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2018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

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在科学研究与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

性成果的高级科学技术专门人才。  

  二、报考条件  

  （一）报考中国科学院大学普通招考的博士学位研究生，需满足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3．考生的学位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已获得国家承认的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员； 

  （2）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硕士毕业生（能在博士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 

  （3）硕士学位同等学力人员。  

  其中硕士学位同等学力人员是指： 

  ①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士学位满 6 年（从获得学士学位到博士生入学之日），

达到与硕士学位同等学力； 

  ②国家承认学历的硕士研究生结业生（报名时已取得结业证书）； 

  ③报名时已取得国家承认学历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但尚未取得硕士学位

的人员。 

  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研究所或院系规定的体检要求。 

  5．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

的书面推荐意见。 

  （二）同等学力人员报考，除符合上述有关要求外，还应具备下列条件： 

  1．已取得报考专业 6 门以上硕士研究生主干课程的合格成绩（由教务部门

出具成绩证明或成绩通知单）。 

  2．已在公开出版的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过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学术论文 2 篇

(第一作者)；或获得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为主要完成

人）；或主持过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三）三年学制的全日制应届硕士毕业生报考，最迟须在博士入学前取得硕

士学位；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必须取得硕士学位后方可报考。 

  两年学制或两年半学制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需符合以下条件： 

  1．报考时已发表一篇领域内中文核心论文，或一项发明专利获得公开；并

已具备所在学校的学位授予基本条件。 

  2．取得报考导师的书面同意。 

  （四）我所可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该专项计

更多详情请关注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所网页 http://www.isa.ac.cn 研究生教育栏目 
 

http://www.isa.ac.cn/


 

划实行“与普通招考生统一考试、单独划线录取、定向少数民族地区培养”的政

策。报考该专项计划的考生，除了需具备上述第（一）款中各项条件外，还须符

合下列条件： 

  1．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立志为西部大开发和民

族地区发展服务。 

  2．考生原籍在西部 12 省、自治区、直辖市，海南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 4省民族自治地方和边境县市，湖南湘西自治州、张

家界（享受西部政策的一县两区）、湖北恩施自治州等地区，或者是内地西藏班、

内地新疆高中班、民族院校、高校少数民族预科培养基地和民族硕士基础培训基

地等学校和培训机构的教师和管理人员。 

  3．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民族教育处审核同意报考。 

  4．保证毕业后按定向协议到定向单位或地区就业。 

  （五）在学的硕博连读生转博，按研究所具体要求报考。 

  （六）在高校取得学术型推荐免试外推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按

直接攻博方式录取为博士研究生（简称为直博生）。已被确定录取的直博生，不

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网上报名，但必须在我校博士生网报系统进行网上报名，

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七）下列情况的考生报考时须征得定向培养单位人事部门同意的书面同意： 

  1．现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应届毕业硕士生。 

  2．原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硕士生，现正在履行合同服务期的在职人员

考生。 

  3．在职人员拟报考定向培养的考生。 

  （八）我所招收的博士研究生全部为国家计划内全日制脱产学习博士生。有

特殊原因不能保证全脱产学习的考生，应在报考和复试时向报考单位和导师说

明。 

  （九）现役军人考生，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规定办理报考手续。 

  三、报名日期  

  网上报名时间：只进行秋季 1次招生。一般为 2017 年 12 月上旬～2018 年 1

月中旬报名（每年的具体时间待定）。  

  网上报名网址：http://admission. ucas.ac.cn  
  四、报名材料  

  网上报名成功后，应通过顺丰或 EMS 快递向本所研究生部邮寄报考材料。没

有纸质材料的报名考生，将不能通过报名资格审核。我所将在报名结束后一周内

完成资格审核。   

1、打印的网上“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报名信息表”；  

  2、2 名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专家推荐书（推荐书在中国

科学院大学博士网报系统首页中下载，由推荐专家填写后寄至报考的研究所或院

系招生部门，也可密封后由考生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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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硕士学位课程成绩单（由单位盖章）；  

  4、往届生提交硕士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复印件；应届毕业生可先交学位授

予单位的应届毕业生证明书，但必须在录取前补交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复印件；  

  5、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6、两年制工程硕士还需提供：发表论文或专利复印件，所在学校的学位申

请要求及学位证明，拟报考导师的同意接收证明。 

7、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还需提交论文、成果等业绩综合材料。  

报考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的考生除了提交上述材料外，还须提交由原籍所在

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民族教育处审核盖章的《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

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空表可从中国科学院大学招生信息网下

载）。 

  请在报名后将报名费 150 元转账至我所财务（账户名称：中国科学院亚热带

农业生态研究所；账号：190100730920001122；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长沙

