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硕士农艺与种业领域（095131）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第一章   学位授予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  领域概况与培养方向  

一、领域概况  

农艺与种业领域农业硕士是与该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主要为农艺与种业

领域技术研究、应用、开发及推广，农村发展和农业教育等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应用

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农艺与种业领域农业硕士专业涵盖作物科学、园艺科学、草业科学、种业科学、林业科

学五个大方向，培养要求如下： 

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树立科学发展观，为

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2.掌握大田农作物、园艺作物、草地、种业生产、林业生产的管理与工程技术，具备植

物生产全产业链的生产与经营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技能，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作物领域的

研究或开发、经营管理等工作的能力。 

本专业学位点依托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园艺学院、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开设。人才

培养以丰富的教学内容、合理的课程体系、完善的实验基地为支撑，以实践教学为主导，科

学管理和开展有效的培养质量评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相关规定，实施系统

化教育与培养过程。有利于学生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有助于学生具备从事相关

工作的能力。 

二、培养方向  

    本领域包括作物科学、园艺科学、草业科学、种业科学、林业科学等方向，其中： 

    作物科学以解决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重大宏观问题为目标，利用现代生物技术

和信息技术等成果，研究农作物全面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生产的理论与技术。包

括研究作物新品种选育的作物遗传改良理论与技术；研究作物生长发育规律、产量品质形成

规律及其与环境条件的关系，通过栽培措施等环境调控实现作物高产、优质和高效生产的作

物栽培理论与技术；从作物布局等耕作制度的改革，实现农业全面持续高产的耕作学的理论

与技术等。在热带亚热带作物生理生态、现代耕作制度与生态农业、作物高产优质栽培、作

物新品种选育等方面具有明显特色。 

园艺科学以园艺作物安全生产、提质增效、丰富人民生活为目标，利用现代农业科技

成果，研究园艺作物（果树、蔬菜、花卉、茶）的栽培及育种、贮藏加工的新技术与应用推

广。主要研究园艺作物新品种选育的遗传改良理论与技术；研究园艺作物生长发育规律、产

量器官及品质形成规律、繁殖规律及其与环境条件的关系，通过栽培措施及设施条件等方法

实现园艺作物高产、优质和高效生产的栽培理论与技术；研究园艺产品的采后贮藏、运输及



销售的理论与技术等。在热带亚热带园艺作物栽培、育种及产品的采后贮运等方面具有明显

特色。 

草业科学以发展草地农业和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和生态工程技术

等成果，研究牧草、草坪草、能源草等优质、低耗、高效、可持续生产的理论与技术。主要

研究草类植物新品种选育的理论与技术；饲草、能源草生产与加工利用的理论与技术；绿化

草坪、运动场草坪等的建植与管理的理论与技术等。在热带亚热带草坪建植管理、饲草改良

及加工贮藏方面优势与特色明显。 

种业科学以解决农作物、园艺作物和草用植物种子（种苗）的高质量生产和科学利用

为目标，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成果，研究种子（种苗）高质量、高效率、生态、

安全生产的理论与技术。包括研究农作物、园艺作物和草用植物种子（种苗）生产理论与技

术；研究种子（种苗）加工、储藏种种子活力变化规律及其与环境条件的关系，通过环境调

控实现种子（种苗）种子质量持续的加工储藏理论与技术；研究种子（种苗）质量和健康形

成的规律，建立合理科学的种子检验检验理论与技术等；总结农作物、园艺作物和草用植物

种子（种苗）市场营销和贸易的模式，在符合种业法律法规基础上探索我国种业市场发展的

途径。在热带亚热带农作物、园艺作物和草用植物种子（种苗）生产、加工、储藏、检验、

营销和贸易等方面具有明显特色。 

林业科学以热带亚热带森林资源特点和广东林业发展战略需求为目标，利用现代生物

技术和林业科技等成果，研究速生乡土阔叶树种和松树遗传改良、用材林和经济林高效栽培

技术、有害生物检验与防治技术、观赏植物培育与应用等。主要包括华南地区工业用材林良

种选育、病虫害防治、油茶、重金属污染地区植被恢复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开展森林微生物、

林木激素、植物次生代谢产物、木本饲料和花卉、药用植物开发利用、林木生物质工程等领

域研究。 

第二部分  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一、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道德 

    在各项科学研究和技术示范、推广等活动中，应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恪守学术诚

信，遵守学术规范；应严格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尊重他人科研成果，不剽窃抄袭、不伪造篡

改实验数据或研究成果，学位论文不弄虚作假。 

2.专业素养 

    应具有较强的农艺与种业相关领域专业技能和技术传授能力；具有创新意识，具备农艺

与种业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具有较强的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能够承担相关专业工

