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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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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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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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 人，博士生导师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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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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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人；有教育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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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9 人，在校普通全日制本科生 25963 人（其

中独立学院 6427 人）、专科生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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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 2 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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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项、省部级教学

成果奖 25 项。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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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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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 余项。选育出

的油菜、水稻、玉米、花生、棉花、茶叶、马铃薯、葡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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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1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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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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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003 生理学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071004 水生生物学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071005 微生物学 植物保护学院  

071007 遗传学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071008 发育生物学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071009 细胞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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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011 生物物理学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0710Z1 生物技术与工程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0710Z2 烟草生物科学与工程技术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0710Z3 生物数学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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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门类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所在学院 备注 

农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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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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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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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101 作物 农学院  

095102 园艺 园艺园林学院  

095103 农业资源利用 资源环境学院  

095104 植物保护 植物保护学院  

095105 养殖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095106 草业 农学院  

095108 渔业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095109 农业机械化 工学院  

095110 农村与区域发展 经济学院、商学院  

095111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095112 农业信息化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95113 食品加工与安全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095115 种业 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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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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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说明 

 

我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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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第十教学楼北

522)有招生简章备索。 

联系电话：0731-84618111    传真：0731-84618198。 

 

第一部分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我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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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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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9 月 1 日，下同）或 2 年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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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程序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 

1.网上报名 

2016 年 9 月 24 日-27 日，每天 9:00-22:00，网上预报名。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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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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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8 日- 12 日，选择我校作为报考点

的现场确认地点在湖南农业大学 10 教北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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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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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交本人《入伍批

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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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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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报名现场确认手续。 

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在现场确认时应提交学历

（学籍）认证报告，以供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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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2 月 15 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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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24

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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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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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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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上午思想政治理论、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12 月 24 日下午外国语； 

12 月 25 日上午业务课一； 

12 月 25 日下午业务课二； 

1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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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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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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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入学考试的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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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接收推

免生招生简章》。 

三、单独入学考试 

我校 2017 年学术学位各学科可组织在职人员单独入学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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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1 月 8 日-12

日到我校 10 教北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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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考试思

想政治理论 111，单独考试英语 240，单独考试数学(二)622，单独考

试数学(三)623，其他自命题科目编号同我校统考自命题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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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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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 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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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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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其他专业学位类别初试方式为全国统考。除 MBA、MPA 外，

我校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类别(领域)接收推荐免试考试。除

MBA、MPA、金融硕士、教育硕士外，我校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

生类别(领域)可组织在职人员单独入学考试。 

一、招生的类别及领域 

我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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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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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硕士有作物、园

艺、农业资源利用、植物保护、养殖、渔业、农业机械化、农村与区

域发展、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食品加工与安全、草业、农业信息化、

种业等 13 个招生领域。 

二、报名 

(一)报名参加我校教育硕士中的心理健康教育、金融硕士、工程硕

士、农业硕士、兽医硕士、风景园林硕士、全日制职业技术教育专业

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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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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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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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日制职业技术教育领域考生前置学历所学专业须与本专业方向

一致或密切相关、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

人员。 

 (二)报名参加我校教育硕士中的教育管理、MBA、MPA 专业学位

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金融硕士、工程硕士、农业硕士、兽医硕士和风景园林硕

士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报考条件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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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参加我校非全日制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

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金融硕士、工程硕士、农业硕士、兽医硕士和风景园林硕

士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报考条件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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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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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硕士统考数学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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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硕士考农业知识综合一(作物、园艺、农业

资源利用、植物保护、草业和种业领域)、农业知识综合二(养殖和渔业

领域)、农业综合知识三(农业机械化、农业信息化和食品加工与安全领

域)或农业知识综合四(农村与区域发展和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领域)；

兽医硕士考兽医基础；风景园林硕士考风景园林基础。农业硕士、兽



医硕士、风景园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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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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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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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生源奖学金 

1.奖励对象 

对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统考考生，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录取类别

为非定向就业，入学考试综合成绩列报考学科专业（领域）第一且不

低于 70 分的考生进行奖励(综合成绩相同则按初试成绩排名)。 

2.发放标准 

每个专业(领域)可评选 1 人，每人一次性发放奖金 2000 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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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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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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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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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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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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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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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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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关工委奖学金 

1.奖励对象 

购买了大学生平安健康保险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在籍全日制全脱产

学习研究生。 

2.发放标准 

每年名额为 7-8 名，奖励 1000 元/人。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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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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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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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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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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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9月 18日 



湖南农业大学 2017 年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院系、学科代码及名称 拟招人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15(3)      

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王  健  朱方长  刘艳军  熊丽英  邝小军 

米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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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宿一兵  刘新春  宋媛媛  李红琼  毛祥成 

戴荣四  张胜利  李  华  陈冬林※刘福江※ 

张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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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 

002 教育学院 28(9)       

040101 教育学原理 

 

方成智  邹立君  陈钦华  汤帮耀  龙梦晴 

高  涵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自命题) 

④--无 

712 教育学原理 

040106 高等教育学 

 

郭丽君  周贤君  周先进  刘浩源  尹  红 

李春燕  丁  彦  肖化柱  屈林岩※曾宝成※ 

谭炎良※彭希林※杜祥培※向  华※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自命题) 

④--无 

713 高等教育学 

040108 职业技术教育学 

 

夏金星  屈正良  李尚群  朱山立  王  浪 

刘显泽※陈拥贤※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自命题) 

