。 

农业经济学：《现代农业经济学》，王雅鹏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年版。 

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学》，李守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出版。 

农业政策学 ①(农业管理领域)：《中国农村公共政策》，刘伯龙，竺乾威，何秋祥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出

版。 

农业政策学② (农村发展领域)：《农村政策学》，钟甫宁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 

管理学：《管理学原理》(第一版)，陈彤、章喜为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出版。 

(343)兽医基础 
《动物生理学》(第三版)，杨秀萍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出版；《家畜病理学》(第五版)，马学恩主编，中国

农业出版社，2016 年出版。 

(344)风景园林基础 

《园林史》，游泳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风景园林工程，孟兆祯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环境心理

学》，胡正凡，林玉莲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园林生态学》（第二版），冷平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花卉学》，包满珠 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园林树木学》，陈有明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城市园林绿地

规划》，杨赉丽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 

(431)金融学综合 
《金融学》精编版(第三版)，黄达，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 年出版；《国际金融学》(第三版)，杨长江、姜波克，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出版；《商业银行经营学》(第四版)，戴国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 

(510)园林设计(考试时间为 6 小

时) 

《园林设计》，唐学山、李雄、曹礼昆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 年出版；《风景园林设计》，王晓俊主编，江苏科

技出版社，2004 年出版；《园林工程制图》，吴机际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年出版；《景观设计学》，西蒙

兹(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年出版。 

(511)园林规划与设计(6 小时) 《风景园林设计》，王晓俊主编，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年出版。 

(512)园林植物综合(6 小时) 
《园林树木栽培学》，吴泽民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年出版；《园林植物景观设计》，刘雪梅主编，华中科技大

学出版社，2015 年出版；《植物学》，强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出版。 

(513)环境艺术设计(6 小时)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刘滨谊主编，东南大学出版社；《室内设计资料集》，张绮曼，郑曙旸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601)数学 参照教育部 2018 年数学(二)考试大纲。 

(610)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修订版。 



科目代码及名称 考试范围 

(611)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自命题) 参照教育部 2018 年教育学基础考试大纲。 

(612)基础英语(词汇、语法、阅读、

写作) 

《高级英语(修订本)》(1、2 册)，张汉熙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出版；《现代大学英语精读》(1-4 册)，

杨立民总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出版。 

(613)普通生物学(一) 
《普通生物学》(第三版)，陈阅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普通生物学-生命科学通论》，陈阅增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出版，《基础生命科学》，吴庆余编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出版。 

(614)公共管理学(一) 《公共行政学》(第三版)，张国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出版。 

(615)生态学概论 《生态学概论》第二版，曹凑贵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出版。 

(616)植物学 《植物学》， 强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出版。《植物学》，贺学礼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出版。 

(617)化学(农) 参照教育部 2018 年化学(农)考试大纲。 

(618)动物生物化学 《动物生物化学》(第五版)，邹思湘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年出版。 

(619)水域生态学 
《养殖水域生态学》，董双林，赵文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年出版；《鱼类生态学》，殷名称主编，中国农业出

版社，2000 年出版。 

(620)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基础

综合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第 7 版)，孙长颢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年出版；《生物化学》(上、下册，第三版)，王

镜岩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出版。 

(621)数学(农) 参照教育部 2018 年数学(农)考试大纲。 

(624)风景园林综合知识 参照风景园林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编制的考试大纲。 

(810)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修订版。 

(811)综合知识(语言学基础知识、

翻译理论、现代汉语) 

《英汉比较与翻译》秦洪武，王克非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年出版；《英汉-汉英翻译教程》，彭长江主编，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出版；《现代汉语(增订四版)》上、下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出版；《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戴炜栋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年出版。 

(812)遗传学 《普通遗传学》(第二版)，杨业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出版。 

(813)动物生理学 《动物生理学》(第三版)，杨秀萍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出版。 

(814)水生生物学与鱼类学 《水生生物学》，赵文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年出版。《鱼类学》，谢从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出版。 

(815)微生物学 《微生物学》，沈萍主编(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出版。 



科目代码及名称 考试范围 

(816)生物化学(二) 《基础生物化学》(第 2 版)，郭蔼光主编，2009 年出版。 

(817)自然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第四版）伍光合，王乃昂，胡双熙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出版。 

(818)环境学概论 《环境学概论》(第二版)，刘培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出版。 

