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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环境中创新成才

——郭雷院士

在“中国科学院创新案例系列讲座”上的报告

（代序）

无论人们对成才怎么理解，我想创新是必要的，尤其是对从事科

学技术研究的青年人来讲，只有通过创新才能成才。但是，在任何一

个时代，成才都有不同的途径，也有它特殊的时代环境。我认为人生

成就的大小，除了先天的因素和环境因素外，主要取决于人的主观能

动性；主观能动性又依赖于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最后决定了一个人做事、做人、做学问的态度，其中最

主要的还是做人。

鉴于此，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体会。

一、时代环境

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新

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与老一辈相

比，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与我们相比，你们这一代又是幸运的。

为什么说我们这一代比老一代幸运呢？我想回顾两个历史片断。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 l946年访问莫斯科，看到苏联科学院各研究

所的一幢幢大厦时，曾感叹：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在自己国

家的科学院内安心做研究呢？上世纪 60年代中期，陈景润在一个 6

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面，在床板上演算数学题，他当时用的是煤油灯，演

算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最后取得了突破。我们这一代，是 20世

纪 80年代成长起来的。我本人来自农村，后来也是土博士，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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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很自豪的一件事。农村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与“文化大革命”中

经受的心理压力，无形中锻炼了日后所需要的吃苦耐劳的毅力和心理

承受能力。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酷爱读书，母亲也很注意我的

早期教育，并寄予厚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学习知识的渴望

和努力成才的追求。如果“文化大革命”不结束，或没有考上大学，我

今天也许还是农民，顶多是个农民作家。考上大学是我人生中关键一

步。我的大学生活，在今天看来是枯燥的“三点一线”（宿舍—食堂—

教室），却是充实、单纯而又愉快的。特别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动

乱的同学们，对来之不易的历史机遇的珍惜，和如饥似渴的求知场景，

至今还令人难忘！大学毕业时，在老师们的建议下，我考取了中科院

系统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这又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步。

我的经历，只是我们这代人一个局部小缩影。与我们这一代相

比，今天在座的广大研究生们，你们这一代比我们幸运得多。我国社

会长期保持稳定，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家实

施了科教兴国战略，特别是从 1998年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

至今，中科院从环境到体制，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科研条件大幅度

改善。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发展，使得我们的学术交流和信息交

流变得更易、更快、更多。上述这些都为现在的年轻一代提供了比我

们好得多的条件。

时代环境在不断变化，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杰出人才脱颖而出。当

然，好环境更有利于大批人才的顺利成长。但是，我想特别说的是逆

境有为者比比皆是。顺境更有利于成才，但并不一定能成才，必须懂

得珍惜和利用；只要能把困难转变为压力、激励和动力，逆境同样可以

成才。在中国和外国的科学史上就有非常多的在逆境下成才的例子。

如果把握好顺境，利用好逆境，我认为成才是很自然的。反之，如果无

论什么环境都不断地抱怨，等着环境改变好了以后，我们才开始做事，

我想不成才就是自然的了。所以，要辩证地看待环境对我们的影响。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爱因斯坦 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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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工业大学，但是毕业以后立即失业。大概一年多以后，通过同学

父亲的介绍，受聘于瑞士专利局的试用三级技术员。他在业余时间坚

持进行科学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爱因斯坦本人在晚年的回忆当

中，是这样写的，“这样，在我最富于创造性活动的 1902－ 1909这几

年当中，我就不用为生活而操心了”，“作为一个平民……如果他对科

学感兴趣，就可以在他的本职工作之外，埋头研究他所爱好的问题，不

必担心他的努力会毫无成果”，最后他感谢他的同学给他找到“这么幸

运的职位”。

在今天，我们好多大学生和研究生都面临找工作的因难，这段故

事应该给我们以启发。对于热爱科学的人，即便暂时找不到理想的工

作，但只要能坚持进行科学研究，也可以像爱因斯坦一样做出成果。

最关键的是你怎么看待环境、怎么利用环境。

二、走自己的路

韩愈在《师说》中讲“圣人无常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讲的

就是求学的道理。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读过几本有关科学研究方法

和著名科学家传记的书，其中有两本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第一本是英国著名科学家W．I．B．贝弗里奇写的《科学研究的艺
术》，里面有一段话，“有真正研究才能的学生，要选择一个合适的题目

是不困难的。假如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曾注意到知识的空白，或不一

致的地方，或者没有形成自己的想法，那么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他是

前途不大的”。这句话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那就是：独立思

考、独立选题是研究者的必备素质。经过这么多年，从自己做研究生

到现在带研究生，我觉得这句话今天看来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本书是康斯坦西·瑞德所著的《希尔伯特》。“自从果尔丹自

己解决了最简单的情形以来，寻求解答一般问题的人在本质上都遵循

着同样的路。希尔伯特想到，要获得预期的证明，唯一的办法是选择

一条完全不同于过去的途径”。这段话告诉我们的是：克服因难的关

键，是用不同的方法，走不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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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看到这些话语时，并没有深刻体会。几年后，在完成了几

项研究成果，有了一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才真正体验到这些“道理”的

正确性。如果要问我的研究过程中记忆最深刻的经历，我想还是研究

生阶段。大概在 1983年的 10月到 12月期间，从老师那儿领了一个

问题以后就开始做，当时自信心很强，或者是想着自立自强，想向老师

证明自己很行。原想一、二个星期之内就能把这个问题做出来，实际

却用了两个多月，最后成果出来之后，却发现了一个致命错误，只好又

回到原始的地方重新开始。当时才体会到，搞研究就像是爬山，而且

是攀登很陡峭的山。快到山顶的时候，一失足，从山顶滑到山脚下，于

是重新寻找路，再往上爬。这段经历让我体会到什么是探索，什么是

攀登，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经历，才体会到刚才说的要有独立的想法，

独立的选题，走自己的路，用不同的方法。

我的导师是陈翰馥院士，他一直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与国际著

名同行展开合作、交流和竞争，这使我的研究工作从—开始就处于一

个较高的起点。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老师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博

士毕业后，在导师的推荐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邀请我去做博士后研

究，在国际上系统控制领域的一个最著名的研究中心工作，先后与几

位国际著名专家进行合作，进一步开阔了学术眼界，使我受益匪浅。

博士后工作期满后，我克服困难，按时回到国内。回国后没有地

方住，我们一家三口人在中关村招待所一间平房住了一年。这个平房

是 10平方米左右，要比陈景润的房子大得多，做饭使用的是煤油炉，
我当时的月薪是 100元左右。

许多人当时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回国。我想我当年回国也是要“走

自己的路”。无论走自己的路是为国家做贡献，为了学术发展，还是为

了生活。今天看来，我自己最有代表性的几项工作都是在国内完成

的，其中一项就是当年在招待所里面完成的。

从 1993年在国际上获奖后，我就开始思考如何在学术上更上一

层楼，但还需要进一步的“厚度”和“高度”。为此，我花了较多时间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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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科学发展史和科学大师传记以及部分中外哲学著作，并结合学科发