④--无 

714 职业教育学 



院系、学科代码及名称 拟招人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401Z1 心理健康教育 

 

胡义秋  朱翠英  凌  宇  黎志华  杨新华 

刘衔华※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自命题) 

④--无 

715 心理学 

003 体育艺术学院 7(3)       

0401Z2 体育教育学 

 

李  骅  曹庆荣  周  平  肖夕君  熊少波 

王冬冬  李  萍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自命题) 

④--无 

716 体育概论 

004 外国语学院 16(5)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胡东平  岳好平  张玉上  熊永红  周  静 

张  健  王建辉  谭燕萍  许建明  曾亚平 

方  伟  郭  滨  范丽群  易来宾  张春辉 

李  丹  周芬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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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 语言学 

005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76(25)       

071001 植物学 

 

彭克勤  蔺万煌  王惠群  贺利雄  夏石头 

晏春耕  李  昕  肖浪涛  陈雪梅  王若仲 

朱新广※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普通生物学（一） 

④816 生物化学（二） 

718 分子生物学 

071007 遗传学 

 

易自力  段美娟  任春梅  陈智勇  刘清波 

佘朝文※袁友禄※蒋建雄※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普通生物学（一） 

④812 遗传学 

718 分子生物学 



院系、学科代码及名称 拟招人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71008 发育生物学 

 

阮  颖  黄  勇  陈东红  沈文辉  施华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普通生物学（一） 

④816 生物化学（二） 

718 分子生物学 

071009 细胞生物学 

 

张学文  赵  燕  陈金军  李育强※陈建荣※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普通生物学（一） 

④816 生物化学（二） 

718 分子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卢向阳  曹福祥  陈信波  饶力群  周小云 

田  云  刘  志  汪启明  钟英丽  杨  华 

肖  航  于  烨  朱建华  刘爱玲  万向元※ 

胡  兴※余迪求※陈惠明※安学丽※吴锁伟※ 

谢  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普通生物学（一） 

④816 生物化学（二） 

718 分子生物学 

071011 生物物理学 

 

周铁安  黄志刚  李东晖  胡家金  邓钢桥※ 

彭伟正※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普通生物学（一） 

④816 生物化学（二） 

718 分子生物学 

0710Z1 生物技术与工程 

 

王  征  吴永尧  方  俊  彭国平  林元山 

周海燕  兰时乐  唐忠海  吴建平※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普通生物学（一） 

④816 生物化学（二） 

777 生物分离工程 

0710Z2 烟草生物科学与工程技术 

 

周冀衡  石国荣  张一扬  周喜新  李  强 

赵百东※钟科军※李永平※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普通生物学（一） 

④827 植物生理学 

722 烟草科学概论 



院系、学科代码及名称 拟招人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71300 生态学 

 

邹冬生  葛大兵  杨友才  李巧云  王  华 

吴爱平  王  智  阳树英  刘向华  谭淑端 

梁运姗  李有志  宋齐生※赵运林※李建国※ 

董成森※王克林※谢永宏※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5 生态学概论 

④842 农业生态学 

724 环境学概论（二） 

006 理学院 21(7)       

0710Z3 生物数学 

 

周铁军  邹锐标  沈陆明  李小平  周玉元 

王  访  王志明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2 数学分析 

④817 高等代数 

723 综合考试（常微分方程、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 

081704 应用化学 

 

熊远福  王辉宪  董新荣  蒋红梅  李辉勇 

吴雄伟  汤剑锋  喻  鹏  冯永来  苏招红 

钟美娥  胡秋龙  张  凤  吴宇平※刘德华※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20 实验化学 

726 有机化学 

007 商学院 25(8)    

0713Z5 生态经济与管理 

 

向平安  刘志成  杜红梅  张  珺  李松青 

田  伟  王  晰  肖  卫※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5 生态学概论 

④819 管理学 

725 产业生态学 

 

120201 会计学 

 

 

 

 

 

杨亦民  刘文丽  李桂兰   李继志   张国政  

曾雄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19 管理学 

 

783 会计综合 

 

 

 



院系、学科代码及名称 拟招人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120202 企业管理 兰  勇  莫  鸣  孙艳华  盛智颖  盛  晏 

易朝辉  刘湘辉  周发明※任  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19 管理学 

763 微观经济学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008 工学院 

 

 

 

17(6) 

刘纯阳 罗建 宾慕容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19 管理学 

763 微观经济学 

082801 农业机械化工程 

 

谢方平  孙松林  全腊珍  陶栋材  吴明亮 

吴志立  罗海峰  任述光  李军政  肖名涛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21 理论力学 

727 农业工程概论 

082802 农业水土工程 

 

王  辉  裴  毅  刘保华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21 理论力学 

728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082804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蒋  蘋  李  明  向  阳  罗亚辉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22 电工电子学 

727 农业工程概论 

009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1(4)       

0828Z1 农业信息工程 

 

方  逵  彭佳红  张红燕  朱幸辉  戴小鹏 

刘  波  唐少先  唐小勇  吴  伶  匡迎春 

龙陈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23 信息化概论 

729 数据库原理 



院系、学科代码及名称 拟招人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10 资源环境学院 

 

44(15) 

      

0713Z4 环境生态学 

 

曾清如  秦普丰  廖柏寒※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5 生态学概论 

④818 环境学概论（一） 

785 环境微生物学 

077601 环境科学 

 

