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   院系：   2014 --请选择-- 查 询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拟招生人

数 
考试科目(点击科目查看参考书目考试大纲) 备注 

001 农学院(电话:025-
84396302) 

208 

071007 遗传学  20 

01 群体与数量遗传学 

02 分子细胞遗传学 

03 植物遗传学 

04 病原真菌遗传学 

05 动物数量遗传学 

06 分子遗传学 

07 基因工程 

08 病原微生物遗传学 

09 细胞遗传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1 生物化学 或 802 植物生理

学  

复试科目:0101 遗传学 

09010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60 

01 作物生理生化 

02 作物生态 

03 作物栽培理论与技术 

04 作物生长监测与诊断 

05 作物化控理论与技术 

06 耕作制度 

07 作物系统模拟 

08 精确农业与数字农业 

09 生态农业与持续农业 

10 设施农业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1 生物化学 或 802 植物生理

学  

复试科目:0103 作物栽培学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93 

01 植物育种的原理和方法 

02 植物遗传资源的研究和利用 

03 植物细胞遗传与育种 

04 植物数量遗传与育种 

05 植物分子遗传与育种 

06 植物基因组学研究与分子育种 

07 植物细胞与基因工程 

08 种子科学与技术 

09 生物信息分析与利用 

10 种质基因组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1 生物化学 或 802 植物生理

学  

复试科目:0101 遗传学或0102 作物育种学 

095101 作物(专业学位)  20 

01 作物管理新技术 

02 精确农作技术 

03 农作设备开发应用 

04 作物基因工程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39 农业知

识综合一④907 作物学通论  

复试科目:0101 遗传学或0102 作物育种学或0103 



05 生物信息开发应用 

06 作物育种新技术 

作物栽培学 

095115 种业(专业学位)  15 

01 种子生物学 

02 种子生产 

03 种子质量控制 

04 种子产业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39 农业知

识综合一④920 种子学  

复试科目:0101 遗传学或0102 作物育种学或0103 

作物栽培学 

002 植物保护学院(电
话:84396589)  

185 

090401 植物病理学  61 

01 植物病原真菌及分子遗传学 

02 植物病原细菌学 

03 植物病原线虫学 

04 植物病毒学 

05 植物－病原物互作基因组学 

06 分子植物病理学 

07 生物防治与基因工程农药 

08 植物检疫学与入侵生物学 

09 植物抗病基因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1 生物化学 或 802 植物生理

学  

复试科目:0201 植物病理学 

090402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53 

01 昆虫生理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02 昆虫毒理与抗药性 

03 昆虫基因组与生物信息学(限考数学） 

04 昆虫生态与预测预报 

05 昆虫分子生态与进化 

06 昆虫行为与化学生态 

07 入侵生物与生物防治 

08 昆虫与螨类分类学 

09 水生昆虫学与淡水生态 

10 植物检疫学与害虫综合治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1 生物化学 或 802 植物生理

学  

复试科目:0202 昆虫学 

090403 农药学  22 

01 杀菌剂毒理与抗药性 

02 杀虫剂毒理与抗药性 

03 除草剂毒理与抗药性 

04 农药残留与环境毒理 

05 天然产物农药 

06 农药应用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④

801 生物化学 或 802 植物生理学  

复试科目:0203 农药学 

095104 植物保护(专业学位)  49 

01 农作物病害综合治理 

02 农业害虫综合治理 

03 外来入侵生物与植物检疫 

04 农药合理应用技术 

05 农药残留与农产品质量分析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39 农业知

识综合一 ④910 植物保护学通论  

复试科目:0201 植物病理学或0202 昆虫学或0203 

农药学 

003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电
话:025-84395620)  

191 

070700 海洋科学  16 

01 海洋化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02 海洋生物学 

03 海洋生态学 

04 环境海洋学 

05 海洋资源学 

06 海水工厂信息化养殖 

635 高等数学④806 普通生态学 或 808 微生物

学  

复试科目:0308 海洋生物学 

071300 生态学  16 

01 信息生态学 

02 污染生态学 

03 恢复生态学 

04 环境生态学 

05 农业生态学 

06 分子生态学 

07 生态系统生态学 

08 全球变化生态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6 普通生态学  

复试科目:0302 环境学或0304 农业生态学或0306 

土壤学或0309 分子生物学 

083001 环境科学  14 

01 环境过程与全球变化 

02 环境污染控制与生物修复 

03 环境质量与食品安全 

04 环境监测与环境影响评价 

05 环境生物与生态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2 数学二

④806 普通生态学 或 807 环境化学  

复试科目:0302 环境学 

083002 环境工程  15 

01 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工程 

02 水和废水处理工程 

03 环境微生物工程 

04 土壤污染化学与污染控制 

05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与修复 

06 新型环境材料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2 数学二

④808 微生物学 或 821 环境学概论  

复试科目:0303 环境工程学 

085229 环境工程(专业学位)  18 

01 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工程 

02 水和废水处理工程 

03 环境微生物工程 

04 土壤污染化学与污染控制 

05 生态环境规划与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二

④902 环境学基础  

复试科目:0303 环境工程学 

090301 土壤学  35 

01 土壤有机质与碳氮循环 

02 土壤资源环境遥感与信息技术 

03 土壤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农业 

04 土壤与环境质量及管理 

05 土壤污染治理与食物安全 

06 土壤生态与生态修复 

07 土壤生物与生态系统 

08 土壤生物与生物化学 

09 水土资源与水土环境 

10 土壤化学与应用地球化学 

11 生物质炭农业环境技术 

12 农业温室气体减排 

13 气候变化与农田生态系统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10 土壤学 或 821 环境学概论  