(819)经济学原理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五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出版 

(820)实验化学 《实验化学》，张金桐、叶非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出版。 

(821)理论力学 《理论力学》(第六版)，哈尔滨工业大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822)电工电子学 《电工学》上册、下册(第七版)，秦曾煌，姜三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出版。 

(823)信息化概论 《信息技术导论》黄正洪、赵志华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 年出版。 

(824)食品科学基础 《食品工艺学》，夏文水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年出版。 

(825)普通生物学(二) 《普通生物学》(第三版)，陈阅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出版。 

(826)农学概论(一) 
《农学概论》，李天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 年出版；《现代作物栽培学》，官春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 

(827)植物生理学 
《植物生理学》，萧浪涛、王三根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植物生理学学习指导》，萧浪涛、王三根主编，中国农业

出版社 2008 年版。 

(828)土壤与植物营养学 《土壤肥料学》(第二版)，吴礼树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 

(829)计算机应用基础 《计算机应用基础教程》，涂玉芬、刘芳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出版。 

(830)草学概论 
《草坪学》(第三版)，孙吉雄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牧草饲料作物栽培学》，陈宝书主编，中国农业

出版社，2001 年出版。 

(831)公共政策学 《公共政策学》，宁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出版。 

(832)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第六版)(微观部分、宏观部分)，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出版。 

(833)土地资源学 
《土地资源学》(第二版)，王秋兵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出版；《土地资源学》(第四版)，刘黎明主编，中国

农业大学出版社，2004 年出版。 

(834)兽医临床诊断学 《兽医临床诊断学》(第三版，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东北农业大学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年出版。 

(835)饲料饲养学 《饲料与饲养学》，单安山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年出版。 

(836)鱼类生态学 《鱼类生态学》殷名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年出版。 



科目代码及名称 考试范围 

(837)农村科技服务与管理 《农村科技服务与管理》，李燕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 

(838)作物育种学(一) 
《作物育种学总论》，张天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年出版；《植物育种理论与方法》，官春云主编，上海科技

出版社，2004 年出版。 

(839)教育管理学 《教育管理学教程》，褚宏启，张新平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出版。 

(840)植物保护概论 《植物保护通论》(第二版)，韩召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出版。 

(841)教育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教师资格认定考试编写组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出版。 

(842)农业生态学 《农业生态学》：邹冬生，廖桂平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年出版。 

(843)工程力学 《工程力学》刘桂霞，任述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44)农业工程概论 《农业工程概论》，张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845)职业教育学 《职业教育学》，胡斌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出版。 

(846)管理学 《管理学原理》(第一版)，章喜为，王文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年出版。 

(847)生态工程学 
《生态农业工程》，杨京平主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实用生态工程学》，盛连喜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 , 2005 年出版。 

(848)自然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第四版)，伍光合，王乃昂，胡双熙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出版。 

(849)园艺植物栽培学与育种学 
《园艺植物栽培学》，范双喜，李光晨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 年出版；《园艺植物育种学总论》（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景士西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年出版。 

(f01)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陈万柏，张耀灿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出版。 

(f0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修订版。 

(f03)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潘懋元，王伟廉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年出版；《高等教育哲学》，布鲁贝克主编，浙江教育

出版社，2002 年出版；《高等教育生态学》，郭丽君等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7 年出版。 

(f04)管理学原理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周三多，陈传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出版。 

(f05)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原理》，成有信主编，大象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f06)普通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彭聃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出版。 

(f07)心理学 
《普通心理学》，彭聃龄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出版；《心理咨询的理论与实务》，江光荣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6 年出版。 



科目代码及名称 考试范围 

(f08)职业教育心理学 《职业教育心理学专题》，夏金星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出版。 

(f09)职业教育学 《职业教育学实用专题》，夏金星，石伟平执行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出版。 

(f10)体育概论 《体育概论》，杨文轩, 杨霆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出版。 

(f11)语言学 《语言学教程》，胡壮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出版。 

(f12)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生物化学》(第 2 版)，郭蔼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出版；《分子生物学》(第二版)，卢向阳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 

(f13)分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第二版)卢向阳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现代分子生物学》(第三版)，朱玉贤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出版。 

(f14)环境学概论 《环境学概论》(第二版)，刘培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出版。 

