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硕士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

(095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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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农业硕士是与土壤肥料、植物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治理等领

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主要为土壤肥料、植物保护领域相关行政部门、行业与企事

业单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培养精技术、懂经营、会管理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职业技

能人才。 

华南农业大学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农业硕士由资源环境学院、农学院、园艺学院、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以及材料与能源学院等五个学院培养。该领域农业硕士培养主要依托农

业资源与环境学科、植物保护和生态学三个一级学科。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是华南农业大学历史悠久、学术积淀深厚、区域特色鲜明的优势

学科，是我国最早（1935 年）开展本学科（土壤学二级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学科，是广东

省优势重点一级学科。 

植物保护学科是我国第一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是广东省攀峰重点学科。 

生态学科发展历史悠久，以农业生态学为优势，区域特色鲜明，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是广东省优势重点一级学科。 

二、培养方向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农业硕士学制包括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类型，共有以下十

个培养方向： 

1、农业环境保护 

2、农业生态工程与技术 

3、养分资源综合管理技术 

4、土壤资源管理与持续农业 

5、土地资源利用与信息技术 

6、植物营养 

7、肥料 

8、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9、植物病理 

10、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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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协作精神，注重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和推广对人文、社会和自然的影响。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崇尚严谨的研发态

度和务实求真的工作原则，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尊重他人劳动和权益，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和

法律法规。 

2.专业素养 

应具有从事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相关工作的科学文化素养和崇尚创新的科学精神，

对本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具备知识学习、科学研究和

实践创新的能力，了解本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的专门知识，掌握资源利用与植物

保护领域应用技术的研发理论与方法以及技术推广体系的发展动态，能扎实开展该领域新技

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同时还应具备本领域相关的知识产权、技术推广管理和科研伦理等方

面的知识。增强创新创业能力。 

3.职业精神 

应热爱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技术推广工作，以向生产应用者推广和传授科学实用

技术为职业目标，致力于发现并解决该领域技术服务于生产一线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务

实创新，积极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服务。 

二、获本专业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1.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祖国，热

爱农业，遵纪守法，品德高尚，求实创新，努力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农业农村农民。 

2.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较宽广的人文、社会和管理科学知识；

具有较强的综合素质、专业技能和发展潜力，创新创业意识、组织协调和科技传播能力强，

能够独立从事高层次、综合性农业技术集成推广和农业农村科技、经济及社会发展工作。 

3.掌握一门外国语，基本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三、获本专业学位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根据培养需要建立稳定的农业硕士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

基地，加强研究生的实践训练，实行双导师制，促进实践与课程教学和学位论文工作的紧密

结合，注重在实践中培养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实践训练不少于 6 个月。 

四、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1.获取知识的能力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硕士研究生应掌握该学科全面先进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运用

于自己所开展的科研实践中，并从中汲取经验，获得新的认识。 

2.科学研究能力 

本领域硕士研究生应能运用所学知识选定研究课题，并设计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和实

验手段。具备开展实施相关科学实验的技能，并能合理充分地分析论证实验数据结果。 

3.实践能力 

本领域硕士研究生在实施科研课题的过程中，应锻炼科研素质，培养实际动手能力，

将理论运用于实践，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 



4.学术交流能力 

本领域硕士研究生应具备基本的学术沟通能力，通过多种途径交流、展现自己科研上

的成绩和进展。 

五、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选题要求 

论文选题应紧密结合我国“三农”问题，来源于土壤肥料、植物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

等的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要有明确的应用价值，论文应具有一定技术难度、先进性和工作

量，能够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本领域相关的农业技术集成推广、

农业农村发展与服务等实际问题的能力。 

2.学位论文形式和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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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技术研究

论文、项目（产品）设计、调研报告、案例分析、项目企划等作为主要内容，以学位论文形

式表现。学位论文应当严格遵守学术规范，论文的文献综述和观点评价要准确、典型、客观，

数据来源真实可靠，结论科学，论文写作要求概念清晰、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文理通顺，