龚道新  铁柏清  雷  鸣   魏祥东  邵继海 

杨亚辉  彭  亮  罗  斯  于晓章※薛南冬※ 

彭晓春※宋正国※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1 数学 

④818 环境学概论（一） 

730 环境化学 

077602 环境工程 

 

罗  琳  颜智勇  吴根义  罗惠莉  黄红丽 

张嘉超  蔡信德※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01 数学 

④818 环境学概论（一） 

731 环境工程学 

090301 土壤学 

 

张杨珠  王翠红  黄运湘  尹力初  廖超林 

盛  浩  曾希柏※吴金水※黄凤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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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 地质与地貌学 

090302 植物营养学 

 

荣湘民  宋海星  罗建新  张振华  罗尊长※ 

欧立军※Abdelbagi M·Is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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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植物营养研究法与农化分析 

0903Z1 农业环境保护 

 

顾继东  彭建伟  谢桂先  张玉平  谢可军※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7 化学(农)或 621 数学(农) 

746 农业资源与环境分析 



院系、学科代码及名称 拟招人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④828 土壤与植物营养学 

0903Z2 土地资源学 

 

周卫军  周  清  谢红霞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7 化学(农)或 621 数学(农) 

④833 土地资源学 

747 地理信息系统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段建南  谭雪兰  杨  君  朱红梅  喻  瑶 

刘  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4 公共管理学（一） 

④833 土地资源学 

766 土地管理学（含地籍管理） 

011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36(12)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邓放明  吴卫国  陈力力  刘  焱  蒋立文 

王  燕  杨大伟  聂乾忠  王  锋  苏小军 

娄爱华  夏  菠  沈清武  刘  绍  罗凤莲 

赵玲艳  肖  茜  姚茂君※毕金峰※李高阳※ 

张友胜※谭  斌※刘智禹※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2 数学二 

④824 食品科学基础 

732 食品化学 

097203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刘成国  谭兴和  邓洁红  秦  丹  张  喻 

李清明  周红丽  王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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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 食品分析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李宗军  郭时印  刘素纯  易有金  王远亮 

刘  霞  覃  思  周  辉  石星波  褚武英※ 

刘建军※黄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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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 食品微生物学与有机化学 

 

 

 

 

   



院系、学科代码及名称 拟招人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12 农学院 81(27) 

090100 作物学 

 

官春云（院士）  黄  璜  刘爱玉  罗红兵 

周仲华  王学华  崔国贤  傅志强  徐华勤 

廖桂平  高志强  杨瑞芳  陈  灿  佘  玮 

李绪孟  叶能辉  张建华 王德吉※张志刚※

孟  栓※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6 农学概论（一） 

734 作物学概论 

09010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唐启源  屠乃美  李  林  刘登望  江巨鳌 

周文新  易镇邪  李瑞莲  敖和军  黄  敏 

贺志理  马国辉※张玉烛※青先国※万书波※

唐剑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6 农学概论（一） 

735 作物栽培学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刘雄伦  刘忠松  王国梁  徐庆国  陈社员 

刘春林  揭雨成  邬贤梦  官  梅  王志龙 

邢虎成  熊兴华  肖  钢  张振乾  王  悦 

陈秋红  刘金灵  郭清泉※杨远柱※邓启云※ 

黎用朝※周少川※朱木兰※孙传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6 农学概论（一） 

736 作物育种学（二） 

0901Z1 种子科学与技术 

 

陈光辉  张海清  王建龙  刘建丰  肖应辉 

聂明建  唐文帮  温圣贤  邓化冰  张桂莲 

朱旭东  雷东阳  刘  军※刘  斌※胡培松※ 

邓华凤※王仁祥※邓应德※刘爱民※麻  浩※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6 农学概论（一） 

737 种子学 



院系、学科代码及名称 拟招人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901Z5 烟草学 

 

周清明  戴林建  钟  军  邓小华  齐绍武 

李迪秦  黎  娟  陆中山※邵  岩※胡日生※ 

黎定军※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6 农学概论（一） 

738 烟草学（含烟栽培、育种和

烟草化学 

090900 草学 

 

杨知建  向佐湘  闫景彩  张志飞  王增裕  

陈桂华  刘明稀  胡龙兴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30 草学概论 

760 牧草饲料作物栽培学 

013 园艺园林学院 57(19)       

083400 风景园林学 

 

龙岳林  尹建强  周  晨  甘德欣  唐贤巩 

吴铁明  彭尽晖  张宏志  黄程前※肖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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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 电脑制图和手绘效果图 

090201 果树学 

 

邓子牛  杨国顺  谢深喜  钟晓红  龙桂友 

王仁才  刘昆玉  李大志  谢玉明  甘  霖※ 

易干军※钟广炎※王中炎※魏岳荣※亚历山德

拉·金蒂莱※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7 植物生理学 

739 果树栽培与育种学 

090202 蔬菜学 

 

刘明月  宋  勇  何长征  孙小武  胡新喜 

秦玉芝  蔡雁平  黄  科  夏志兰  艾  辛 

熊兴耀※刘志敏※邹学校※马艳青※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7 植物生理学 

740 蔬菜学基础 

090203 茶学 

 

刘仲华  黄建安  周跃斌  傅冬和  禹利君 

肖文军  肖力争  王坤波  朱海燕  龚雨顺 

沈程文  龚志华  刘硕谦  张  盛  林  勇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741 茶树栽培、加工与茶叶生物