复试科目:0301 农业资源信息系统或0305 土壤农

化分析 

090302 植物营养学  48 



01 植物营养生理与养分管理 

02 植物营养分子生物学 

03 土壤微生物与生物有机肥料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④

802 植物生理学 或 844 土壤微生物学  

复试科目:0307 植物营养学或0309 分子生物学 

802植物生理学（为01和02研究方向考试科目）；844土壤

微生物学（为03研究方向考试科目） 

095103 农业资源利用(专业学位)  29 

01 土壤资源利用与耕地保育 

02 生物质资源开发利用 

03 植物营养与新型肥料研发 

04 农业环境与生态修复 

05 农产品质量控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39 农业知

识综合一④909 土壤肥料学通论  

复试科目:0305 土壤农化分析或0307 植物营养学 

004 园艺学院(电
话:84395262)  

210 

083400 风景园林学  10 

01 园林与景观规划设计 

02 园林植物应用 

03 大地景观规划与生态修复 

04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05 风景园林与景观遗产保护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4 园林历

史与理论④843 园林规划设计  

复试科目:0405 园林植物学 

核准招生时间：本学科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设立园林植物

与观赏园艺硕士点（含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挂靠园艺

学），连续招收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及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专业已十余年，具有丰富的研究生培养经验。2006年，经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正式设立城市规划与设计（含风

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专业，在原有专业基础上更加突出风

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特色，形成完整的研究生教学培养体

系。2011年，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的学科目录，在已

有城市规划与设计（含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二级学科的

基础上申报设立新一级学科——风景园林学，核准招生时

间2012年。 学科点目前有专职教师18人，其中教授4名，

副教授9名。具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教师15人。近5年

已招收研究生100多人。学科梯队的知识和年龄结构合理，

治学严谨，勇于开拓，学术思想活跃。 学科点遵循现代风

景园林学科的发展趋势，依托和发挥南京农业大学的行

业、学科和人才优势，调整后学位授权点在具有以下优势

和特色。 一是园林与景观设计方向，在农业园区与乡村景

观、校园景观环境、城市公共空间和高尔夫球场等的规划

设计方面，在规划理论和建设实践上形成了一定的特色，

在华东地区乃至全国都有较大影响。 二是园林植物应用方

向，主要研究集中在园林植物资源收集评价与保存，园林

植物新品种选育扩繁及应用，园林植物栽培养护及其生理

生态三个方面，承担了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为园

林植物选种、生产与应用奠定了基础。 三是大地景观规划

与生态修复方向，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依托园林规划设

计和园林工程等的技术方法，开展城镇园林生态环境营建

方面的理论、技术和施工等相关研究。注重研究生在理论

指导下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为风景园

林行业发展培养研究和应用型的高级人才。 四是风景园林

历史与理论方向，在中国古典园林环境空间研究、中国传

统园林景观意象研究、古代农田景观研究、中外古典园林

比较研究等形成特色与优势。并就今天我国园林建设如何

借用传统元素，融契古典园林物态化的文化底蕴，进行理

论与实践上的探讨。 五是风景园林与景观遗产保护方向，

在农业与乡村风景资源评价与保护、农业遗产与农业遗产

景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我校的中华文

明农业博物馆在全国属首例。 本学科主要导师及研究方

向：姜卫兵（园林规划与景观设计、园林植物生理与生

态）；郝日明（景观生态规划与修复，园林植物应用）；

房伟民（园林植物资源、生理生态与栽培养护）；张纵



（园林历史与理论、园林美学）；丁绍刚（风景园林与景

观遗产、园林规划设计）；李鹏宇（城乡规划、园林规

划）；杨志民（园林植物应用、高尔夫球场设计与管

理）；马锦义（园林规划设计）；陈宇（园林历史与理

论、园林规划设计）。 研究条件：本学科仪器设备值合计

100多万元，有中外文藏书合计1万多册，中外文期刊30多

种。近5年来拥有纵向和横向项目经费1100多万元，发表论

文200多篇，出版图书和专著10多部。 

090201 果树学  30 

01 果树遗传育种及生物技术 

02 果树栽培生理生态 

03 果树发育生物学 

04 果树种质资源 

05 植物生长物质在果树上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1 生物化学 或 

802 植物生理学  

复试科目:0403 园艺作物栽培育种学 

南京农业大学果树学科历史悠久，基础雄厚，其前身为原

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园艺系，曾培养了曾勉、吴耕民、王

业遴等一大批著名园艺学家；分别于1986年和2000年获硕

士、博士学位授予权，1998年被批准设立园艺学博士后流

动站，2000年获园艺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本学科

现系江苏省重点学科，是国家现代农业（梨）产业技术体

系建设的依托单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科学研究与推广

开发相结合，促进了我国果树科技进步和产业的发展；并

与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分子生物

学、生物信息学、土壤学、植物营养学、气象学、植物病

理学、昆虫学以及材料工程学等均有密切的联系。目前已

培养了200多名高素质的研究生。 果树学科现有教师22

人，其中教授11人，副教授3人，11人曾在国外学习或进修

1年以上。近十年来共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50多项，其中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16项，科研经费总数近4000万元。近年来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奖共6项，其中教

育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

江苏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江苏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三

等奖1项；发表论文300余篇，其中SCI文章80余篇。毕业研

究生一部分继续深造，一部分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农

业科技推广部门及企业工作。 

090202 蔬菜学  45 

01 蔬菜作物遗传育种 

02 蔬菜生理生态 

03 设施园艺与无土栽培 

04 蔬菜作物生物技术 

05 蔬菜基因组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1 生物化学 或 

802 植物生理学  

复试科目:0403 园艺作物栽培育种学 

南京农业大学蔬菜学科历史悠久，基础雄厚，其前身为原

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园艺系，曾培养了毛宗良、李曙轩、

曹寿椿、陆子豪等一大批老一辈国际知名园艺学家；分别

于1982年和1986年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1998年被

批准设立园艺学博士后流动站，2000年获园艺学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予权，2002年蔬菜学科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

科，2009年园艺学一级学科被认定为江苏省一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本学科牵头的“现代园艺科学”交