展的历史和未来趋势进行思索。究竟寻求什么样的问题进行研究？

这不仅是我们研究人员，也是研究生常常面临的问题。1995年，我看

到爱因斯坦悼念马赫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如

果我不是由于像功名利禄之类的外在原因，也不是或者至少也不完全

是由于爱好锻炼智力的游戏作乐而从事一门科学，那么，作为这门科

学的新手，我必定会急切地关心这样的问题：我现在所献身的这门科

学将要达到而且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它的一般结果究竟在多大

程度上是‘真的’？哪些是本质性的东西？哪些则只是发展中的偶然

的东西？”对于这段话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当时看到这段话我

联想得非常多。很显然，探索哪些问题最有意义，以及是否对学科发

展可能有根本性作用是个首要问题。

因此，我对“创新”两字的基本诠释就是下列三点：“独立思考”，

“走自己的路”，“寻求根本性意义”。独立思考，是指要思，要想，独立

地想。走自己的路，就是要做，而且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做。思和想都

是要寻求具有根本意义的科学和实际问题，就是根本性意义的问题。

同时，我认为创新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还需要依赖于其它许多

的因素。做事先做人，这五个字大家常说。首先，人生活在世界上不

是独立的，做成一件事只靠一个人是不行的，还需要大家的配合、支持

和帮助。如果不能正确地做人，很好地做人，得不到大家的支持和帮

助的话，那么任何事都很难做成。第二点，做事如果没有一个认真的

态度，也是不行的。毛主席讲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的态

度非常重要。举个例子，比如选题。有些选题很困难，怕吃苦的人有

可能不会选择这样的问题。这类人往往想着走点近路，能不能少吃一

点苦，就可以达到目的，实际上是不行的。因此如何做人与能否成功、

能否创新也是密切相关的。

针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上述基本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深入

思考“反馈”这一控制论中最基本概念的本质，并进一步促使我开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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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反馈机制的最大能力和局限”这一基本问题。几年来，我与合作者

一起研究了几类最基本的不确定性动态控制系统，发现并证明了反馈

机制最大能力的“临界值”和“不可能性定理”等一系列困难而又有根

本性意义的结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肯定和赞誉，走出了一条自己独

立的路。

三、献身科学

对真正热爱科学研究的人来讲，争取经费不是目的，发表 SCI论

文不是目的，甚至获大奖也不是目的。它们至多是追求科学真理过程

中的手段或者是副产品。但是，在管理和评价体制中，如果目的和手

段被颠倒了，就是说把手段当作目的去追求，把副产品当成正产品去

追求的话，则会导致很不同的结果。遗憾的是，目前许多科技评价指

标，在客观上鼓励了这种颠倒。

我认为一个好的科研环境，应是“宽松”与“紧张”的适度平衡。光

讲宽松恐怕不行，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人无压力轻飘飘。但是，如果

“施压”的“方向”和“力度”有偏差，就必然会导致急功近利或自由散

漫。在这样学术环境当中，对我们科研人员的毅力是一种考验。想做

出不平凡的成果，就不能去寻求常人都追求的东西，就是要做到不平

凡。不平凡的行为才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除了面对环境中的不利因素，目前还需要普遍提高创新的勇气和

自信心。前不久，著名科学家丘成桐先生在我们研究院作报告时，提

到了鲁迅先生讲过的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并进一步谈到，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的路更要自己走。但是，走路不

容易，走新路更不容易。要走路就不能怕犯错误。一个新的想法提出

来以后，往往不但不被接受，还受到嘲笑和讽刺，这在历史上有许多非

常著名的事例。反之，如果一个想法提出来立即被大家接受，也许可

以证明它并不是很超前。歌德说过，“人们若有所追求，就不能不犯错

误”，贝弗里奇也说，“谨小慎微的科学家，既犯不了错误，也不会有所

发现”。另一方面，“走路”也不能怕别人笑话，老子讲，“不笑不足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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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今天我们科技界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不可能比当年中国人民推翻

“三座大山”时更大。无数革命先烈当年曾经以“舍己为群”、“牺牲小

我，成就大我”的可贵精神献身于革命事业，使中国人在世界上站立起

来了，这是一种奉献精神。今天，为了祖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也同

样需要一大批自信自立、甘于寂寞、敢于拼搏、勇于献身的科技工作

者，使我们国家科技水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最近，中央提出新的科学发展观，科学院领导也提出了新的科技

发展观。我想在新的发展观指导下，我国会迎来一个历史性的大发展

时期。祖国科技事业的未来希望主要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长江后

浪推前浪，一代会更比一代强。祝愿今天的青年学子勇于创新、早日

成才！

——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4（7）：1-4

（郭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

长；北京 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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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细则

（2005年制订，2012年 8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

序，保障研究生合法权益，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 2005年 3月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接受学历教育的研究生。

第三条 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含休学)一般为 2-3年，最长不超

过 5年；博士研究生学习年限(含休学)一般 3-4年，最长不超过 6年；

硕博连读、提前攻博研究生学习年限（含休学）一般 5-6年，最长不超
过 8年。

研究生在学校规定的基本学习年限内未能完成学业的，经导师、

学院和研究生院批准，可以申请延期毕业。但延期毕业年限不得超过

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

第二章 入学与注册

第四条 按照国家招生规定，经我校录取的研究生新生持华中农

业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和学校规定的其它有关证件，按期到校办理

入学手续。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必须向所在学院书面请假并附相关

证明。请假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两周。未请假，或未准假逾期两周不报

到者，或假满逾期两周不报到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外，视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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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入学资格。

第五条 新生办理入学手续后，学校在三个月内按照国家和学校

招生规定对其政治、思想品德、文化、健康状况等进行复查。复查合格

者予以注册，取得学籍。复查不合格者，由学校区别情况予以处理，直

至取消入学资格。

凡属违反国家招生规定，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被录取者，无论何时

发现，一经查实，取消其入学资格或者学籍，退回原户籍所在地。情节

恶劣的，报请有关部门查究。

第六条 入学体检复查由华中农业大学医院负责。对达不到入

学体检标准的新生，取消其入学资格；对患有疾病经学校指定的二级

甲等以上医院（下同）诊断不宜在校学习的新生，经本人申请，学校批

准，可保留入学资格一年。保留入学资格的新生应在申请被批准后两

周内办理离校手续。治疗期间的医疗费用自理。无故不办理离校手

续者，取消入学资格。

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应当在下一学年开学前，持二级甲等以上

医院病愈诊断证明和体检表以及所在地街道（乡）等单位开具的学生

行为表现证明，向学校招生办公室提交入学申请，经学校指定医院诊

断，符合入学体检要求，学校复查合格后，可以按当年新生办理入学手

续。

复查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逾期两周不办理入学手续者，被视

为放弃入学资格。

保留入学资格者不具有学籍，不享受在校生或休学生待遇。学校

不对学生保留入学资格期间发生的事故负责。保留入学资格期间，如

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者，取消其入学资格。

第七条 每学期开学时，已取得学籍的研究生持研究生证，在校

历规定的时间内到所在学院办理注册手续，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

者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者不予注册。确因在校外从事科研、调研、撰

写论文、实践等工作，不能按期注册的，应当事先履行暂缓注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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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研究生本人申请，导师签署书面意见，所在学院审核批准，否则以

旷课论。逾期未注册者，按自动退学处理，取消其学籍。家庭经济困

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贷款或者其他形式资助，办理有关手续后注册。

第八条 研究生对取消入学资格或者取消学籍处理有异议的，在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按照《华中农业大学学生申诉处理