化学 



院系、学科代码及名称 拟招人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陈  栋※ ④827 植物生理学 

0902Z1 药用植物资源工程 

 

肖深根  刘东波  谢红旗  陆  英  程  辟 

谭支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7 植物生理学 

742 药用植物功能成分提取与

利用 

0902Z2 观赏园艺 

 

于晓英  陈己任  吕长平  陈海霞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27 植物生理学 

743 观赏植物栽培与育种基础 

014 植物保护学院 39(13)       

071005 微生物学 

 

刘二明  杨海君  王运生  张德咏※谢丙炎※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普通生物学（一） 

④815 微生物学 

721 农业微生物学 

090400 植物保护 

 

丁  中  黄国华  戈  峰※马  骏※王明旭※ 

朱水芳※王福祥※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40 植物保护概论 

750 植物化学保护 

090401 植物病理学 

 

易图永  戴良英  刘世名  周  倩  李  魏 

李  迅  朱宏建  赵廷昌※刘勇※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40 植物保护概论 

748 普通植物病理学 

090402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曾爱平  李有志  万方浩  杨中侠  谭  琳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749 普通昆虫学 



院系、学科代码及名称 拟招人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王 星   傅  强※蒋杰贤※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40 植物保护概论 

090403 农药学 

 

张友军  李晓刚  廖晓兰  刘建喜  何可佳 

刘祥英  周序国  张  亚  胡利锋  刘开林 

柏连阳※何明远※周小毛※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6 植物学 

④840 植物保护概论 

750 植物化学保护 

0904Z2 生物信息学 

 

袁哲明  罗  峰  谭泗桥  李兰芝  周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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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 生物信息学基础 

015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49(16)    

071003 生理学 

 

贺  喜  侯德兴  杨玲媛  田允波※刘  臻※ 

谭碧娥※孔祥峰※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普通生物学（一） 

④813 动物生理学 

719 动物营养学 

071004 水生生物学 

 

陈宇顺  李德亮  曾令兵※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3 普通生物学（一） 

④814 水生生物学 

720 鱼类生态学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陈  斌  黄生强  马海明   蒋  隽  杨金增 

何  俊  吴晓林  彭英林※邓近平※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8 动物生物化学 

④813 动物生理学 

753 动物遗传育种学 



院系、学科代码及名称 拟招人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贺建华  田科雄  方热军  黄兴国  范志勇 

陈清华  沈维军  伍小松  赵玉蓉  曹满湖 

齐广海※戴求仲※李俊波※李爱科※姚  康※ 

Olayiwola·Adeola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8 动物生物化学 

④813 动物生理学 

754 动物营养与饲料学 

0905Z1 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 

 

张  彬  高凤仙  曲湘勇  张佩华  陈宇光 

肖定福  印遇龙※王加启※吴  信※周传社※ 

李铁军※欧阳叙向※胡雄贵※王升平※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8 动物生物化学 

④813 动物生理学 

755 动物生产学 

090800 水产 

 

王晓清  刘晓燕  陈开健  肖调义  胡  毅 

向建国  王红权  钟  蕾  曾志南※肖光明※ 

杨品红※张  璐※黄燕华※柯  浩※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9 水域生态学 

④814 水生生物学 

773 鱼类增养殖学 

016 动物医学院 32(11)    

090601 基础兽医学 

 

陈  韬  孙志良  刘进辉  苏建明  肖红波 

黄复深  伍  勇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8 动物生物化学 

④813 动物生理学 

756 兽医药理学 

090602 预防兽医学 

 

程天印  余兴龙  黎满香  邓治邦  雷红宇 

王爱兵  卿上田※刘道新※邱伯根※朱兴全※ 

邓国华※周望平※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8 动物生物化学 

④813 动物生理学 

757 预防兽医学 

090603 临床兽医学 

 

杨  青  袁安文  王水莲  文利新  易金娥 

王乃东  贾杏林  许道军  杨利国  杨  毅 

谭柱良  邬  静  傅胜才※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8 动物生物化学 

④813 动物生理学 

758 家畜内科学 



院系、学科代码及名称 拟招人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906Z1 中兽药学 

 

曾建国  刘自逵  刘兆颖  张明军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8 动物生物化学 

④813 动物生理学 

759 专业综合考试（兽医药理

学、中药化学二选一） 

017 经济学院 23(8)    

120301 农业经济管理 

 

曾福生  匡远配  罗  峦  唐  浩  古  川 

张硕辅※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2 西方经济学 

764 农业经济学 

120302 林业经济管理 

 

黎红梅  黄大金  赵佳荣  徐志耀  马  昊※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2 西方经济学 

764 农业经济学 

1203Z1 金融服务与管理 

 

李明贤  周孟亮  李朝晖   吴玉宇  敬志红 

杨  林  李世美  文春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2 西方经济学 

764 农业经济学 

1203Z2 产业经济与组织 

 

罗光强  龙  方  李立清  欧阳涛  何平均 

刘  辉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3 数学三 

④832 西方经济学 

764 农业经济学 

018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23(8)       

120401 行政管理 

 

李燕凌  贺林波  周  慧  吴松江  王  薇 

唐宇文※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4 公共管理学（一） 

④831 公共政策学 

765 管理学原理 



院系、学科代码及名称 拟招人数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李晚莲  岳朝晖  刘  玮  廖秀健※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4 公共管理学（一） 