叉学科获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资助。本学科已

形成了四个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蔬菜遗传育种、设施蔬

菜栽培、蔬菜生理生态、蔬菜分子生物学。注重理论联系

实际、科学研究与推广开发相结合，促进了我国蔬菜科技

进步和产业的发展；并与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物化

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土壤学、植物营养学、气象

学、植物病理学、昆虫学以及材料工程学等均有密切的联

系。近年来购置了流式细胞仪、细胞遗传工作站等先进精

密实验仪器，提高了学科的科研总体实力。“不结球白菜

优异种质创新方法及其应用”荣获2006年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温室关键装备及有机基质的开发应用”成果本

学科作为第二参加单位获2009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作为作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

部分，科研及教学设施条件大为改善，目前学科已在蔬菜

作物品质改良、功能基因组、蛋白质组学等相关研究领域



具备了居国内一流、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设施和条件。经

江苏省、教育部、农业部批准，近年来先后成立了江苏省

十字花科蔬菜种质资源基因库、园艺作物种质创新与利用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农业部华东地区园艺作物生物学与

种质创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 本学科现有教授10名、

副教授11名，其中，博士生导师8名、硕士生导师14名。具

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教师分别达100％和75%；形成了

一支以中青年学术骨干为主体，业务素质优良，学缘结构

合理，学术氛围浓郁，团结合作，奋发向上，具有国际视

野和创新精神的师资队伍。本学科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主要

去向为：继续深造；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农业科技推广

部门等其它事业单位及企业工作。 

090203 茶学  11 

01 茶树育种及栽培 

02 茶叶化学与制茶工程 

03 饮料植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04 茶叶经济与茶文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④

801 生物化学 或 802 植物生理学  

复试科目:0401 茶树栽培学或0402 茶叶加工学 

学科级别：在园艺学一级学科下招生。核准招生时间：南

京农业大学茶学专业于2003年核准研究生招生。主要研究

方向的研究内容：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1、生物技

术与茶树种质资源的研究与利用；2、茶叶化学与制茶工

程。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1．茶树生物技术与种质

资源；2．茶叶化学与制茶工程；3．茶文化与经济；4．优

质安全高效茶叶生产技术与管理；5．茶及类茶植物资源的

综合利用。导师队伍：现有导师有张定、杨亚军、成浩、

黎星辉、黄启为等。学科导师主要在茶叶生物技术、茶树

育种、茶叶化学、茶树营养、茶叶生产技术与管理、茶叶

文化与经济、茶及类茶植物资源的综合利用等领域开展研

究工作。研究条件：作为新建学科，已经有了一定的积

累，在研项目包括江苏省农业高科技招标项目、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南京市重大科技项目和其他一些校企合作项

目，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有关业务单位、茶叶

行业重点实验室和相关茶叶企业有密切的合作关系，研究

条件正在逐步得到改善 

090706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25 

01 观赏植物种质资源研究与创新 

02 观赏植物遗传育种与分子生物学 

03 观赏植物生物技术 

04 观赏植物生理生态 

05 观赏植物栽培原理与技术 

06 草坪科学与管理（含高尔夫草坪建造技术） 

07 观赏植物采后生理与分子生物学 

08 观赏植物生殖发育生物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④

801 生物化学 或 802 植物生理学  

复试科目:0403 园艺作物栽培育种学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学科分别于1983年和1989年经国家教

委批准、在农业院校中建立第一个本科专业和硕士点，

2003年设置观赏园艺博士点，现为校级重点学科。学科

（花卉方向）现有师资16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7人，

另有兼职教授5人。学科现有实验室面积约1000m2，仪器设

备总值800余万元，拥有菊花（为中国菊花品种资源保存中

心）、梅花、草坪草资源保存与育种基地500亩，另与企业

共建花卉工程中心或研究院4个，拥有实验室面积约

4000m2。目前，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主要去向为：继续深

造；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或企业工作。“十一五”以

来，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863计划、公益性农业行业科研专项、教育部博士

点基金等国家及省部级课题80余项。在菊花种质资源搜

集、保存和新品种选育及花卉生长发育模拟模型等研究领

域居国内领先水平。培育菊花新品种300余个，申请国家发

明专利38项、国家植物新品种权34个，国际登录梅花新品

种12个，8个品种通过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鉴定，

完成的“菊花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研究和利用”成果

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003）；“菊花新品种选育与

推广应用”成果获农业部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二等奖

（2007）；“菊花种质创新与新品种选育”成果获教育部

科技进步二等奖（2008）；“主要设施花卉品种和技术集



成与推广应用”成果获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一等奖

（2011）；“菊花优异基因资源发掘与创新利用”成果获

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2）。“主要商品盆花新品

种选育及产业化关键技术与应用”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2011，第三完成单位）。主编了《中国菊花》、

《观赏园艺学》、《观赏园艺学通论》等一系列全国统编

教材或专著，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研究论文300余篇（其

中SCI收录7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与导师队伍：观赏植物

种质资源研究与创新（陈发棣、房伟民、蒋甲福、滕年

军、管志勇、张飞、刘建秀、黄苏珍）；观赏植物遗传育

种与分子生物学（陈发棣、蒋甲福、陈素梅、张飞、刘建

秀、黄苏珍）；观赏植物生物技术（陈发棣、蒋甲福、陈

素梅、王广东）；观赏植物生理生态（房伟民、杨志民、

徐迎春、王广东、管志勇、罗卫红、王亮生）；观赏植物

栽培原理与技术（房伟民、徐迎春、管志勇、罗卫红）；

草坪科学与管理（杨志民、刘建秀）；观赏植物采后生理

与分子生物学（陈素梅）；观赏植物生殖发育生物学（滕

年军）。 

095102 园艺(专业学位)  50 

01 果树良种繁育与推广 

02 蔬菜良种繁育与推广 

03 花卉良种繁育与推广 

04 茶叶良种繁育与推广 

05 果树生产原理与技术 

06 蔬菜生产原理与技术 

07 茶叶生产原理与技术 

08 花卉生产原理与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39 农业知

识综合一④908 园艺学通论  

复试科目:0403 园艺作物栽培育种学 

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最早成立的园

艺类学科之一， 1981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7年开始

招收博士研究生。目前拥有园艺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

后流动站以及果树、蔬菜、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茶学等

四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园艺学一级学科为江苏省

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蔬菜学科为国家重点

学科，果树学科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学科为校级重点学科。园艺学科现有教授24人，副教授19