(f15)农业生态技术 
《农业生态工程与技术》，杨京平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 年出版；《农业生态工程技术》（面向 21 世纪农业工程

技术丛书），张壬午，卢兵友，孙振钧主编，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年出版。 

(f16)生物工程概论 
《生物工程导论》，岑沛霖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年出版；《生物工程概论》，陶兴无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 年出版。 

(f17)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第二版)，张薇主编，化学化工出版社，2014 年出版。 

(f18)管理学①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周三多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f19)会计综合 
《财务会计学》，戴德明，林钢，赵西卜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8版；《财务管理学》，荆新，王化成，

刘俊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7 版。 

(f20)思想政治理论 参照教育部考试大纲。 

(f21)微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三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出版。 

(f22)资源与环境管理 《资源与环境管理概论》，杨雪峰，王军，李玉文等编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 年出版。 

(f23)电工电子学 《电工学》上册、下册（第七版），秦曾煌，姜三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出版。 

(f24)农业工程概论(二) 《农业工程概论》，张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f25)农业机械化生产学 《农业机械化生产学》（下册），罗锡文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f26)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李广贺等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年出版。 

(f27)数据库原理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 版) ，王珊， 萨师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出版。 



科目代码及名称 考试范围 

(f28)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概论》(第三版)，黄杏元，马劲松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地里信息系统教程》汤国安，

刘学军，闾国年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出版 

(f29)地质与地貌学 《地质与地貌学》，梁成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年出版。 

(f30)环境工程学 

《水污染控制工程》下册第四版，高廷耀，顾国维，周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出版；《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第三版，郝吉明，马广大，王书肖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出版；《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宁平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1 年出版。 

(f31)环境化学 《环境化学》(第二版)，戴树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出版。 

(f32)环境生态学 《环境生态学导论》(第二版)，盛连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出版。 

(f33)环境微生物学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第四版，周群英，王士芬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出版 

(f34)农业资源与环境分析 《土壤农化分析》(第三版)，鲍士旦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年出版。 

(f35)土地管理学(含地籍管理) 
《土地管理学总论》(第六版)，陆红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年出版；《地籍管理》(第二版)，叶公强主编，中

国农业出版社，2009 年出版。 

(f36)土地资源学 《土地资源学》(第五版)，刘黎明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 

(f37)植物营养研究法与农化分析 
《试验方法及统计分析》，白厚义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05 年出版；《土壤农化分析》(第三版)，鲍士旦主编，中

国农业出版社，2008 年出版。 

(f38)食品分析 《食品分析与检验》，刘绍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 年出版。 

(f39)食品化学 《食品化学》（第二版），夏延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年出版。 

(f40)食品微生物学与有机化学 
《食品微生物学》(第三版)，江汉湖等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出版；有机化学(第二版)，主编：李贵深、李宗

澧，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出版。 

(f41)草学基础 
《牧草及饲料作物育种学》(第三版)，云锦凤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年出版；《草产品学》，曹致中主编，中国

农业出版社，2005 年出版。 

(f42)农学概论(二) 《农学概论》，杨文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年出版。 

(f43)烟草学(含烟草栽培、烟草育

种和烟草化学、烟草调制) 

《烟草栽培学》刘国顺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年出版；《烟草育种学》，杨铁钊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年

出版；《烟草化学》，王瑞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出版；《烟草调制学》，宫长荣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科目代码及名称 考试范围 

(f44)种子学 《种子学》(第二版)，张红生，胡晋主编，科学出版社，2015 年出版。 

(f45)作物学概论 
《现代作物栽培学》，官春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8 月；刘忠松等编著《现代植物育种学》，2010 年 6 月，

科学出版社；《植物育种理论与方法》，官春云主编，上海科技出版社，2004 年 1月。 

(f46)作物育种学(二) 
《作物育种学总论》，张天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年出版；《植物育种理论与方法》，官春云主编，上海科技

出版社，2004 出版年出版。 

(f47)作物栽培学 《现代作物栽培学》，官春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 

(f48)茶树栽培、加工与茶叶生物化

学 

《茶树栽培学》(第五版)，骆耀平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年出版；《茶叶生物化学》(第三版)，宛晓春主编，中

国农业出版社，2003 年出版。《制茶学》第三版，夏涛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出版 

(f49)电脑制图和手绘效果图 
 

(f50)观赏植物栽培与育种基础 
《花卉学》，包满珠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年出版；《园林植物遗传育种学》，程金水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