④831 公共政策学 

765 管理学原理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陈岳堂  李阿利  刘天佐  谢  倩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4 公共管理学（一） 

④831 公共政策学 

765 管理学原理 

120404 社会保障 

 

张云英  朱  梅  胡扬名  刘远风  张文峰※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4 公共管理学（一） 

④831 公共政策学 

765 管理学原理 

1204Z1 宪法与行政法 

 

陈运雄  罗杭春  罗晓霞   陈叶兰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4 公共管理学（一） 

④831 公共政策学 

765 管理学原理 

1204Z2 农业科技管理与公共政策 

 

黄建强  王奎武  熊春林  周晓迅※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4 公共管理学（一） 

④831 公共政策学 

765 管理学原理 

019 继续教育学院 

040107 成人教育学 
3（1） 

 

孙焕良  熊格生  欧阳中万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自命题) 

④--无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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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内为拟接收推免生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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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学位类别 招生领域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招生学院 培养方式 
拟招
人数 

指导教师 

0251 金融硕士 025100 金融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3 数学三 

④431 金融学综合 

779 金融学 017 经济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22(7) 李明贤  周孟亮  李朝晖  吴玉宇  何平均 

敬志红  杨  林  李世美  黄亚林  文春晖 

蔡洋萍  焦  娜  朱忠福※周练军※吴盛光※ 

李  勋※曹  立※邹寿长※刘红樱※阮了然※ 

朱文质※ 

0451 教育硕士 

 

 

045101 教育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43 教育管理学 

786 管理学原理 

 

 

002 教育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14（4） 郭丽君  方成智  邹立君  周贤君 高志强  

陈钦华  汤帮耀  刘浩源  龙梦晴 肖化柱 

丁  彦  彭希林※谭炎良※屈林岩※曾宝

成※杜祥培※ 彭程※ 向华※  

0451 教育硕士 

 

045116 心理健康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44 心理测量 

787 基础心理学 

 

002 教育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7（2） 胡义秋  朱翠英 屈正良 凌 宇 黎志华  

杨新华  杨  敏※刘衔华※ 

 

0451 教育硕士 

 

045120 职业技术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3 教育综合 

④845 职业技术教育学 

 

788 职业教育史 

 

002 教育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17（5） 周先进  夏金星  周明星 李尚群 王  浪  

高  涵  朱山立  李春燕 温圣贤 尹  红 

陈拥贤※潘曙光※周  丹※夏建成※张心

华※李  浩※龙卫星※谷淑湘※范燕萍※

邓志革※尹万建※黄志刚※刘  攀※ 

0852 工程硕士 085216 化学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20 实验化学 

726 有机化学 006 理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20(7) 石国荣  熊远福  王辉宪  董新荣   李辉勇 

蒋红梅  张  薇  喻  鹏  周春娇   苏招红 

钟美娥  胡秋龙  张  凤  易建龙   周  智 

周  南 



学位类别 招生领域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招生学院 培养方式 
拟招
人数 

指导教师 

0852 工程硕士 085229 环境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18 环境学概论（一） 

769 环境生态学 010资源环境学

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27(9) 龚道新  铁柏清  顾继东  雷  鸣  罗  琳  

彭  亮  秦普丰  邵继海  魏祥东  吴根义  

颜智勇  曾清如  赵  佳  黄红丽  廖婵娟  

罗惠莉  罗  斯  戴春皓  蔡信德※廖柏寒※

薛南冬※彭晓春※宋正国※ 

0852 工程硕士 085231 食品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24 食品科学基础 

732 食品化学 011食品科学技

术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17(6) 蒋立文  刘成国  王  燕  吴卫国  刘素纯  

李宗军  聂乾忠  王  锋  陈力力  沈清武  

邓后勤  曹乐平※蒋继丰※魏仲珊※ 

0852 工程硕士 085238 生物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8 生物化学 

④825 普通生物学（二） 

772 生物工程概论 005生物科学技

术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40(13) 易自力  饶力群  张学文  阮  颖  周铁安 

王  征  肖浪涛  周冀衡  王  智  方  俊 

兰时乐  林元山  陈金军  田  云  彭国平 

赵  燕  彭晓英  晏春耕  杨  华  周双德 

陈智勇  黄  勇  钟英丽  汪启明  张一扬 

周喜新  李  强  刘晓颖  唐忠海  魏宝阳 

张先文  邓刚桥※ 

0951 农业硕士 095101 作物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 

④842 农业生态学 

724 环境学概论（二） 005生物科学技

术学院 

非全日制 

(应用生态) 

5(2) 邹冬生  杨友才  谭淑端  胡茂丰   

0951 农业硕士 095101 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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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 农学概论（二） 012 农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47(16) 陈光辉  陈金湘  崔国贤  黄  璜  李  林 

刘爱玉  刘雄伦  屠乃美  温圣贤  邓小华 

唐文帮  邬贤梦  肖  钢  邢虎成  朱华武 

朱旭东  穰中文  敖和军  李迪秦  王学华 

王建龙  易镇邪  周仲华  傅志强  李瑞莲 

钟  军  陈  灿  李绪孟  黎  娟  戴林建 



学位类别 招生领域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招生学院 培养方式 
拟招
人数 

指导教师 

王  悦  陈秋红  胡建军※郑宪滨※ 

0951 农业硕士 095102 园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 

④839 园艺植物栽培与育种学 

775 园艺学概论 013园艺园林学

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48(16) 艾  辛  邓子牛  范连益  胡新喜  李大志 