作的良好身体和心理素质。 

3.职业精神 

    应热爱农艺与种业相关研发与推广工作，具有服务行业和产业的职业目标定位；具有献

身农业的人生价值和职业理想，有勤思善学、不断增强专业能力的职业态度，积极为我国农

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服务。 

二、获本专业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1.基础知识 

掌握农艺与种业领域的基本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管理、人文和社会科

学知识；应掌握作物育种学、作物栽培学、种子学、园艺学、草学、林学、经济学、推广学

等方面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2.专业知识 

要求掌握作物科学、园艺科学、草业科学、种业科学、林业科学等专业方向的专业知

识，其基础理论与知识应能支撑各服务领域技术创新；其专业知识应能适应各服务领域和地

区特点，以及新的行业方向和种业发展的需求。 

三、获本专业学位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实践教学贯穿于课程教学、实习实践、学位论文研究等培养全过程，包括基本专业技

能实践和专业实践等环节，进行至少 6 个月的专业实践训练。利用相对稳定、特色突出、针

对性强的实践基地条件，针对农艺与种业领域的实际问题，拟定实践主题，采用具有符合职

业需求和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多样化实践训练方法，通过对生产、经营等领域理论和专业技

术的综合运用与研究，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策略和方法，培养研究生探究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1.获取知识的能力 

能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资料查询、文献检索，以获取本领域的相关知识、技术

与方法；通过参加专题讲座、学术会议及研讨会等多种学术活动，了解本领城的国内外发展

动态。 

2.科学研究能力 

能独立开展研究课题，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具有较强的论文撰写能力；善于从生产

中发现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具备独立开展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的能力。 

3.实践能力 

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通过生产调查和实践训练，了解

生产现状和技术需求，能够指导生产技术示范，开展技术推广服务。 

4.学术交流能力 

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培养科学的思维能力；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能够运用各种

媒体、研讨会、技术示范现场等平台，准确、清晰地表达学术思想和学术效果。 

五、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 

农艺与种业领域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必需要有明确

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鼓励在与行业最新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选题，尽量做到与专业实践

训练环节相结合。 

2.论文规范 

学位论文应反映研究生综合运用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可将研究论文、

项目（产品）设计开发、调研报告、案例分析、发明专利、技术标准等作为主要内容，以论

文形式表现。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硕士生本人独立完成，应做到思路清晰、结构合



理、文字顺畅、数据详实、图表规范、结论可靠，论文撰写必须符合《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撰写规范》。 

3.论文水平 

学位论文应具有明确的应用目的、实践价值或理论意义，论文有一定的工作量和难度，

应体现出研究生在掌握选题领域国内外现状和进展的基础上，能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

技术，解决种业生产和建设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4.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考查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业技术应

用、农业和农村实际问题的能力；审查学位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 

攻读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方可

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应至少有 2 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答辩委员会应由 3-5

位专家组成，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有相关行业具有高级职称（或相当水

平）的专家，导师不得担任本人指导研究生的答辩委员会委员。 

第二章  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类别 农业硕士 
类别代

码 
0951 

领域名称 农艺与种业 
领域代

码 
095131 

学制 

全日制：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 

非全日制：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 

学分 

总学分： ≥28 学分 

课程学分： ≥22 学分 

培养环节：≥6 学分，其中实践训练 6 学分，其他 0 学分 

一、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中文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公共学位课 

（8）学分 

190210000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2.0 秋 必修 

19021000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0 春 必修  

二选一 

 19021000000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0 春 必修 

15021000000001 硕士生英语 3.0 春/秋 必修 

09031095100004 
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

兴战略 
2.0 春/秋 必修 

领域主干课 

(7)学分 
03031095131091 

现代植物生产理论与技

术 
3.0 秋 必修 四选三 



 
06031095131100 

现代农业发展与实践案

例 
3.0 春 必修 

03031095131092 农业科技与政策 2.0 秋 必修 

12031095131108 现代草业科学与技术 2.0 秋 必修 

选修课 

（7-9）学分 

 