人，博士生导师17人，硕士生导师41人，博士学位研究人

员35人；中国园艺学会副理事长1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

科评议组成员1人，教育部新（跨）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资助入选者6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6名，

其中首席专家1人，江苏省农业科技入户工程省级技术执行

专家3人。已形成了老中青结合，以中青年研究人员为核心

的高素质人才培养队伍。学科建有教育部园艺作物种质创

新与利用工程中心和农业部华东地区园艺作物生物学与种

质创制重点实验室，现代园艺科学入选江苏省高校优势学

科建设工程项目和 “985”优势学科平台。另外，还建有

大型仪器综合实验室、江浦园艺教学科研试验站及多家企

业研究生生工作站或研究院等，有良好的科研条件。“十

一五”期间共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39项、省部级项目166

项，到校科研总经费9847.5万元。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9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第二完成单位）。发

表核心期刊论文1157篇，其中SCI收录论文179篇，影响因

子6.0以上的论文3篇；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9件，育成新品

种21个。主要研究方向有：①果树良种繁育与推广；②蔬

菜良种繁育与推广；③花卉良种繁育与推广；④茶叶良种

繁育与推广；⑤果树生产原理与技术；⑥蔬菜生产原理与

技术；⑦茶叶生产原理与技术；⑧花卉生产原理与技术。

导师队伍参见各二级学科简介。 

095300 风景园林(专业学位)  28 

01 园林与景观规划设计 

02 园林植物应用 

03 大地景观规划与生态修复 

04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44 风景园

林基础④843 园林规划设计  

复试科目:0407 风景园林综合 

核准招生时间：本学科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设立园林植物

与观赏园艺硕士点（含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挂靠园艺

学），连续招收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及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专业已十余年，具有丰富的研究生培养经验。2006年，经



05 风景园林与景观遗产保护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正式设立城市规划与设计（含风

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专业，在原有专业基础上更加突出风

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特色，形成完整的研究生教学培养体

系。2011年，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的学科目录，在已

有城市规划与设计（含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二级学科的

基础上申报设立新一级学科——风景园林学，核准招生时

间2012年。 学科点目前有专职教师18人，其中教授4名，

副教授9名。具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教师15人。近5年

已招收研究生100多人。学科梯队的知识和年龄结构合理，

治学严谨，勇于开拓，学术思想活跃。 学科点遵循现代风

景园林学科的发展趋势，依托和发挥南京农业大学的行

业、学科和人才优势，调整后学位授权点在具有以下优势

和特色。 一是园林与景观设计方向，在农业园区与乡村景

观、校园景观环境、城市公共空间和高尔夫球场等的规划

设计方面，在规划理论和建设实践上形成了一定的特色，

在华东地区乃至全国都有较大影响。 二是园林植物应用方

向，主要研究集中在园林植物资源收集评价与保存，园林

植物新品种选育扩繁及应用，园林植物栽培养护及其生理

生态三个方面，承担了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为园

林植物选种、生产与应用奠定了基础。 三是大地景观规划

与生态修复方向，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依托园林规划设

计和园林工程等的技术方法，开展城镇园林生态环境营建

方面的理论、技术和施工等相关研究。注重研究生在理论

指导下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为风景园

林行业发展培养研究和应用型的高级人才。 四是风景园林

历史与理论方向，在中国古典园林环境空间研究、中国传

统园林景观意象研究、古代农田景观研究、中外古典园林

比较研究等形成特色与优势。并就今天我国园林建设如何

借用传统元素，融契古典园林物态化的文化底蕴，进行理

论与实践上的探讨。 五是风景园林与景观遗产保护方向，

在农业与乡村风景资源评价与保护、农业遗产与农业遗产

景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我校的中华文

明农业博物馆在全国属首例。 本学科主要导师及研究方

向：姜卫兵（园林规划与景观设计、园林植物生理与生

态）；郝日明（景观生态规划与修复，园林植物应用）；

房伟民（园林植物资源、生理生态与栽培养护）；张纵

（园林历史与理论、园林美学）；丁绍刚（风景园林与景

观遗产、园林规划设计）；李鹏宇（城乡规划、园林规

划）；杨志民（园林植物应用、高尔夫球场设计与管

理）；马锦义（园林规划设计）；陈宇（园林历史与理

论、园林规划设计）。 研究条件：本学科仪器设备值合计

100多万元，有中外文藏书合计1万多册，中外文期刊30多

种。近5年来拥有纵向和横向项目经费1100多万元，发表论

文200多篇，出版图书和专著10多部。 

100800 中药学  11 

01 药用植物种质资源评价与创新 

02 中药资源化学与现代中药研究 

03 中药材安全与监控 

04 药用植物栽培与生理 

05 药用植物（动）物引种驯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3 日语

③632 中药学专业基础综合  

复试科目:0404 中药资源学 

““中药学”专业简介： 南京农业大学中药学科（原中药

材和药用植物专业）成立于1985年，2003年经国家教委批

准，设立我国部属高等农林院校中第一个中药学一级学科

医学硕士点，2005年在园艺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药用植

物学博士点。主要培养从事药用植（动）物引种驯化、栽

培（饲养）、育种、中药资源研究和持续开发利用，以及

中药材安全与监控等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已培养硕士研

究生成为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相关学科、知名中医药生产

或经营企业的业务与技术骨干，深受广大用人单位的好



评，就业形势良好。本学科现有研究人员15人，其中具博

士学位8人，教授及兼职教授6人，副教授7人。学科目前已

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30多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项；作为学校建设的特色专业，目