刘昆玉  刘明月  龙桂友  孙小武  王仁才 

肖  杰  肖力争  肖深根  肖文军  谢深喜 

杨国顺  于晓英  禹利君  钟晓红  周跃斌 

傅冬和  谢红旗  夏至兰  蔡雁平  陈海霞 

陈己任  黄  科  朱海燕  龚志华  刘硕谦 

沈程文  谢玉明  吴雄伟  罗伏青※王  红※ 

马艳青※汤  宇※昌智才※曾宪涛※张 超※ 

程  孝※范铁芳※ 

0951 农业硕士 095103 农业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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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 土地资源学 010资源环境学

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28(9) 张杨珠  罗建新  黄运湘  宋海星  周卫军 

彭建伟  廖超林  张振华  杨  君  周  清 

朱红梅  尹力初  王翠红  荣湘民  谢桂先 

张玉平  盛  浩  谢红霞  刘  庆  谢小魁 

黄凤球※曾希柏※吴金水※ 

0951 农业硕士 095104 植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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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 植物化学保护 014植物保护学

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46(15) 戴良英  袁哲明  廖晓兰  刘二明  文礼章 

李晓刚  易图永  曾爱平  李有志  杨海君 

丁  中  黄国华  李兰芝  王运生  杨中侠 

周  倩  李  魏  谭  琳  朱宏建  刘祥英 

王  星  周  玮  唐前君  何可佳  万方浩 

张  亚  胡利锋  罗  坤  刘开林  柏连阳※ 

刘年喜※刘  勇※刘卫东※刘正初※马  骏※ 



学位类别 招生领域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招生学院 培养方式 
拟招
人数 

指导教师 

欧晓明※王明旭※王晓光※张德咏※周小毛※ 

张志恒※ 

0951 农业硕士 095105 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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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 动物生产学 015动物科学技

术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38(13) 贺建华  陈  斌  马海明  范志勇  方热军 

高凤仙  黄生强  黄兴国  曲湘勇  田科雄 

闫景彩  张  彬  张佩华  陈清华  陈宇光 

贺  喜  蒋  隽  沈维军  伍小松  曹满湖 

赵玉蓉  何  俊  肖定福  齐广海※戴求仲※ 

李俊波※印遇龙※王加启※彭英林※燕海峰※ 

易康乐※胡雄贵※邓近平※欧阳叙向※ 

0951 农业硕士 095106 草业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 

④830 草学概论 

771 农学概论（二） 012 农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14(5) 杨知建  向佐湘  揭雨成  徐庆国  徐华勤 

张志飞  刘明稀  陈桂华  胡龙兴  单武雄※ 

0951 农业硕士 095108 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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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 水产学概论 015动物科学技

术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19(8) 刘小燕  陈开健  王晓清  向建国  肖调义 

胡  毅  江  辉  李德亮  王红权  钟  蕾 

戴振炎  黄燕华  张  璐※谢建洋※褚武英※ 

王爱民※吕  富※ 

0951 农业硕士 095109 农业机械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1 农业知识综合三 

④841 农业机械化生产学 

727 农业工程概论 008 工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9(3) 孙松林  谢方平  全腊珍  吴明亮  陶栋材  

吴志立  任述光  李军政  杨文敏  罗海峰  

肖名涛  蒋 蘋   李  明  向  阳  罗亚辉  

王  辉  裴  毅  刘保华  黄理军  李明孝  

吴凤平刘若桥※吴文科※张大庆※陈绍金※刘

若桥※ 



学位类别 招生领域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招生学院 培养方式 
拟招
人数 

指导教师 

0951 农业硕士 095110 农村与区域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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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 农业经济学 017 经济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30(10) 曾福生  匡远配  罗光强  龙  方  李立清 

黎红梅  欧阳涛  刘  辉  赵佳荣  黄大金 

罗  峦  侯胜鹏  徐志耀  唐  浩  黄文清 

周路军  古  川  李  杨  康  新※马  昊※ 

陈文胜※ 

0951 农业硕士 095110 农村与区域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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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 经济学基础 007 商学院 非全日制 6(2) 杜红梅  李桂兰  刘文丽  盛智颖 

0951 农业硕士 095111 农业科技组织

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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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 公共管理学(二) 018公共管理与

法学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68(23) 周清明  卢向阳  张  立  陈运雄  李阿利 

刘明良  刘艳军  毛祥成  米正华  王  健 

熊丽英  尹  红  陈叶兰  周先进  周贤君 

朱翠英  朱方长  罗晓霞  周  慧  黄建强  

罗杭春  谢  倩  朱  梅  宋媛媛  宿一兵 

胡东平  岳好平  张玉上  方  伟  范丽群 

郭  滨  谭艳萍  王建辉  熊永红  郭丽君 

刘浩源  黄建强  罗杭春  李春燕  邹立君 

方成智  汤帮耀  陈钦华  夏金星  李尚群 

朱山立  胡义秋  屈正良  凌  宇  陈冬林※  

0951 农业硕士 095112 农业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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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 数据库原理 009信息科学技

术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32(11) 方  逵  戴小鹏  陈  垦  廖桂平  曹晓兰 