办法》提出申诉。

第三章 请 假

第九条 研究生因病、因事或其它原因不能按时注册、上课、从事

科研工作、参加培养环节检查及学校、学院或导师组织的集体活动，均

需事先书面请假并附相关证明。未按规定请假或请假未经批准，均以

旷课论处。

第十条 研究生请假须按规定程序进行。一般应由本人填写请

假单，经批准后，方为准假；请病假者，须同时提交学校医院或二级甲

等以上医院单位出具的因病休假证明。

第十一条 所有请假事宜均须首先经过指导教师批准，不能参加

校内课程学习的还须经任课教师批准。两周以内，需报研究生辅导员

批准、学院备案；两周以上一个月以内，必须由学院负责人批准、学院

备案。需要外出科研或上课请假的，请假时间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第十二条 研究生请假期满返校应及时销假；因特殊原因需要续

假的研究生，须履行续假手续，续假手续和请假手续相同，一学期累计

请假不得超过三个月。超过三个月者，应当办理休学手续。

第十三条 在学期间一般不受理研究生请假出国探亲。研究生

因其他原因出国进修、留学、赴港澳台，按学校相关规定办理。

第四章 转专业、转导师与转学

第十四条 研究生一般应按录取专业完成学业。如确属特殊原

因，不宜在原专业继续学习但可在本校其他专业学习的，可申请转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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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专业原则上只能在同一种类型一级学科下相关专业或跨学科

相关专业内进行。申请转专业的研究生，应在入学后一年内，由本人

填写《研究生转专业申请表》，经转出与拟转入导师及学院同意，报研

究生院审批。

学校根据学科和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经研究生本人

同意，必要时可以适当调整研究生所学专业。

转专业的研究生应按新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要求完成学业。

第十五条 研究生一般应由录取时确定的导师指导完成学业。

确因特殊情况可以在本专业内转导师，应在入学后一年内，由本人填

写《研究生转导师申请表》，经转出与拟转入导师及学院同意，报研究

生院审批。

第十六条 研究生一般应在本校完成学业。如因患病，本校专业

调整或导师变动，致使研究生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的，可以申请转学。

第十七条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转学：

（一）入学未满一学期的；

（二）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

（三）招生时确定为定向、委托培养的；

（四）应予退学的；

（五）处于毕业学年或获准延期的；

（六）其他无正当理由的。

第十八条 研究生确需转学的，由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填写《研

究生转学申请表》，经所在学院同意，送研究生院审查、批准，并征得转

入单位的同意，报湖北省教育厅审批，办理转学手续；如属跨省转学

的，还需由湖北省教育厅商转入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确认后办理转

出转入手续。需进行户口迁移的，由转入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有关

文件抄送转入学校所在地户籍管理部门。

校外研究生要求转入我校学习的，须向我校研究生院提出申请

（申请材料包括转学申请书、转出校同意函、研究生原始录检表和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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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本人入学考试成绩和在校学习成绩、研究生表现鉴定书、体检诊

断书等）。经研究生院审查，确认其符合转入条件并征得拟转入学院

和导师的同意，报主管校领导和湖北省教育厅批准，方可通知申请人

和原培养单位，办理转学手续。

转出的研究生应缴清在本校修读期间的学费；转入研究生必须交

纳在我校修读期间所需的学费。

第五章 休学与复学

第十九条 已取得学籍的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申请

休学：

（一）因身体原因不能坚持学习，经学校指定医院证明，确需在较

长时间内进行治疗或休养的；

（二）因从事社会公益活动，需要较长时间的；

（三）因开展创业、科技创新、发明创造活动，需要中断学习时间

的；

（四）因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坚持学习的。

研究生因前款所述情形，足以影响正常学习和课题研究的，应当

休学。

休学以学期为单位，一次以一学期为限，超过一学期、不满一学年

的按一学年计算，期满后仍不能复学的，可申请继续休学，但一般累计

不得超过 2学年。

第二十条 研究生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学校保留其学籍至退役后一年。

第二十一条 研究生要求休学，须由本人书面申请，填写《研究生

休学申请表》，经导师和所在学院签署意见，报研究生院审核，符合休

学条件的，予以休学。研究生休学期间，不享受在校研究生待遇，因病

休学研究生的医疗费用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学校保留其研究生学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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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研究生休学期满，应于新学期开学前向导师、学院

提出复学申请，填写《研究生复学申请表》，并附我校指定医院身体健

康检查证明，经研究生院审查合格的，准予复学。

第六章 退 学

第二十三条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应予退学：

（一）硕士研究生有 2门学位课程考试不合格；或 1门学位课程考

试不合格，经重修或补考后仍不合格的；博士研究生 1门学位课程考

试不合格，经重修或补考后考试仍不合格的；

（二）经考核认为不宜继续培养的；

（三）休学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

经复查不合格的；

（四）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在校

学习的；

（五）未请假或未获准请假离校连续两周的；

（六）超过学校规定的注册时间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

（七）出国出境逾期，擅自超过批准出国出境返校时限或申请延期

未获准未返校的；

（八）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的；

（九）本人申请的。

凡因上述（一）--（七）项原因退学的研究生，由研究生所在学院提

出报告并附相关材料，经导师、学院签署意见后报送研究生院；凡上述

（八）项退学的研究生，由研究生院提供名单、学院确认具体情况或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本人申请退学的，由本人填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

退学申请书》，经导师、学院签署意见后报送研究生院。

第二十四条 对研究生退学的处理，经研究生院上报校长会议研

究决定。

对退学的研究生，学校出具退学决定书并由所在学院送交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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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本人签收，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研究生本人拒收退学决定书

的，由学院送达人员邀请见证人，共同见证签名，把退学决定书留置研

究生住处，即视为送达；因特殊情况无法送交本人，则在校内发布公

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后，视同送交。退学信息同时报湖

北省教育厅备案。

第二十五条 研究生对退学处理有异议，在接到退学决定书之日

起五个工作日内，按照《华中农业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提出申诉。

第二十六条 退学的研究生应当在退学决定书送达本人或者公

告发布之日起两周内办理退学手续离校，停止享受在校研究生一切待

遇。学校根据财务管理的相关规定办理财务结算。按已有毕业学历

和就业政策可以就业的，由学校报湖北省毕业生就业管理部门办理相

关手续。在学校退学决定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聘用单位的，档案、

户口退回其家庭户籍所在地。

第七章 毕业、结业与肄业

第二十七条 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完成研究生培养方案规

定内容，德、智、体、美达到毕业要求，通过毕业论文答辩，经所在学院

同意，学校准予毕业，发放毕业证书。

第二十八条 研究生在学校规定年限内，达到研究生培养方案内

容要求的，但未通过毕业论文答辩，经所在学院同意，学校准予结业，

发放结业证书。上述未通过毕业论文答辩的研究生，如答辩委员会同

意可再行答辩一次者，结业后，经本人申请，硕士研究生可以在一年

内、博士研究生可以在两年内申请重新答辩一次。答辩通过者，可以

换发毕业证书，毕业时间按发证日期填写。

研究生超过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的，对已达到毕业要求而未

达到学位授予条件者，先进行毕业答辩，答辩通过者，学校准予毕业，

发放毕业证书。上述通过毕业答辩者，硕士研究生在一年内、博士研

究生在两年内达到授予学位条件者再授予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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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符合《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规定