前已具备了良好的实验条件和工作环境。于2003年建立的

中药学教学实验中心，包括4个功能实验室，即中药鉴定实

验室与中药炮制实验室、中药化学实验室与中药制剂实验

室、药用植物栽培实验室与药用真菌栽培实验室、药用植

物育种实验室与GAP研究室，另有1个实验准备室和2个高

值仪器室，各功能实验室分别由中心教师负责，并参与实

验室的建设和管理工作，以保证能够顺利完成有关实验教

学与科研各项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本专业业已在国内外

核心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300余篇；主编出版国家规划教材

6部，其中《药用植物资源学》2008年被国家教育部评为普

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同时著有《中国药用植物种子原色

图鉴》（中、英文版）等专著5部；获省部级奖2项，其他

科研奖1项。获国家技术发明专利授权5项。本学科点面向

全国招收硕士研究生，热忱欢迎有志于从事中药事业的人

士前来报考、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生，为我国的传统

瑰宝——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05 动物科技学院(电话:025-
84395346) 

106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31 

01 动物发育遗传学 

02 生物信息学与动物基因组分析 

03 动物分子数量遗传学 

04 动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 

05 动物基因工程 

06 动物生殖生理与生殖调控 

07 动物配子生物学与胚胎工程 

08 动物生长调控与有机生产 

09 动物生殖遗传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9 动物生理学 或 814 动物生

物化学  

复试科目:0501 动物繁殖学或0502 动物遗传学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31 

01 动物生长发育的营养调控 

02 消化道微生物 

03 饲料添加剂研究与利用 

04 饲料加工与调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9 动物生理学 或 814 动物生

物化学  

复试科目:0503 动物营养学与饲料学 

05 家畜环境生理与营养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9 动物生理学 或 814 动物生

物化学  

复试科目:0505 家畜环境卫生与畜牧学 

0905Z1 动物生产学  10 

01 家畜营养调控与饲养工艺研究 

02 家畜品种资源开发与新品种（品系）培育 

03 家畜环境控制技术研究 

04 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9 动物生理学 或 814 动物生

物化学  

复试科目:0506 动物生产学 

0905Z2 动物生物工程  10 

01 分子遗传与动物基因工程 

02 哺乳动物配子和胚胎生物工程 

03 分子营养与饲料生物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9 动物生理学 或 814 动物生

物化学  



04 畜牧环境工程 

复试科目:0501 动物繁殖学或0502 动物遗传学或

0503 动物营养学与饲料学 

095105 养殖(专业学位)  24 

01 动物重要经济性状的生理基础与高效生产 

02 饲料添加剂研究与利用 

03 生物饲料与健康养殖 

04 动物生殖生理与胚胎工程 

05 畜禽育种原理与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40 农业知

识综合二④911 畜牧学通论  

复试科目:0501 动物繁殖学或0502 动物遗传学或

0503 动物营养学与饲料学 

006 经济管理学院(电
话:84396041)  

168 

020205 产业经济学  14 

01 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 

02 农业关联产业经济 

03 产业绩效分析 

04 产业结构与产业规划 

05 公司理论与应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3 西方经济学  

复试科目:0602 产业经济学综合知识 

020206 国际贸易学  10 

01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02 世界贸易组织与制度 

03 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 

04 国际营销与农产品贸易 

05 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3 西方经济学  

复试科目:0604 国际贸易学综合知识 

025400 国际商务(专业学位)  10 

01 国际商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3 数学三

④434 国际商务专业基础  

复试科目:0607 国际贸易实务 

095110 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学位)  11 

01 农村与区域发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42 农业知

识综合四④914 农村与区域发展概论  

复试科目:0608 农业与关联产业经济学 

120202 企业管理  10 

01 现代企业管理 

02 园区规划与项目管理 

03 供应链管理 

04 电子商务 

05 市场营销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37 管理学综合  

复试科目:0603 企业管理综合知识 

120203 旅游管理  2 

01 旅游开发与管理 

02 旅游文化 

03 休闲农业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37 管理学综合  

复试科目:0609 旅游学概论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9 

01 农业技术经济 

02 技术进步经济学 

03 数量经济 

04 投资项目分析及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37 管理学综合  

复试科目:0605 技术经济管理综合知识 



05 科技管理 

06 项目管理 

120301 农业经济管理  14 

01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02 农业经营管理 

03 资源环境经济 

04 区域经济与农村可持续发展 

05 农业技术经济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3 西方经济学  

复试科目:0606 农业经济管理综合知识 

125100 工商管理(专业学位)  88 

01 金融与财务管理 

02 营销管理 

03 人力资源管理 

04 食品安全管理 

05 Agribusiness

06 物流管理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  

007 动物医学院(电话:)  163 

090601 基础兽医学  35 

01 动物生理学 

02 动物机能生物化学 

03 动物功能组织学与胚胎学 

04 动物病理学 

05 神经内分泌与免疫 

06 新兽药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④

809 动物生理学 或 814 动物生物化学  

复试科目:0701 动物形态学 

090602 预防兽医学  46 

01 兽医微生物学与免疫学 

02 鱼类病原微生物学 

03 动物传染病诊断与免疫 

04 兽医生物技术与疫苗 

05 兽医寄生虫免疫 

06 兽医公共卫生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④

809 动物生理学 或 814 动物生物化学  

复试科目:0703 预防兽医学综合知识 

090603 临床兽医学  31 

01 小动物外科学 

02 小动物内科与诊疗学 

03 畜禽骨骼生物学 

04 动物营养免疫学与营养代谢病 

05 家畜中毒病及其畜产品安全 

06 兽医临床应用分子生物学 

07 反刍兽营养性疾病机理与调控 

08 动物生殖调控与产科疾病 

09 中兽医学与中西兽医结合 

10 兽医中药学与中药药理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④

809 动物生理学 或 814 动物生物化学  

复试科目:0702 兽医临床诊断学 

095200 兽医(专业学位)  51 

01 兽医硕士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43 兽医基

础④918 兽医免疫学  

复试科目:0701 动物形态学或0702 兽医临床诊断

学或0703 预防兽医学综合知识 

复试科目同学术型相同研究方向的复试科目。 



008 食品科技学院(电
话:84396344)  