李东晖  刘  波  龙陈锋  彭佳红  沈  岳 

谭泗桥  唐少先  王  奕  吴  伶  张红燕 

朱幸辉  卓  辉  唐小勇  张林峰  匡迎春 

傅卓军  李锦卫  郭广军※彭小宁※谭立新※ 

于训全※曹虎山※ 



学位类别 招生领域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招生学院 培养方式 
拟招
人数 

指导教师 

0951 农业硕士 095113 食品加工与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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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 食品化学 011食品科学技

术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27(9) 谭兴和  李罗明  易有金  张  喻  邓放明 

邓洁红  秦  丹  刘  焱  娄爱华  覃  思 

周  辉  王远亮  杨大伟  周红丽  苏小军 

刘  绍  罗凤莲  石星波  吴艳阳  李清明 

黎移新※ 

0951 农业硕士 095115 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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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 种子学 012 农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14(5) 张海清  刘建丰  罗红兵  聂明建  邓化冰 

张桂莲  肖应辉  唐启源  雷东阳  许靖波 

傅爱斌※ 

0952 兽医硕士 095200 兽医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3 兽医基础 

④834 兽医临床诊断学 

770 家畜传染病学 016动物医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52(17) 陈  韬  黄复深  苏建明  孙志良  刘进辉 

肖红波  刘自逵  刘兆颖  陈小军  屠  迪 

邓治邦  黎满香  余兴龙  董  伟  胡仕凤 

雷红宇  程天印  王贵平  王水莲  贾杏林 

王乃东  杨  青  文利新  袁安文  易金娥 

尹德明  邬  静  许道军  曾建国  张明军 

纪春晓  伍  勇  尹  崇  刘道新※ 

0953 风景园林

硕士 

095300 风景园林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4 风景园林基础 

④511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6

小时) 

780 风景园林综合 

或 784 园林植物综合 

或 789 环境艺术设计 

013园艺园林学

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20(7) 甘德欣  龙岳林  周  晨  唐贤巩  吕长平 

陈己任  尹建强  熊  瑛  吴铁明  彭尽晖 

宋建军  王佩之  何丽波  张宏志  肖  云※ 

黄程前※ 

1251 工商管理

硕士 

125100 工商管理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③-无 

④-无 

767 思想政治理论 007 商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65(22) 兰  勇  刘纯阳  杨亦民  刘志成  张  珺 

张国政  莫  鸣  孙艳华  陈志娟  龚黎莹 

李松青  刘舜佳  潘国言  盛  晏  田  伟 

易朝辉  袁康来  曾尚梅  周  军  李继志 

刘  琳  王  晰  宾幕容  刘湘辉  向平安 



学位类别 招生领域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招生学院 培养方式 
拟招
人数 

指导教师 

王  红  石巧君  曾雄旺  罗  建  周妮笛 

周宇飞  李  华  张胜利  肖化柱  周发明※ 

石少龙※钟再群※张美诚※肖君华※熊穆葛※

王伟宜※董成森※汤建军※杨中万※侯彬※肖

华茂※彭晓辉※聊一山※简伯华※何平※杨孚

初※胡泽民※宋伟杰※高建初※郑海燕※陈剑

※邓学武※王建龙※戴胜飞※郭拥华※ 

1252 公共管理

硕士 

125200 公共管理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②204 英语二 

③-无 

④-无 

765 管理学 018公共管理与

法学学院 

全日制 

非全日制 

46(15) 李燕凌  陈岳堂  贺林波  刘新春  刘天佐 

王奎武  张云英  段建南  李晚莲  郭时印 

史云峰  曾鼎忠  谭雪兰  吴松江  李红琼 

岳朝晖  胡扬名  熊春林  刘  玮  刘远风 

刘  冰  邱成梅  王  薇  周  为  于  勇 

周贤君  黎定军※屈林岩※石潇纯※宁资利※ 

陈范勋※彭分文※杨治平※张  力※李文伟※ 

刘  军※谌立平※唐宇文※郭超群※彭程甸※ 

秧  励※高文化※吴易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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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内为 3090 拟接收推免生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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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科目参考资料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资料 

111 单独考试思想政治理论 参照教育部 2017 年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大纲 

240 英语 
 

241 二外日语 《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初、中级上、下册，中日合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年出版。 

242 二外德语 《新编大学德语》1-3 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年出版。 

333 教育综合 参照教育部 2017 年教育综合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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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殖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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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杨秀萍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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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产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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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机械化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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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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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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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分析与检测技术：《食品分析》，

大连轻工业学院等八院校合编，中国轻工出版社，2008 年出版。 

农业信息化领域：程序设计：《C 程序设计》(第 4 版)，谭浩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数据库技术：《数据库

系统概论》（第 5 版），王珊、萨师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2014 年出版。网络技术与应用：《计算机网络》(第 3 版)，

吴功宜，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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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政策学》，钟甫宁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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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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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杨秀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出版；《家畜病理学》（第四版），马学恩主编，中

国农业出版社，2007 年出版。 

344 风景园林基础（注：适用于风景园林专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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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胡正凡 林玉莲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园林生态学》（第二版）编者：冷平生 中国农业出版社；《城市园林绿

地规划》  编者：杨赉丽  中国林业出版社；《花卉学》编者：包满珠   中国农业出版社；《园林树木学》   编者：陈

有明   中国林业出版社；《城市园林绿地规划》 编者：杨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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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6 小时） 风景园林设计：王晓俊,江苏科技出版社,2009 年 1 月,ＩＳＢＮ9787534561115.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资料 