中学位授予条件的研究生，经华中农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

过，发放学位证书。

第三十条 对学习满一学年退学的研究生，学校发放肄业证书；

对学习满一学期、但未满一学年退学的研究生，学校发给学习证明和

学习成绩单。未经批准擅自离校的，作自动退学处理，不发任何证书

和证明。

第三十一条 研究生必须严格执行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

管理制度，积极配合做好毕（结）业证书信息核对、登记等工作。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国家招生规定入学者或学位论文严重弄虚

作假者，学校不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对已发放的学历证书、学位

证书，学校宣布无效，予以追回并报有关部门备案。

第三十三条 毕业、结业、肄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遗失或者损坏的，

不能重新颁发。经本人申请，学校核实后可以出具相应的证明书，证

明书与原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细则适用于接受学历教育的研究生，对接受研究

生学历教育的港澳台侨学生、留学生的管理参照本细则实施。

第三十五条 本细则中的日期均含本数。

第三十六条 本细则自 2012年 8月开始实施，其他有关文件规

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第三十七条 本细则由学校授权研究生院解释，其修订由研究生

院提请校长办公会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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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实施细则

（2001年制定，2012年 8月修订）

为了加强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不断提高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

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

实施办法》、《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教育部《关于加

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教研[2000]1号）和《关于实施

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进一步提高培养质

量的若干意见》（教研[2005]1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培养方案

1．研究生院组织各学科（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制定并实施培养

方案。

2．围绕培养目标而制定的培养方案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基

本文件，也是进行教育教学管理和质量监控的主要依据。

3．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培养目标、研究方向、学习

年限、课程设置和学分、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要求、实践环节、参考书

目等，具体规定硕士研究生所应掌握的本学科和相关学科基础理论和

专门知识，并对独立从事本学科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及相关管理工作

所应具备的能力和硕士学位论文提出基本要求。

二、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品

学兼优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1．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深刻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 17·

领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定正确的政

治方向，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

优良，具有集体主义观念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服从国家需要，能积

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2．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应

当有新见解，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

作的能力（各学科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设置具有特色的培养目标）。

3.掌握一门外语，具备较强的外文文献阅读能力。
4.身心健康。

三、学习年限

硕士生学习年限一般为 2-3年，最长不超过 5年。按照《华中农

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硕士研

究生，还可以申请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申请提前攻博一般在第四学期

末进行，通过学院考核、学校审批后，从下一学期转入博士阶段学习，

按博士研究生培养。

四、培养方式

1．导师负责制和集体指导相结合。建立以导师为主，研究生指导

小组共同负责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的制度。研究生的

指导小组应为论文开题报告、课题检查等培养环节管理的主要成员。

2．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并重。既要使研究生深入掌握基础理论
和专业知识，又要使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技能，硕士研

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时间不少于一年。

3．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更多地采取启发式、研讨

式、开放式的教学方式等，以提高硕士研究生的自学能力、动手能力、

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

4．思想政治教育贯穿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切实加强研究生政治

理论课程建设；加强时事政策教育；充分发挥导师教书育人作用；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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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校园文化活动、学术活动、心理健康教育、社会实践活动及公益活

动等。

五、培养环节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环节主要包括：制订个人培养计划；课程学习；

读书报告和学术活动；实践活动；学位论文课题研究；学位论文答辩。

（一）个人培养计划的制订

1．硕士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是进行研究生培养和管理的基本

依据。个人培养计划应根据本学科（专业）培养方案，结合培养条件、

研究方向和研究生个人的特点，由导师和研究生共同商定。

2．硕士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分两部分。

个人培养计划（一）即课程学习计划，必须在新生报到注册后的一

个星期内完成，由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后，交所在学院存档，并在“研究

生信息管理系统”网上提交个人培养计划及选课。

个人培养计划（二）主要是读书计划、学术活动安排和学位论文研

究计划，在新生入学后第一学期结束前完成，由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后，

交所在学院存档。

允许对个人培养计划作适当的修订，但要有合理而充分的理由，

并在第一学期结束前完成，修订后的个人培养计划要及时在网上更改

并交所在学院存档。逾期不交者，所修读的课程成绩和学分不予承认。

（二）课程学习与考核

研究生应根据个人培养计划完成课程学习，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在

入学后一年半内完成，并取得全部学位课的学分。

人文社科类硕士研究生应完成不少于 34 个学分的研究生课程

学习；自然科学类硕士研究生应完成不少于 30个学分的研究生课程

学习。课程学习主要有：

1．学位课 学分一般在 18学分左右；

2．选修课 一般在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内选择，也可以在

本校其它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其他课程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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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修课 以同等学力或跨专业录取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科
课程 2-3门（主要为研究生相同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本科阶段专业基础

课和专业课）。补修课不计算学分。

（三）读书报告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读期间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阅读一定量的参考文献和专

业书籍，并写出读书报告，每学期不得少于 2次，读书报告由导师批

阅。研究生应主动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主要形式有听学术报告、参加

学术研讨会，本人做学术报告等。

以适应现代科学相互交叉、互为渗透的发展特点，拓宽研究视野

和知识面，增强科学研究能力。学院对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进行考核。

（四）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包括科研实践、教学实践、管理实践和社会实践等，研究

生必须至少参加其中的一种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由导师或研究生辅导

员负责考查。

（五）学位论文课题研究

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是培养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独立科

学研究能力及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是研究生综合素质和

业务水平的综合体现。

硕士研究生应该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开题报告，并严格按照《开题

报告》开展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定期向导师和指导小组汇报研究进展

情况（包括阶段性成果）；根据研究结果撰写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课题研究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1．选题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在完成一定课程学习和读书报告

后，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选题必须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应与一定

层次的科研项目相结合，对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具有

一定意义。

2．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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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课题研究工作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硕士
研究生应作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进行开题报告前，原则上应完成政治理论课程、外国

语课程和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

（2）开题报告包括课题选题来源及依据、研究内容、试验设计、研
究条件、进展安排、预期成果、经费预算、可能存在的问题、参考文献等

内容。

（3）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在研究生入校后第三学期完成，最迟

应于第四学期开学后的一个月内完成。开题报告应在导师和专家参

加时公开进行，专家组应对开题报告进行充分论证；并对开题报告提

出通过、修改后通过或重新做开题报告的建议或意见。研究生应充分

吸取专家意见，及时修改开题报告。修改后的《开题报告书》经导师签

署意见后，交所在学院存档。

3．课题检查

（1）课题检查是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课题研究进展所进行的中期检

查，是硕士研究生接受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的重要环节。

（2）课题检查时，硕士研究生要向课题检查小组报告自开题以来
围绕学位论文研究所做的工作、取得的初步成果、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并要对课程学习情况及预计毕业时间进行说明；课题检查小组应对硕

士研究生课题研究进展情况作出评价，并对硕士研究生预期毕业时间

提出意见。

（3）课题检查一般在秋季进行。论文开题后答辩前，必须参加每

年的课题检查。

4．学位论文撰写与预答辩

研究生在完成课程学习、环节考核及论文研究后，开始撰写学位

论文。硕士研究生在撰写学位论文之前，由导师组织，在一定范围内

（如研究室、实验室）进行一次全面的论文研究工作汇报，重点汇报研

究所取得的进展，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完成预定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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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的一次总结性考核，具体要求