121 

082203 发酵工程  7 

01 酶工程及其应用 

02 食品发酵工程 

03 糖生物工程 

04 生物技术及新资源利用 

05 生物分离工程 

06 微生物代谢产物及利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2 数学二

④801 生物化学  

复试科目:0801 农畜产品贮藏加工或0802 食品微

生物学或0803 食品营养与化学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80 

01 肉品加工与质量安全 

02 畜产品加工学 

03 食品微生物学 

04 食品生物技术 

05 食品营养化学 

06 农产品质量检测与控制 

07 采后生物学与贮运技术 

08 农产品加工与综合利用 

09 谷物生物加工技术 

10 食品包装保鲜技术 

11 水产品贮藏与加工 

12 食品安全检测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2 数学二

④801 生物化学  

复试科目:0801 农畜产品贮藏加工或0802 食品微

生物学或0803 食品营养与化学 

085231 食品工程(专业学位)  24 

01 食品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二

④903 食品科学概论  

复试科目:0801 农畜产品贮藏加工或0802 食品微

生物学或0803 食品营养与化学 

095113 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学位)  10 

01 食品加工与安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41 农业知

识综合三④903 食品科学概论  

复试科目:0801 农畜产品贮藏加工或0802 食品微

生物学或0803 食品营养与化学 

009 公共管理学院(电话:025-
84395264) 

162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6 

01 资源经济与政策 

02 环境经济与管理 

03 人口、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5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复试科目:0903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8 

01 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02 “3S”技术与土壤资源管理 

03 “3S”技术与水土保持； 

05 土地信息系统； 

06 地籍管理信息系统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5 高等数

学④816 地理信息系统  

复试科目:0905 计算机高级语言 

120401 行政管理  20 

01 政府管理 

02 人力资源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或 625 政治学④817 行政管理学  



03 土地行政管理 

04 乡村治理 复试科目:0906 行政法学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8 

01 教育经济 

02 教育行政与管理 

03 教育决策与战略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或 630 教育学④817 行政管理学  

复试科目:0902 教育管理学 

120404 社会保障  8 

01 农村社会保障 

02 劳动与就业保障 

03 贫困与社会救助 

04 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4 经济学

原理④830 社会保障学  

复试科目:0901 社会保障学科基础综合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30 

01 土地经济与管理 

02 不动产评估与管理 

03 土地规划与城乡规划 

04 地籍与土地信息管理 

05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06 土地行政与土地法 

07 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8 土地经济学  

复试科目:0904 土地管理学（含土地利用规划、

地籍管理和土地法学） 

125200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82 

01 公共行政管理 

02 国土资源与环境管理 

03 劳动与社会保障 

04 区域发展与规划 

05 农村发展与管理 

06 教育经济与管理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  

复试科目:0907 公共管理综合知识 

010 人文学院(电
话:84396816)  

32 

030107 经济法学  9 

01 市场规制法 

02 农村经济法制 

03 食品安全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1 经济法

学④838 法理学  

复试科目:1001 民商法学 

0602L3 ★专门史  6 

01 农村经济与社会史 

02 农业文化史 

03 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4 历史学

基础综合  

复试科目:1002 中国历史文献学 

071200 科学技术史  7 

01 农业史 

02 技术史 

03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04 生态环境史 

05 科技与社会 

06 科技政策与科技发展战略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3 中国通

史④820 古代汉语  

复试科目:1003 科学技术史 

095111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专业学位)  10 

01 农业科技发展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42 农业知



02 农村社会发展 

03 农村社会组织 

04 农村法制 

05 农业文化与教育 

06 乡村旅游 

识综合四④915 农业概论  

复试科目:1004 农业科技管理理论与实践 

011 理学院(电话:84395204)  28 

070100 数学  6 

01 Hopf代数与量子群 

02 运筹与数量经济 

03 概率统计及其应用 

04 微分方程及其计算 

05 微分与拓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8 数学分

析④822 高等代数  

复试科目:1102 运筹学原理或1103 近世代数或

1106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或1107 微分方程 

070300 化学  9 

01 药物分子设计与合成 

02 污染控制化学 

03 天然药物化学 

04 药物和环境分析化学 

05 功能配合物材料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3 无机及

分析化学一④825 有机化学  

复试科目:1101 有机合成或1104 环境化学或1105 

仪器分析 

071011 生物物理学  2 

01 物联网农业生物学应用 

02 计算生物电磁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35 高等数

学④836 信号与系统  

复试科目:1108 电磁场与电磁波 

085216 化学工程(专业学位)  11 

01 药物合成、分析及开发 

02 环境污染物检测及控制 

03 农产品安全质量检测 

04 中药炮制及质量标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二

④811 无机及分析化学二 或 825 有机化学  

复试科目:1101 有机合成或1104 环境化学或1105 

仪器分析 

012 工学院(电话:025-
58606559) 

94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4 

01 数控特种加工技术 

02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03 数控技术及数控系统 

04 先进制造技术与现代制造系统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

④827 理论力学 或 847 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

础  

复试科目:1203 机械制造工艺学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4 

01 测控技术与智能仪器 

02 机器人技术 

03 机电系统结构设计 

04 先进机电系统与装置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

④827 理论力学 或 848 电工技术  

复试科目:1204 机械原理或1205 电子技术基础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6 

01 机械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02 机械精度设计及检测 

03 新一代几何产品规范与应用 

04 新型工程材料及其应用 

05 机械系统动力学及控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

④827 理论力学 或 828 材料力学  

复试科目:1204 机械原理 



080204 车辆工程  5 

01 车辆系统动力学与控制 

02 车辆电子技术与测控 

03 路面车辆系统 

04 车辆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05 车辆节能与环保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