03032095131096 
高级植物育种理论与技

术 
2.0 春 选修 

教指委

指导性

培养方

案中列

出的选

修课程 

03032095131093 
农艺与种业领域研究进

展 
2.0 秋 选修 

03032095131097 作物科学研究法 2.0 秋 选修 

03032095131098 
农业生态与可持续耕作

制度 
2.0 秋 选修 

03032095131099 农业机械化生产 2.0 秋 选修 

06032095131101 植物生物技术 2.0 秋 选修 

06032095131102 园艺植物栽培与管理 2.0 春 选修 

06032095131103 设施园艺工程技术 2.0 春 选修 

06032095131104 园艺产品生产与营销 2.0 春 选修 

12032095131109 草业科学导论 2.0 秋 选修 

12032095131110 草地资源与管理 2.0 秋 选修 

12032095131111 草地植物栽培管理 2.0 春 选修 

03032095131094 种子工程技术 2.0 秋 选修 

03032095131095 种子经营与管理 2.0 秋 选修 

12032095131114 高级试验统计 2.0 春 选修 

林业增

设课程 

12032095131115 高级植物生理生态 2.0 春 选修 

12032095131116 林业科学专题 2.0 秋 选修 

12032095131117 生物技术研究进展 2.0 秋 选修 

12032095131118 世界林业发展概论 2.0 秋 选修 

06032095131112 高级茶学 2.0 秋 选修 

园艺增

设课程 

06032095131105 园艺产品保鲜与物流 2.0 春 选修 

06032095131106 园艺学研究进展 2.0 秋 选修 

06032095131107 植物组织培养 2.0 秋 选修 

说明： 

（1）选修课组成包括：领域开出的教指委指导性培养方案中列出的选修课、各领域自行

增设的选修课程、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的网络在线课程（慕课）及其他选修课程。 



（2）研究生必须选择 1 门以上领域开出的教指委指导性培养方案中列出的专门面向农业

硕士的选修课。 

（3）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的网络在线课程（慕课）纳入选修课范围，研究生可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 1 门课作为选修课列入培养计划，经考核合格可认定该课程学分，多选的在线

课程不认定学分。 

（4）方案中仅列出单独为农业硕士开设的选修课程，学硕的课程或学硕与专硕混合授课

的课程不列入。未列出的选修课程，研究生可在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选择。 

二、培养环节及时间安排 

培养环节 

时间安排 

学分 备注 

全日制 
非全

日制 

1.制定培养计划 第 1 学期开学初 -  

2.开题报告 第 3 学期 
第 3

学期 
-  

3.中期考核 第 3 学期 
第 3

学期 
-  

4.实践训练 第 3-4 学期 

第

3-4

学期 

6  

5.学术交流 第 1-5 学期 

第

1-5

学期 

不计学分  

6.同等学力或跨学科考生补修本学

科主干课程 

以同等学力和跨一级学科录取的研究生，至少应补修该专业本科阶

段主干课程 2 门。是否需要补修，可由导师和学院决定。 

三、培养环节具体标准及考核要求 

（一）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对学位论文选题、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掌握程度的评定，是保证学位论文质量的关键

环节。开题报告内容主要对学位论文的立题依据、研究内容和目标、研究方案设计及可行性分析、研究

的特色与创新之处、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等方面进行论证。农业硕士的选题要求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

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能解决农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选题内容应与所属领域相符合。三年

制研究生于第 3 学期内完成。 

 

（二）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对研究生入学以来的思想品德表现、课程学习和科研能力等方面进行的综合评定。研究生

中期考核可结合学位论文开题工作进行。三年制硕士生须在第 3 学期完成中期考核。 

 

（三）实践训练 

农艺与种业领域积极建立稳定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围绕本领域学位授予要求制定实践训

练大纲，组织开展实践教学工作，实践训练时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 

实践训练环节一般在校外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基地完成。导师也可以结合自身所承担的科研课题，安

排研究生在校内外可开展实践训练的企事业实验室、农事训练场所进行科研或工程项目、技术岗位、管

理岗位、案例模拟训练以及其它形式的实践训练。研究生参加校、院组织的“三下乡”活动 3 天以上，或研



究生承担实验教学 4 学时以上的可纳入实践训练，计 1 学分。 

参加实践训练的研究生须撰写不少于 5000 字的实践研究总结报告，填写《实践训练表》、进行实践

训练答辩会。学院组织相关学科成立考核小组，考核小组根据研究生实践工作量、综合表现及实践单位

反馈意见等，评定研究生的实践研究效果。经学院考核通过者方可取得相应学分。实践训练的具体内容、

基本要求、评分标准，以定量表述为主，便于加强监督和检查。 

 

（四）学术交流 

硕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学术报告 5 次和做学术报告 1 次，填写“硕士生参加学术活动记录”表，经导

师签字后交所在学院核定，登录成绩，不计学分。 

四、研究生科研成果要求 

鼓励研究生发表相关论文、申报专利等。 

五、毕业与学位授予 

达到学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分、培养环节要求、完成毕业论文或学位论文的研究生，可参加毕

业论文或学位论文答辩，通过毕业论文或学位论文答辩者准予毕业，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达到学位授予

标准者可授予学位。最长年限内参加答辩但未通过者作结业处理；未达到研究生课程学分及培养环节有

关要求的作肄业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