按照《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七）学年鉴定

研究生主要通过时事报告、社会活动、参加党校学习等多种形式

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与理论修养。

每学年开学初，研究生要全面总结交流个人过去学年度德、智、

体、美各方面的表现情况，学校组织硕士研究生对上学年政治思想表

现、业务学习、社会工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形成鉴定意见，归入研

究生学习档案。

六、其他

为了加强培养环节的规范化管理，各学院应为每名研究生建立一

份培养档案。培养档案主要保存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表、开题报告

书、课题检查登记表、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登记表以及读书报告、学术

活动、实践活动考核表、学年鉴定等材料。全部材料齐全后，方可参加

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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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实施细则

（2001年制定，2012年 8月修订）

为了加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不断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

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

实施办法》、《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教育部《关于加

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教研[2000]1号）和《关于实施

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进一步提高培养质

量的若干意见》（教研[2005]1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培养方案

1．研究生院组织各学科（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制订并实施培养

方案。

2．围绕培养目标而制订的培养方案是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基

本文件，也是进行教育教学管理和质量监控的主要依据。

3．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培养目标、研究方向、学

习年限、课程设置和学分、学位论文、培养环节、论文答辩等，规定博士

研究生所应掌握的本学科和相关学科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并对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所应具备的能力和博士学位论文提出基本要求。

二、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品

学兼优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1．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深刻

领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定正确的政

治方向，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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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具有集体主义观念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服从国家需要，能积

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2．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博士学位论

文应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

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各学科可根据自身的特点设置具有特色的培

养目标）。

3．精通一门外语，具备较强的国内外学术交流能力；第一外国语

为非英语语种的，须修读英语。

4．身心健康。

三、学习年限

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4年，最长不超过 6年；硕博连

读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5-6年，最长不超过 8年；

四、培养方式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导师负责制和集体指导相结合的方式，由

导师和研究生指导小组共同负责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指导小组一般由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

以科学研究为主，合理安排课程学习、学术活动和实践活动等各

个环节，重点培养博士生的优良学风，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创

新能力。

五、培养环节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环节主要包括：个人培养计划的制订；课程学

习；读书报告和学术活动；实践活动；学位论文课题研究；学位论文答

辩。

（一）个人培养计划的制订

1．导师或研究生指导小组应根据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和因材施
教的原则，根据本学科（专业）培养方案，结合培养条件、研究方向和研

究生个人的特点，从每个博士研究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导研究生认

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个人培养计划的调整须由导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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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博士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分两部分。
个人培养计划（一）课程学习计划，必须在新生报到注册后的一个

星期内完成，由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后，交所在学院存档，并网上提交。

个人培养计划（二）主要是读书计划、学术活动、学位论文研究计划，在

新生入学后第一学期结束前完成，由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后，交所在学

院存档。

允许对个人培养计划作适当的修订，但要有合理而充分的理由，

并在第一学期结束前完成，修订后的个人培养计划要及时交所在学院

存档。逾期不交者，所修读的课程成绩和学分不予承认。

（二）课程学习

博士研究生应根据个人培养计划完成课程学习。

公开招考博士研究生：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应完成 18-20个学

分的研究生课程学习，自然科学类博士研究生应完成 12-14个学分的
课程学习，

硕博连读研究生：人文社科类硕博连读研究生应完成不少于 38

个学分的研究生课程学习；自然科学类硕博连读研究生应完成不少于

34个学分的课程学习。
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按硕士、博士两段式进行课程学习，并

取得相应的学分。

具体课程学习要求及课程设置见各学科培养方案。以同等学力

或跨专业录取的博士研究生，应补修硕士课程 2-3 门（主要为相应专
业或相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跨专业录取的硕博连读研究

生，应补修本科课程 2-3门（主要为相应专业或相近专业的专业基础

课和专业课），补修课不计算学分。

课程学习因学科特点和课程性质而异，一般可以采用自学、讲授、

课堂讨论、专题报告、做读书笔记和报告等多种形式。

（三）读书报告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读期间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阅读一定量的参考文献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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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书籍，至少读一本经典原著，并写出读书报告，每学期提交读书报告

不得少于 2份，读书报告由导师批阅。研究生应主动参加各种学术活

动，主要形式有听学术报告、参加学术研讨会，本人做学术报告等，由

学院组织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参加校内外组织的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

并在学校规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规定数量、与博士学位论文有关的学

术论文，以适应现代科学相互交叉、互为渗透的发展特点，拓宽研究视

野和知识面，增强科学研究能力。

（四）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包括科研实践、教学实践、管理实践和社会实践等，研究

生必须至少参加其中的一种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由导师或研究生辅导

员负责考查。

（五）学位论文课题研究

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是培养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独立科

学研究能力的重要环节，是研究生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体现。博士

研究生应该在导师指导下，严格按照学位论文课题研究计划，创新性

地开展研究工作，在研究过程中，应经常向导师或指导小组汇报研究

情况和成果（包括阶段性成果）；完成研究计划，取得预期成果，经导师

审查同意后方可正式撰写论文。

学位论文课题研究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1．选题
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在完成一定课程学习和读书报告

后，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选题必须具有可行性、科学性和创新性，应

与一定层次的科研项目相结合，对学科前沿领域、国家经济建设、科技

进步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鼓励博士研究生选择交叉学科的课

题。

2．开题报告

（1）为保证博士学位论文课题研究工作有计划、有步骤进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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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应作开题报告。

博士研究生进行开题报告前，原则上应完成政治理论课程、外国

语课程和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

（2）开题报告包括课题选题来源及依据、研究内容、试验设计、研

究条件、进展安排、预期成果、经费预算、可能存在的问题、参考文献等

内容。

（3）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在研究生入校后第三学期完成，最迟

应于第四学期开学后的一个月内完成，硕博连读研究生和提前攻读博

士学位研究生的博士开题报告可以在转博考核时同时进行。开题报

告应在导师和专家参加时公开进行，专家组应对开题报告进行充分论

证；并对开题报告提出通过、修改后通过或重新做开题报告的建议或

意见。研究生应充分吸取专家意见，及时修改开题报告。修改后的

《开题报告书》经导师签署意见后，交所在学院存档。

3．课题检查

（1）课题检查是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课题研究进展所进行的中期检

查，是博士研究生接受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的重要环节。

（2）课题检查时，博士研究生要向课题检查小组报告自开题以来
围绕学位论文研究所做的工作、取得的初步成果、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并要对课程学习情况及预计毕业时间进行说明；课题检查小组对博士

研究生课题研究进展情况作出评价，对能否预期毕业提出意见。

（3）课题检查一般在每年秋季进行。博士研究生第一次课题检查
应在第五学期进行；论文开题后答辩前，必须参加每年的课题检查。

4．学位论文撰写与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基本完成后，开始学位论文撰写工作。博

士研究生在正式开始撰写学位论文之前，由导师组织，在一定范围内

（如研究室、实验室）进行一次全面的论文研究工作汇报，重点汇报研

究中的创造性成果；导师和指导小组应对其报告进行审定，指导博士

研究生进行论文撰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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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博士资格考试