年出版。 

(f51)果树栽培与育种学 
《果树栽培学总论》(第三版)，郗荣庭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 年出版；《果树栽培学各论》，陈杰忠主编，中国

农业出版社，2003 年出版；《果树育种学》(第二版)，沈德绪主编，2001 年出版。 

(f52)设计表现 
 

(f53)蔬菜学基础 

《蔬菜栽培学总论》(第二版)，山东农业大学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年出版；《园艺植物育种学总论》，景士西

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年出版；《蔬菜栽培学各论(南方本)》(第三版)，吕家龙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年

出版。 

(f54)药用植物功能成分提取与利

用 

《天然产物提取工艺学》，徐怀德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年出版；《功能性食品学》，郑建仙主编，中国轻工

业出版社，2003 年出版。 

(f55)园林绘图 
 

(f56)园艺学概论 《园艺学概论》（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程智慧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f57)植物造景 
 

(f58)普通昆虫学 《普通昆虫学》，雷朝亮、荣秀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出版； 

(f59)普通植物病理学 《普通植物病理学》(第 4 版)，许志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出版。 

(f60)生物信息学基础 《生物信息学》(第一版)，陈铭，何华勤，徐程著，科学出版社，2012 年出版。 



科目代码及名称 考试范围 

(f61)植物化学保护 《植物化学保护》(第四版)徐汉虹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年 4 月出版。 

(f62)动物生产学 
《猪生产学》，杨公社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年出版；《家禽生产学》，杨宁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年出

版；《牛生产学》，昝林森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年出版。 

(f63)动物遗传育种学 
《动物遗传学》(第二版), 李宁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年出版；《家畜育种学》， 张沅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f64)动物营养与饲料学 《动物营养学》(第三版)，陈代文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饲料学》，王成章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f65)水产学概论 
《鱼类增养殖学》，申玉春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年出版；《鱼类增养殖学》王 武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年出版。 

(f66)鱼类增养殖学 
《鱼类增养殖学》，王武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年出版；《池塘养鱼学》，李家乐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出版。 

(f67)兽医传染病学 《兽医传染病学》第六版，陈溥言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年出版。 

(f68)兽医内科学 《兽医内科学》(第四版)，王建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出版。 

(f69)兽医药理学 《兽医药理学》，杨雨辉，邵卫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 

(f70)预防兽医学 

《兽医传染病学》(第六版)，陈溥言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年出版；《兽医寄生虫学》，汪明主编，中国农业出

版社，2016 年出版；《兽医微生物学》(第四版)，陆承平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年出版；《家畜病理学》(第五

版)，马学恩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 年出版；《动物免疫学》(第二版)，杨汉春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3

年出版。 

(f71)中药化学 《天然产物化学》，姚新生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7 年出版。 

(f72)金融学 《金融学》，黄达，中国人民出版社，精编版(第三版)。 

(f73)农业经济学 《现代农业经济学》，王雅鹏，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年出版。 

(f74)公共管理学(二) 
《公共行政学》(第三版)，张国庆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出版；《公共政策》，宁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公共管理硕士 MPA 系列教材》，张成福、党秀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出版。 

(f75)管理学②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周三多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出版。 

(f76)成人教育槪论 《成人教育槪论》，祝捷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2 版。 



 



湖南农业大学各招收硕士研究生学院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农学院 李老师 0731-84617938 

园艺园林学院 陈老师 0731-84673629 

植物保护学院 胡老师 0731-84618163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刘老师 0731-84673601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田老师 0731-84673689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杨老师 0731-84673523 

资源环境学院 李老师 0731-84635446 

动物医学院 陈老师 0731-84617344 

经济学院 刘老师 0731-84618197 

工学院 舒老师 0731-84618190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曾老师 0731-84618504 

商学院 王老师 0731-84617053 

教育学院 
袁老师 

毛老师 

0731-84617806 

0731-84617040 

理学院 刘老师 0731-84618071 

外国语学院 张老师 0731-84673814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王老师 0731-84617734 

体育艺术学院 张老师 0731-8461717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老师 0731-84617725 

继续教育学院 李老师 0731-84618528 

研究生院招生办 

联系电话：0731—84618111 

传    真：0731—84638210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院

招生办 

邮    编:41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