601 数学 参照教育部 2017 年数学(二)考试大纲。 

602 数学分析 《数学分析》（第 4 版），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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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修订版。 

611 教育学专业基础综合 参照教育部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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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教育部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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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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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教育部 2017 年数学(农)考试大纲。 

624 风景园林综合知识（注：适用于学硕风景园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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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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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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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杨秀萍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出版。 

814 水生生物学 《水生生物学》，赵文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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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 生物化学（二） 《基础生物化学》（第二版），郭蔼光主编，2009 年出版。 

817 高等代数 《高等代数》（第 5 版），张禾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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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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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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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论基础理论与应用》，傅祖芸，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信息技术导论》（第二版），鄂大伟，王兆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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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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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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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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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兵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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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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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艺植物栽培与育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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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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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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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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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管理学 
常思亮著：《教育管理学》，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褚宏启、张新平主编：《教育管理学教程》，北

京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2013 年出版。 

844 心理测量 

金瑜：《心理测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1 月第 2 版，郑日昌、蔡永红、周益群：《心理测量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 9 月第 1 版，戴海崎、张锋、陈雪枫：《心理与教育测量》，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 7 月第 3 版。 

845 职业技术教育学 肖化移、李仲阳 著：《职业技术教育原理》，南方出版社，2011 年版 

710 中国近代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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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修订版。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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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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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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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学》，薛天祥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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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 职业教育学 《职业教育学实用专题》，夏金星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出版。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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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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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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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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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 动物营养学 《动物营养学》，陈代文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 

720 鱼类生态学 《鱼类增养殖学》，申玉春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年 

721 农业微生物学 《农业微生物学》，王贺祥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年出版。 

722 烟草科学概论 

《烟草生理与生物化学》，周冀衡主编，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 年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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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原料学》，闫克玉、赵铭钦主编，科学出版社，2008 年出版。 

723 综合考试（常微分方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常微分方程》（第三版）,王高雄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出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李小平主编，中国

农业出版社，2007 年出版。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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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 产业生态学 《产业生态学》，袁增伟，毕军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 年出版。 

726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第二版），李贵深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年出版。 

727 农业工程概论 《农业工程概论》，张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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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 数据库原理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4 版) ，王珊， 萨师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出版。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资料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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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化学》（第一版），王晓蓉主编，南京大

学出版社，1993 年出版。 

731 环境工程学 

《水污染控制工程》下册第三版，高廷耀，顾国维，周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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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出版。 

732 食品化学 《食品化学》，夏延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年出版。 

733 电脑制图和手绘效果图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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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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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栽培学总论》，董钻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0 年出版；《作物栽培学各伦》，杨文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年出版。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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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 种子学 《种子学》，颜启传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年出版。 

738 烟草学（含烟栽培、育种和烟草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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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 果树栽培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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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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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 茶树栽培、加工与茶叶生物化学 
《茶树栽培学》（第四版），骆耀平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年出版；《茶叶加工学》（第三版），施兆鹏主编，中

国农业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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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资料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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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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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 土壤学 《地质与地貌学》，梁成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年出版。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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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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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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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 普通植物病理学 《普通植物病理学》（第四版），许志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出版。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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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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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 植物检疫学 《动植物检疫概论》，李志红，杨汉春，沈佐锐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年出版。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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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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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 动物饲养与饲料学 《动物营养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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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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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杨宁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年出版；《牛生产学》第二版，昝林森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年出版。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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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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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大学主编，中

国农业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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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马学恩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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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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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 专业综合考试（兽医药理学、中药化学二选一） 
《兽医药理学》，杨雨辉，邵卫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                                                 

《天然产物化学》，姚新生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7 年出版。 

760 牧草饲料作物栽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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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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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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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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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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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 管理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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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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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 思想政治理论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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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出版。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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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 家畜传染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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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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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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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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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学》，谢从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出

版。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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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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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资料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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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 生物分离工程 《生物分离工程》第三版，孙彦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年出版。 

779 金融学 《金融学》，黄达，中国人民出版社，精编版（第三版）。 

780 风景园林综合 《风景园林设计》：王晓俊,江苏科技出版社。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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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 成人教育槪论 祝捷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2 版。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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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八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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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七版。 

784 园林植物综合 
《园林树木栽培学》 编者：吴泽民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版）；《园林植物景观设计》 编者：刘雪梅  华中科技大学

出版社（2015 版）；《植物学》 编者：强胜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版）。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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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6 管理学原理 
 

787 基础心理学 
 

788 职业教育史 
 

789 环境艺术设计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 编者： 刘滨谊  东南大学出版社；《环境设计》编者：史刚、吴家骅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790 经济学基础 《经济学原理》曼昆，梁小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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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刘老师 0731-84673601 

理学院 刘老师 0731-8461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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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学院 舒老师 0731-84618190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杨老师 0731-84617093 

资源环境学院 李老师 0731-84635446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田老师 0731-84673689 

动物医学院 彭老师 0731-84617344 

经济学院 刘老师 0731—84618197 

商学院 王老师 0731-84617053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曾老师 0731-84618504 

教育学院 袁老师 0731-84617806 

外国语学院 张老师 0731-84673814 

信息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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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1-84618145 

研究生院招生办 

联系电话：0731—84618111 

传    真：0731—8461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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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