博士生需进行博士资格考试，全面考核研究生的基础理论、专业

知识及学术水平，考试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的考核委员会负

责（至少 3~5 位以上教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组成），考核方式

可采用笔试、口试、答辩等多种形式进行。

（七）论文答辩

博士研究生在申请论文答辩前，必须产出相关科技成果，具体要

求按照《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八）学年鉴定

每学年开学初，研究生要全面总结交流个人过去学年度德、智、

体、美各方面的表现情况，学校组织博士研究生对上学年政治思想表

现、业务学习、社会工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形成鉴定意见，归入研

究生学习档案。

六、其他

为了加强培养环节的规范化管理，各学院应为每名研究生建立一

份培养档案。培养档案主要保存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表、开题报告

书、课题检查登记表、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登记表以及读书报告、学术

活动、实践活动考核表、学年鉴定等材料。全部材料齐全后，方可参加

学位论文答辩。

（根据《华中农业大学第九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纪

要》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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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2010年 8月制定）

为了加强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不断提高培养质

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

实施办法》、《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教育部《关于做

好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号）和

《关于转发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学位

办[2009]23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培养方案

1．围绕培养目标而制订的培养方案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基本文

件，也是进行教育教学管理和质量监控的主要依据。

2．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培养目标、研究领域、学习年

限、课程设置和学分要求、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要求、实践环节等，具

体规定研究生所应掌握的本学科和相关学科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并

对独立从事本学科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及相关管理工作所应具备的能

力和硕士学位论文提出基本要求。

3．研究生院组织各类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制订并实施培养方

案。

二、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层

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1．进一步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拥护党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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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品行优良、开拓进取、锐意创新，能积极服

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

2.掌握某一专业（或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

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和技术传

授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创新意识，能够独立从事相关领域或

职业范围的技术与管理工作。

3.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4.身心健康。

三、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习年限一般为 2-3年，最长不超过

5年。

四、培养方式

1．双导师负责制和集体指导。由具有实践经验的校内外导师联

合指导，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课

程与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建立以导师为主，研究生指导小组

共同负责的培养制度。

2．在校课程学习和实践教学相结合。采取学分制。课程学习主

要在校内完成，实行多学科综合、宽口径的培养方式。实践教学累计

不少于 6个月，应届本科毕业的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年（培

养方案有不同规定的，以培养方案为准）。

3．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实践问题的意识和能力。重视运用团队学

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等方法，培养和提高研究生的自学

能力、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力、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

4．思想政治教育贯穿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切实加强研究生政治

理论课程建设；加强时事政策教育；充分发挥导师教书育人作用；积极

组织校园文化活动、学术活动、心理健康教育、社会实践活动及公益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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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环节

研究生培养环节主要包括：制订个人培养计划；课程学习；实践教

学；读书报告和学术活动；学位论文课题研究；学位论文答辩。

（一）个人培养计划的制订

1．个人培养计划是进行研究生培养和管理的基本依据。个人培

养计划应根据本类型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结合培养条件、研究领域和

研究生个人的特点，由导师和研究生共同商定。

2．个人培养计划分两部分。

个人培养计划（Ⅰ）即课程学习计划，必须在新生报到注册后的一

个星期内制订完成，经导师签署意见后，交所在学院存档。研究生据

此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网上提交并选课修习。

个人培养计划（Ⅱ）主要是读书计划和学术活动安排、实践教学、

学位论文研究计划等，在新生入学后第一学期结束前完成，经指导教

师签署意见后，交所在学院存档。

允许对个人培养计划作适当的修订，但要有合理而充分的理由，

并在第一学期结束前完成，修订后的个人培养计划要及时在网上“研

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更改并交所在学院存档。逾期不交者，所修读的

课程成绩和学分一般不予承认。

（二）课程学习与考核

研究生应根据个人培养计划完成课程学习，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在

入学后一年内完成，并取得课程学分。课程总学分数不得低于各类型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要求。

课程学习主要有：

1．学位课或公共课程（必修课程）一般在 10-16学分左右；

2．领域主干课或专业课 在本专业学位类型研究生培养方案内选

择；

3．选修课 一般在本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内选择，也可以适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 31·

当选择本校开设的其他研究生课程；

课程考核：研究生课程考核分考试和考查，考试记分采用百分制，

60分为及格；考查记分采用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考查课程不能

超过所修课程总数的 1/3。

（三）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总计不得低于 6-8个学分，包括校内外实验、实习、实

训、实践等多种形式。一般在第一学期结束前，由学院组织研究生在

导师指导下制定实践教学计划，实践教学须经过一定形式的考核方能

获得学分。

（四）读书报告和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读期间应在导师的指导下阅读一定量的参考文献和专

业书籍，并撰写读书报告，每学期不得少于 2次，读书报告由导师批

阅。研究生应主动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以适应现代科学相互交叉、互

为渗透的发展特点，拓宽研究视野和知识面，增强科学研究能力。主

要学术活动形式有听学术报告、参加学术研讨会，本人做学术报告等。

学院对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进行考核。

（五）学位论文课题研究

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是培养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独立科

学研究能力及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是研究生综合素质和

业务水平的综合体现。学位论文形式可以是调研报告、应用基础研

究、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文学艺术作品等。

研究生应该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开题报告，并严格按照开题报告

开展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定期向导师和指导小组汇报研究进展情况

（包括阶段性成果）；根据研究结果完成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课题研究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1．选题

学位论文选题应在完成一定课程学习、读书报告和实践教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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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

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2．开题报告

（1）为保证学位论文课题研究工作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研究生应

作开题报告。

（2）开题报告包括课题选题来源及依据、文献综述、研究内容、技

术路线、研究条件、进展安排、预期成果、经费预算、可能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等内容。

（3）开题报告一般在研究生入校后第二学期结束以前完成。开题

报告应在导师和专家参加时公开进行；专家组应对开题报告进行充分

论证，并对开题报告提出通过、修改后通过或重新做开题报告的建议

或意见。研究生应充分吸取专家意见，及时修改开题报告。修改后的

《开题报告书》经导师签署意见后，交所在学院存档。

3．课题检查

（1）课题检查是对研究生论文工作进行的中期检查，是研究生接

受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的重要环节，也是判断学位论文研究能否顺利进

行的重要依据。

（2）课题检查时，研究生要向课题检查小组报告自开题以来所做

的工作、取得的初步进展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并要对课程学习情况及

论文答辩预计时间进行说明；课题检查小组应对研究生课题研究进展

情况作出评价，并对研究生能否预期进行论文答辩提出意见。

（3）课题检查一般在研究生入校后第三学期末进行。

4.学位论文撰写

课题研究工作基本完成后，开始撰写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参照《华

中农业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形式规范》。

（六）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是对研究生进行的一次总结性考核，具体要求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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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七）学年鉴定

研究生主要通过课程学习，参加时事报告、社会活动、党校学习等

形式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与理论修养。

每学年结束时，研究生要全面总结交流个人学年度德、智、体、美

各方面的表现情况，学校组织研究生对上学年政治思想表现、业务学

习、社会工作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形成鉴定意见，归入研究生培养档

案。

六、其他

为了加强培养环节的规范化管理，各学院应为每名研究生建立一

份培养档案。培养档案主要保存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表、开题报告

书、课题检查记载表、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登记表以及读书报告、学术

活动、实践教学考核表、学年鉴定等材料。全部材料齐全后，方可参加

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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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硕博连读实施办法