④827 理论力学 或 849 汽车理论  

复试科目:1206 汽车构造 

081102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4 

01 现代检测技术及应用 

02 智能仪器与自动化装置 

03 测控系统通信与网络技术 

04 计算机图象识别系统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

④829 电路 或 850 自动控制原理  

复试科目:1201 电子技术 

082801 农业机械化工程  9 

01 农业机器系统优化技术 

02 农产品检测与加工技术 

03 生物机电系统 

04 农机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05 机电一体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2 数学二

④827 理论力学 或 829 电路  

复试科目:1202 农业机械学或1204 机械原理 

082803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3 

01 农业生物环境控制与装备 

02 人工湿地设计优化及净化技术 

03 能源与经济、环境协调发展与区域能源规划 

04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与评价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2 数学二

④821 环境学概论 或 827 理论力学  

复试科目:1207 农业生物环境工程 

082804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5 

01 农业电子与信息技术 

02 农业机器人 

03 机电一体化 

04 机器视觉与图像处理 

05 农业装备智能控制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2 数学二

④829 电路 或 852 微机原理与应用  

复试科目:1201 电子技术 

085201 机械工程(专业学位)  16 

01 现代特种加工新技术 

02 测控技术与智能仪器 

03 机械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04 新型工程材料及应用 

05 车辆系统动力学与控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二

④906 机械制造基础  

复试科目:1204 机械原理或1205 电子技术基础或

1206 汽车构造 

085227 农业工程(专业学位)  20 

01 农机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02 农产品检测与加工技术 

03 农业电子与信息技术 

04 农业装备智能控制技术 

05 农业生物环境控制与装备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二

④901 农业机械学概论  

复试科目:1204 机械原理或1205 电子技术基础或

1207 农业生物环境工程 

085240 物流工程(专业学位)  8 

01 物流系统规划设计与物流信息技术应用 

02 物流系统评价、模拟与优化 

03 采购与供应链管理 

04 农产品物流系统分析与设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3 数学三

④905 物流概论  

复试科目:1208 运筹学原理 



095109 农业机械化(专业学位)  5 

01 农机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02 计算机模拟与控制技术 

03 车辆电子控制技术 

04 农产品加工工艺与设备 

05 农业机械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分析 

06 农业生物环境模拟与控制 

07 人工湿地设计优化及其净化技术 

08 能源与经济、环境协调发展与区域能源规划 

09 新能源开发利用与评价 

10 智能检测与控制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41 农业知

识综合三④901 农业机械学概论  

复试科目:1204 机械原理或1205 电子技术基础或

1207 农业生物环境工程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5 

01 管理科学理论、方法及其应用 

02 工业工程与物流管理 

03 资源与环境管理工程 

04 高新技术产业化与技术创新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54 管理学原理  

复试科目:1209 管理统计或1210 运筹学 

013 渔业学院(电
话:051085558444)  

48 

071004 水生生物学  3 

01 养殖水域生态学 

02 水产动物营养与生理 

03 渔业环境生物学 

04 水生无脊椎动物学 

05 藻类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14 动物生物化学 或 831 水生

生物学  

复试科目:1301 鱼类增养殖学 

090801 水产养殖  18 

01 水产生物遗传育种 

02 水产生物技术 

03 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 

04 水产动物病害与防治 

05 水产健康养殖 

06 渔业产业经济 

07 水产信息技术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6 普通生态学 或 831 水生生

物学  

复试科目:1301 鱼类增养殖学 

090802 捕捞学  2 

01 捕捞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6 普通生态学 或 831 水生生

物学  

复试科目:1301 鱼类增养殖学 

090803 渔业资源  2 

01 水域生态学 

02 渔业环境生物学 

03 渔业生态环境保护 

04 渔业资源养护与利用 

05 水产种质资源利用与管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6 普通生态学 或 831 水生生

物学  

复试科目:1301 鱼类增养殖学 

095108 渔业(专业学位)  23 

01 水产种质资源利用与管理 

02 水产营养与饲料 

03 水产病害防治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40 农业知

识综合二④913 水产学概论  



04 渔业资源养护与环境保护 

05 水产养殖技术与推广 

06 渔业经济与管理 

复试科目:1301 鱼类增养殖学 

014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电
话:84395042)  

32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 

01 软件工程 

02 物联网技术及应用 

03 数据库与知识工程 

04 生物信息学与知识挖掘 

05 农业信息学 

06 计算机图形、图像及科学可视化 

07 信息系统与集成技术 

08 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1 数学一

④853 计算机专业基础综合  

复试科目:1402 数据库系统原理 

095112 农业信息化(专业学位)  16 

01 农业信息资源组织 

02 农村信息化 

03 物联网与现代农业 

04 作物生产信息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41 农业知

识综合三④916 农业信息学  

复试科目:1401 计算机软件设计基础 

120501 图书馆学  5 

01 网络信息组织与管理 

02 数字图书馆 

03 现代图书馆管理 

04 数字化参考咨询 

05 比较图书馆学研究 

06 信息检索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9 文献信

息学④832 文献分类编目  

复试科目:1403 信息技术基础 

120502 情报学  5 

01 信息检索技术 

02 农村与农业信息资源管理 

03 网络信息管理 

04 竞争情报 

05 信息计量与评价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33 信息检索  

复试科目:1401 计算机软件设计基础 

015 外国语学院(电
话:84395755)  

39 

050200 外国语言文学  7 

01 日汉语言比较 

02 日语语言 

03 日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04 日本文化 

05 翻译理论与实践 

06 语料库语言学 

07 比较文学与文化 

08 英语教学理论 

09 二语习得 

10 语言/文化传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41 英语二外 或 242 俄

语二外 或 243 日语二外 或 244 法语二外 或 

245 德语二外③626 基础英语 或 627 日语专业

基础综合④834 英汉互译 或 835 日语读解与写

作  

复试科目:1501 日语语言或1502 语言学概论 

选报日汉语言比较、日语语言、日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日

本文化四个方向的考生，考试科目二只能选择英语二外；

选报其他方向的考生的考试科目二不能选择英语二外，只

能选其他二外！ 

055100 翻译(专业学位)  32 

01 英语笔译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11 翻译硕士英语 或 



02 日语笔译 213 翻译硕士日语③357 英语翻译基础 或 359 

日语翻译基础④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复试科目:1501 日语语言或1502 语言学概论或