马王堆支行），并向研究生部提交“银行转账回单”（可发电子回单至研究生部邮

箱 yjshb@isa.ac.cn）。 

  五、考试时间、地点  

  考试时间：2018 年 3 月中上旬（具体时间以国科大招办通知为准） 

考试地点为本所。  

  准考证不提前邮寄，来本所考试报到时领取准考证，并统一参加体检、复试。  

  六、考试科目及考试方法  

  初试的笔试科目为：英语、政治理论（已获得硕士学位者和应届硕士毕业生

可免考）和两门业务课。各科的考试时间均为 3小时，各科的满分均为 100 分。

外语听力和口语测试在复试中进行。同等学力考生须在复试阶段笔试 2门本专业

硕士学位主干课程。  

  英语、政治理论由中国科学院大学统一命题；专业课由本所自主命题。  

  七、录取  

根据考生入学考试的成绩（含初试和复试）、硕士阶段的学习成绩、思想政

治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确定录取名单。  

  八、其他  

  1、考生因报考研究生与原所在单位或委培、定向及服务合同单位产生的纠

纷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上述问题使招生单位无法调取考生档案，造成考生不能

复试或无法被录取的后果，招生单位不承担责任。 

  2、本简章如有与国科大、国家新出台的招生政策不符的，以新政策为准。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二路 644 号 

  邮  编：410125 

  部  门：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联系人：叶老师 

  电  话：0731-84619762 

  E-mail：yjshb@isa.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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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及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考试科目 

071300 生态学 共 21 人  

01 区域生态与景观生态 

王克林 

陈洪松 

徐宪立 

李德军 

*章春华 

①1001 英语一；②2651 自然地理学或 2652 生态

学；③3831 土壤学或 3832 环境科学概论或 3839

遥感概论或 3840 水文学 

02 土壤生态与农业环境 

吴金水 

苏以荣 

李勇 

葛体达 

①1001 英语一；②2652 生态学或 2658 环境化学；

③3831 土壤学或 3832 环境科学概论 

03 微生物分子生态 魏文学 
①1001 英语一；②2652 生态学或 2653 微生物学；

③3831 土壤学或 3833 分子生物学 

04 湿地生态 谢永宏 
①1001 英语一；②2652 生态学；③3832 环境科学

概论 

05作物逆境分子生物学与分

子育种 

肖国樱 

陈彩艳 

①1001 英语一；②2654 遗传学或 2655 分子遗传

学；③3834 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或 3835 作物育

种学或 3836 生物化学 

06 动物生态营养与环境 

印遇龙 

谭支良 

姚康 

*伍国耀 

*张友明 

*刘世民 

*侯永清 

①1001 英语一；②2656 动物生理学或 2657 细胞

生物学；③3837 动物营养学或 3838 动物生物化学

或 3833 分子生物学 

 

注：*为所外合作培养兼职导师；英语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统一命题；第二、三单元考试

科目为本所自行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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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考试参考书目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出版社 编者 

2651 自然地理学 《综合自然地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陈传康主编 
2652 生态学 
 

《普通生态学》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2 

尚玉昌编著 

2653 微生物学 
 

《微生物学教程》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2 

周德庆主编 

2654 遗传学 《遗传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王亚馥 戴灼华主编 

2655 分子遗传学 《分子遗传学》 科学出版社，2000 张玉静主编 
2656 动物生理学 《家畜生理学》第三版 农业出版社 韩正康主编 
2657 细胞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0 
翟中和主编 

2658 环境化学 《环境化学》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戴树桂主编 

3831 土壤学 《土壤学》面向 21 世纪课

程教材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0 
黄昌勇主编 

3832 环境科学概论 《环境保护概论》，2000 年

8 月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林肇信等主编 

3833 分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阎隆飞，张玉麟编 
3834 植物生理与分

子生物学 
《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

（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7 

陈晓亚，汤章城主编 

3835 作物育种学 《作物育种学总论》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张天真主编 

《作物育种学各论》（第二

版）第一章 水稻育种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 
盖均镒主编 

3836 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上下册，第三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镜岩主编 

3837 动物营养学 《动物营养》 农业出版社 杨风主编 
3838 动物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上下册，第三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镜岩主编 
 

《动物生物化学》第三版 中国农业出版社 周顺伍主编 
3839 遥感概论 《遥感应用分析原理与方

法》 
科学出版社 
 

赵英时著 
 

3840 水文学 《水文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黄锡荃，李惠明，金伯

欣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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