（2001年 4月制定，2007年 8月修订）

为了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博士学位论文水平，推动学科建

设与发展，特在我校部分博士点学科试行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连

续培养（以下简称“硕博连读”）制度。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一、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的专业

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且有一届博士毕业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二、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品

学兼优的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是：

1．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构建和谐社会；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上同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热爱祖国，关心时事，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具有集体主

义观念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服从国家需要，能积极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2．热爱专业，牢固地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

的专业知识；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

上做出创造性成果。

3．具有较强的外国语语言运用能力（包括听、说、译、写），熟练地

在本专业领域内开展学术交流。

4．身心健康。

三、学习年限

硕博连读研究生学习年限一般为 5-6年，最长不超过 8年。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 35·

四、招生

1．硕博连读研究生在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时确定。推荐免试攻

读硕士学位的硕士研究生，或参加全国统一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被我

校录取的硕士研究生，初试和复试考试成绩优秀，经本人申请，指导教

师同意，复试小组考核、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校研究生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2．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的指导教师必须是我校在岗、年龄在 58

岁以下的、已有博士研究生毕业的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招收硕博连

读研究生的人数严格控制，适度向重点学科、重点人才（团队）、重点项

目、重点基地倾斜。

3.每年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的规模根据当年研究生招生计划确

定。

五、课程学习要求

硕博连读研究生实行硕士阶段与博士阶段贯通培养，攻读自然科

学类各学科（专业）的，所修课程的总学分不少于 34，攻读人文社科类

各学科（专业）的，所修课程的总学分不少于 38。学位课和选修课要

求如下：

1．学位课

（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第一外国语课

（2）本学科（专业）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其他学位课

2．选修课

由指导教师根据本专业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结合该

生的实际情况选定。

六、培养计划

硕博连读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本专业硕博连读研究生

培养方案，结合本人的实际情况，制订个人培养计划，安排学位论文研

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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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考核分流

硕博连读研究生进校后应在前 4个学期内修完全部课程，获得

规定的课程总学分，无课程补考，并完成学位论文开题；在第四学期期

末，应在资格考试的基础上分流。

资格考试由学院组织的专家组进行，一般采取口试、笔试等形式。

专家组根据申请人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逻辑思维及表达能力、实

验设计的科学性和科研手段的先进性、接触学科前沿及科研在理论或

技术上的创新情况以及课题研究进展、发展前景和能否按期完成等各

项条件进行评价，给出是否同意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意见。只有专家

组 2/3以上的成员认为资格考试合格的硕博连读研究生，方可转入博

士研究生阶段学习。资格考试不合格而不能转入博士研究生阶段学

习的，一般将按硕士研究生要求进行培养，少数因课程考试成绩和综

合考核不合格、或其他原因不宜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者，按《华中农业大

学研究生学籍管理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八、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

硕博连读研究生应在指导教师或指导小组的指导下，独立开展创

造性的研究工作，并定期向指导教师或指导小组汇报课题研究进展等

情况，听取意见，接受指导。在论文课题研究的全过程中，应以严谨的

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其获得的真实可靠的数据、资料

进行科学的归纳与分析，并结合前人的研究进行深入探讨，独立写出

具有创造性成果的学位论文。

九、管理

1．硕博连读研究生考核分流前按硕士研究生管理，考核分流后按

相应级别研究生管理。

2．硕博连读研究生入校后的第五学期初，研究生院组织办理有关

学籍异动手续。

3．进行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的学科（专业）应根据本办法，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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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本专业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方案和相应的

管理措施，报研究生院审核同意后执行。

十、确定为硕博连读的研究生，除考核分流外，不得因个人主观意

愿中途退出硕博连读；否则，研究生要偿付全部学费和退还博士在读期

间的所有奖学金，导师下一年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的人数要严格控制。

十一、本办法从 2003级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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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管理办法

（2001年 3月制定，2012年 8月第二次修订）

第一条 为规范硕士研究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以下简称“提前

攻博”）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博士学位论文水平，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硕士研究生提出提前攻博申请的时间一般为入校的第

四学期末，表现优秀的也可在第五或第六学期申请。

第三条 申请提前攻博的硕士研究生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必须是全日制本科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参加全国统考线上生
经复试被我校录取的硕士研究生或免试推荐入学的研究生。

2.思想品德好，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关心集体，团结协作。遵纪
守法，研究生在读期间未受过任何处分。

3.身心健康，符合华中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入学体检标准。
4.学习认真，修完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获得学

分，无课程补考；具有较强的英语语言能力，尤其是英语写作与交流能

力；专业核心课程成绩优良。

5.具有浓厚的科研兴趣和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学风严谨。
6.学位论文课题研究具有创新性，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或应用

价值，课题已取得较好进展，有深入研究的前景，预期能取创新性成果。

7.硕士研究生的招生类别属定向或委托培养的，还须征得定向或
委托培养单位的同意。

8.“三好研究生”或取得其他创新成果的研究生，可优先推荐。
9.在三年级申请提前攻博的研究生其学位论文研究要有重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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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或成果，且需要本学科 2位正高级专家推荐。
第四条 提前攻博审批程序

1.个人申请。符合条件者须按时提出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书面
申请。申请书包括入校以来个人思想政治、研究生课程学习、科学研

究和学位论文研究、社会实践等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学位论文课题

来源、课题研究进展、研究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攻读博士学位后论文

研究工作的具体思路、研究工作的预期目标等。

2.导师审核。申请人硕士阶段指导教师应根据其申请书，结合平
时学习和科研情况，提出是否推荐的意见；拟接受其提前攻博的导师

应明确提出同意接受意见。

3.学院综合考核。由申请人所在学院对其思想政治、课程学习、
社会实践等情况进行综合考核。综合考核由学院组织的专家组进行，

采取答辩形式。专家组根据申请人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逻辑思维

及表达能力、实验设计的科学性和科研手段的先进性、课题研究进展、

发展前景、预期成果以及答辩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明确给出是

否同意攻博申请。只有专家组 2/3以上的成员认为综合考核合格的
申请者，方可推荐提前攻读博士学位，并由学院公示三天。

4.学校审核。学院将本单位推荐提前攻博研究生名单汇总后报
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全面审核，与学院共同确定提前攻博者名单。

第五条 提前攻博的研究生，博士阶段的学习专业应与硕士阶段

的学习专业相同或相近。

第六条 确定为提前攻博的研究生，在批准进入博士阶段学习后

享受博士研究生待遇。具体培养要求及环节参照《华中农业大学博士

研究生培养工作细则》。

确定为提前攻博的研究生，除身体原因外，不得因个人主观意愿

中途退出提前攻博；否则，研究生要偿付博士与硕士之间的奖学金差

额，导师下一年招收提前攻博研究生的人数要严格控制。

第七条 提前攻博研究生学位授予及毕业管理参照《华中农业大

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细则》执行。

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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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办法