格式符合国家或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论文格式和规范要求。 

3.学位论文水平要求 

学位论文应能体现研究生较为全面地掌握论文选题所涉及的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

的现状，能够综合运用该领域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和农村中

该领域相关的实际问题，能够围绕论文选题提出独立见解或解决方案。具体包括发现并研究

该领域的新问题，推广新技术、新产品，提出该领域技术推广新见解和新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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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领域代码 09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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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学分 

课程学分： 22 学分 

培养环节： 8 学分，其中实践训练 6 学分，其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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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学分 

03031095132100 
高级试验设计与生物统

计 
2.0 秋 必修  

08031095132001  
农业资源及有害生物调

查与评价 
2.0 秋 必修 

八选六 

03031095132101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技

术进展 
2.0 春 必修 

03031095132102  
农化产品高效利用与管

理（案例） 
2.0 春 必修 

03031095132103  
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与

应用 
2.0 秋 必修 

03031095132104 植物有害生物综合防控 2.0 秋 必修 

08031095132002 
农业面源污染与生态治

理 
2.0 秋 必修 

03031095132114 传播与沟通 2.0 春 必修 

选修课 

（2）学分 

08032095103005 农业资源利用研究法  2.0 春/秋 选修 

 

08032095132001 植物营养诊断技术 2.0 春/秋 选修 

08032095132002 土壤肥力与培育技术 2.0 春/秋 选修 

08032095132003 
肥料资源与养分综合管

理 
2.0 春/秋 选修 

08032095132004 土壤退化与恢复 2.0 春/秋 选修 

08032095132005 新型肥料研制与应用 2.0 春/秋 选修 

03032095132105 植物有害生物防治 2.0 春 选修 

03032095132108 农业生物安全 2.0 春/秋 选修 

03032095132106 昆虫学研究方法 2.0 秋 选修 

03032095132107 
绿色农药研究及应用技

术 
2.0 秋 选修 

08032095132006 生物入侵及其控制 2.0 秋 选修 

03032095132109 现代植物保护技术 2.0 春/秋 选修 

03032095132112 科技论文写作 2.0 春 选修 

08032095132007 农业环境保护 2.0 春 选修 

08032095132008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技术 2.0 春 选修 



08032095132009 水肥药一体化技术 2.0 春 选修 

03032095132110 植物有害生物诊断技术 2.0 春/秋 选修 

08032095132010 3S 技术及其农业应用 2.0 秋 选修 

03032095132111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

域法规案例分析 
2.0 秋 选修 

08032095132011 生态循环农业工程 2.0 春/秋 选修 

 
其他专业选修课及跨专

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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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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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学期 
第 1~6

学期 
6  

5.学术交流 第 1~5 学期 
第 1~5

学期 
1  

6.撰写文献综述或专题报告 第 1~5 学期 
第 1~5

学期 
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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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领域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于第三学期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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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

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可结合学位论文开题工作进行，须在第三学期完成中期考核。 

 

（三）实践训练 

    依托稳定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根据本领域的实践训练大纲，积极参加与自己研究领域相

关的实践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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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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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学术交流 

硕士生在学期间应参加 3 次以上课程学习以外的学术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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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1 学分。 

 

（五）撰写文献综述或专题报告 

认真阅读本领域各研究方向指定和建议阅读的中英文参考文献，且需撰写读书报告 1 篇或文献综述 1

篇，记 1 学分。 

四、研究生科研成果要求 

1、与资源利用相关的各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在相应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建议授予学位前，必须达到

有以“华南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的以下科研成果之一：（1）本人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学术期刊或以上

级别刊物上公开发表（含接受）1 篇期刊论文；（2）以排名前三位作者在 JCR3 区或 ESI 刊物发表或接受发

表 1 篇学术论文；（3）以排名前 3 名申请并公开了专利 2 项或国家发明专利 1 项；（4）以排名前 3 名获得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 项；（5）以排名前 3 名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1 项；（6）以排名前 3 名制定企业以上标准

并获的备案；（7）其他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可授予学位的证明材料。 

2、与植物保护相关的各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不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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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