1503 英汉互译 

016 生命科学学院(电
话:84396671)  

159 

071001 植物学  40 

01 杂草生物学及可持续治理 

02 生物安全及杂草检疫 

03 植物分子生态 

04 资源植物学 

05 植物营养生理 

06 植物激素生理 

07 植物环境生理 

08 植物生长发育生理 

09 植物光合生理 

10 植物抗逆分子生物学 

11 污染环境的生物修复 

12 能源植物生理 

13 种子植物分类学 

14 植物生态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1 生物化学 或 802 植物生理

学  

复试科目:1604 细胞生物学或1605 植物学 

071002 动物学  7 

01 动物毒素结构与功能 

02 抗虫生物与抗虫基因资源开发 

03 天然生物活性成分的研究与开发 

04 动物分子系统进化 

05 神经生物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1 生物化学  

复试科目:1601 动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47 

01 环境微生物学与环境微生物工程 

02 微生物与宿主间的相互作用 

03 生物活性物质与微生物发酵工程 

04 食、药用真菌分子遗传育种与应用 

05 微生物资源与分子生态学 

06 微生物酶学及蛋白质结构与功能 

07 微生物的分子进化以及农业微生物资源 

08 真核微生物蛋白质转运 

09 食、药用真菌工厂化栽培 

10 昆虫与植物螺原体以及土壤微生物与植物病

害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1 生物化学  

复试科目:1603 微生物学 

071008 发育生物学  5 

01 发育生物学技术在生物安全评价中的应用 

02 植物繁育生物学 

03 植物生殖生理 

04 植物发育的分子机理 

05 植物发育的激素调控 

06 植物细胞工程与发育 

07 植物育性控制机理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1 生物化学 或 802 植物生理

学  

复试科目:1605 植物学 

071009 细胞生物学  8 

01 叶绿体与光合细胞衰老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02 植物细胞的衰老和调控 

03 植物逆境细胞信号转导 

04 植物细胞对逆境响应的分子机理 

05 植物细胞膜结构与物质运输 

06 植物胚胎发生的分子细胞生物学 

07 植物细胞工程 

08 植物细胞蛋白质的运输机制 

09 真核生物蛋白质运输的调控机制 

10 分子免疫学 

635 高等数学④801 生物化学 或 802 植物生理

学  

复试科目:1604 细胞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1 

01 植物蛋白质代谢及调控 

02 蛋白质工程 

03 植物细胞程序性死亡 

04 植物活性氧（碳、氮）代谢及功能 

05 植物养分元素代谢的小分子RNA调控机理 

06 植物功能基因组学与基因工程 

07 植物发育分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 

08 植物抗病分子生物学 

09 蛋白质结构与功能 

10 植物防卫信号转导 

11 转基因检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④

801 生物化学  

复试科目:1602 分子生物学 

085238 生物工程(专业学位)  31 

01 杂草稻防除 

02 食用菌工厂化生产 

03 设施植物生理学应用研究 

04 生物药用资源研发 

05 生物农药资源研发 

06 生物除草剂 

07 转基因检测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2 数学二

④801 生物化学  

复试科目:1603 微生物学 

017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
(电话:84399580)  

13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01 科技与社会 

02 技术创新与管理 

03 科学哲学 

04 科技伦理 

05 宗教与科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3 科学技

术简史④842 马克思主义哲学  

复试科目:1701 欧洲近代哲学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01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发展 

02 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发展 

03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1 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④83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复试科目:1705 哲学史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01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发展 

02 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发展 

03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1 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④840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复试科目:1705 哲学史 

018 金融学院(电
话:84396896)  

79 



020204 金融学  16 

01 货币银行学 

02 农村金融 

03 国际金融 

04 证券投资 

05 公司金融 

06 保险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13 西方经济学  

复试科目:1802 金融学综合知识 

025100 金融(专业学位)  29 

01 金融管理 

02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03 证券投资 

04 国际金融管理 

05 区域金融制度与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03 数学三

④431 金融学综合  

复试科目:1803 投资学综合 

120201 会计学  8 

01 财务会计 

02 财务管理 

03 审计 

04 成本管理会计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03 数学三

④837 管理学综合  

复试科目:1801 会计学综合知识 

125300 会计(专业学位)  26 

01 财务会计 

02 财务管理 

03 审计 

04 成本管理会计 

①199 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  

复试科目:1801 会计学综合知识 

019 农村发展学院(电
话:84396421)  

38 

030300 社会学  5 

01 农村社会学 

02 社会组织 

03 社区研究 

04 社会政策 

05 民俗文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22 社会学

研究方法④819 社会学理论  

复试科目:1902 应用社会学 

本专业不接收同等学力考生。 

035200 社会工作(专业学位)  33 

01 农村社会工作 

02 社区社会工作 

03 学校社会工作 

04 老年社会工作 

05 社会福利政策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31 社会工

作原理④437 社会工作实务  

复试科目:1901 社会工作综合知识 

020 草业学院(电话:025-
84395346) 

16 

090900 草学  8 

01 牧草高产栽培理论与技术 

02 牧草资源开发与利用 

04 牧草及草坪草育种 

05 饲草调制与加工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635 高等数学④801 生物化学 或 802 植物生理

学  

复试科目:2001 饲草生产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612 化学 或 



03 草坪生理生态 
635 高等数学④801 生物化学 或 802 植物生理

学  

复试科目:2002 草坪学 

095106 草业(专业学位)  8 

01 牧草高产栽培理论与技术 

02 牧草资源开发与利用 

03 草坪管理 

04 牧草及草坪草育种 

05 饲草调制与加工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339 农业知

识综合一 ④802 植物生理学 或 911 畜牧学通

论  

复试科目:2001 饲草生产学或2002 草坪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