（2003年 9月制定，2012年 8月修订）

第一条 为了稳定研究生课程教学秩序，规范教学管理，提高教

学质量，制定本办法。

教学组织

第二条 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是研究生课程教学的基本文件。

每学期结束前 1个月，由各学院根据研究生培养方案制定下学期研

究生教学计划。

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其名称应与研究生培养方案一致，其课程

大纲应达到专业培养方案所要求的水平，教学内容与本科衔接，体现

层次差异。

需要开设新课程的，必须经学院主管领导同意，并附课程大纲报

研究生院审查；研究生院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论证通过后，方可列

入教学计划。

第三条 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主要通过课程表体现并实施。

研究生课程表分为公共课程表和专业课程表，一般应在学期结束

前 1周安排好下一学期课程表。

研究生公共课程表由研究生院与开课学院共同安排。研究生院

负责下达教学任务书，并编排公共课程表；相关学院根据公共课程表

负责安排任课教师。

专业课程表由各学院根据教学计划安排，并报研究生院备案，应

避免与公共课程表冲突。

第四条 研究生课程表制定后，研究生院将开通研究生网上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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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供全校研究生选课。选课人数不足 10人的，一般应取消当学

期的课程教学计划。

第五条 研究生课程表应具有稳定性，不得擅自调课，否则，按教

学事故处理。具体处理办法按照《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教学事故认定

及处理办法（试行）》进行。

任课教师因特殊原因需要调课，应到所在学院领取并填写《临时

调课申请单》，经学院主管领导同意签字后，报研究生院审批。研究生

院审核同意后，下发《调课通知单》，并由相关学院负责通知任课教师、

上课研究生和研究生教育督导员。

课程学习

第六条 研究生应根据个人培养计划和学校制定的研究生教学

计划，安排好学期上课计划，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网上选课。

研究生网上选课结束后，可在课程开课后两周内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退选、补选。退选、补选课程须先填写《研究生退课选课申请表》，征

得导师同意，再到研究生院办理。

第七条 研究生一旦选定某门课程，必须修读并参加考试。以任

课教师课堂考勤为依据，无故旷课三次，取消其结业考试资格，该门课

程以零分计，并记入成绩档案。因客观原因或特殊情况而不能参加学

习或考试的，可申请缓修或缓考 1次；若二、三年级的研究生，还可申

请终止该门课程的学习。无故不修或不考的，该门课程以零分计，并

记入成绩档案。

第八条 确有必要到校外教学单位学习有关课程的，可以提出申

请，经所在学院主管领导同意、研究生院审核批准后，赴校外学习，其

学习费用由研究生院、所在学院和导师各分担 1/3。学习结束后，由

教学单位出具其考试成绩和学分的证明（含成绩单、试卷、试题），经研

究生院审核通过后承认其考试成绩和学分，并记入成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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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研究生课程考核成绩 60分为及格。考核成绩及格的，

获得该门课程学分；考核成绩不及格的，可申请补考或重修该门课程

一次，补考或重修及格的，补考或重修成绩记入成绩档案，并获得该门

课程学分。硕士研究生有 2门学位课不及格的，则不能申请补考，作

退学处理。博士研究生有 1门学位课不及格的，必须补考或重修该

门课程，补考或者重修后考试仍不及格的，作退学处理。

其 他

第十条 各学院应加强研究生课程教材建设，保证研究生课程教

学质量。

第十一条 各学院应加强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队伍建设，保证研

究生课程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施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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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课程考核管理办法

（2003年 9月制定，2012年 8月修订）

第一条 对课程学习情况进行考核，是促进研究生自主学习，提

高知识综合运用能力，检查教学效果，促进课程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的

手段之一。为规范研究生课程考核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核方式

考核一般分考试和考查两种。考试一般是通过笔试、口试、课程

论文、课程设计等形式进行，考查一般是对研究生专业实践、文献阅

读、社会实践等情况进行考核，一般采用“优”、“良”、“中”、“及格”、“不

及格”五级制。学位课程、选修课程一般应采用考试方式。

第三条 成绩构成

研究生成绩构成应多元化，课程成绩一般包括结业考试成绩、期

中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如作业、课堂表现）等；实践成绩一般包括实践

表现、实践报告等。各部分成绩权重应科学合理。

第四条 考试试题

1．研究生课程考试试题由开课学院主管领导组织任课教师或命

题小组根据教学大纲要求，按照难易程度恰当、深度广度适中的原则

拟定。命题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泄漏试题。

2．试题应按统一格式打印。
3．课程考试答题纸和草稿纸由开课学院统一提供。答题纸上必

须注明研究生姓名、学号、所在学院、考试科目。

未按规定使用答题纸的，学院不得接收其答卷。

4．试题由开课学院印制并由教学秘书保管，考试前由主考老师或
教学秘书送达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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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考核安排

课程考核必须在开课当学期完成。

1．学期期中结束的课程，考试一般安排在课程教学结束后 2周

内进行。

2．学期期末结束的课程，考试一般安排在期末考试周进行。
3．公共课程考试具体时间与研究生院协商后确定；其他课程考试

具体时间由有关学院确定，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4．课程考试的主、监考人员由相关学院负责安排。

5．对于以课程论文、设计等形式进行考核的，授课教师应将课程
结束时间、考核内容、考核截止时间等情况报所在学院教学秘书，由教

学秘书备份后报研究生院备查。

第六条 缓考与旷考

研究生必须按当季选课计划参加课程学习和考核。因病或其他

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参加考核的，须凭学校医院诊断证明或其他有关证

明，在课程考核前填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缓考申请表》，经所在学

院主管领导签字同意，报研究生院审核批准后，办理缓考手续，并通知

任课教师。

未办理缓考手续而不参加当次考核的，按旷考处理。旷考的，该

门课程以零分计，并记入其成绩档案。

第七条 课程成绩评定及成绩送发

1．课程成绩评定一般由任课教师完成，特殊情况经研究生院同
意，可由所在学院主管领导安排其他教师完成。评阅教师应认真负责

地评阅考试试卷或课程论文、设计，严格按评分标准进行评分。同门

课程的考试成绩一般应呈正态分布。评阅时，不得漏评、漏记、错评、

错记，更不得随意送分、加分或减分。课程成绩由任课教师直接登陆

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录入，提交后不能再修改。

2．任课老师最迟应于考试结束后 2周内，将研究生课程考核成

绩登录到“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并将纸质版的《华中农业大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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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绩登记表》（注明评阅时间、签名）以及试卷（原卷、答卷）或课程论

文、设计及时报所在学院教学秘书处；教学秘书收到后应立即审核、整

理、备份，并在第 2周内将《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成绩登记表》原件加

盖公章后报送研究生院。

3．任何人（包括评阅教师）不得随意更改成绩或查阅试卷。如特
殊情况确须查卷或纠正评错成绩的，经所在学院主管领导签署意见

后，由研究生院审核处理。

第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施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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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成绩管理办法

（2003年 9月 30日制定，2011年 8月修订）

第一条 研究生课程成绩是研究生课程学习情况的重要证明。

为了规范研究生课程成绩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院、各学院应分别为每位研究生建立研究生课程

成绩档案，准确、翔实记载研究生在学期间的课程考核成绩。研究生

成绩档案属永久性保存件。

第三条 各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收到评阅教师交来的《华中农业

大学研究生成绩登记表》以及试卷（原卷、答卷）或课程论文、设计后，

应立即审核、整理、备份，并将《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成绩登记表》加盖

公章，学院复印留存，原件于第 2周内报送研究生院。学院之间无需

传递研究生成绩登记表。试卷（原卷、答卷）、课程论文、设计等由学院

存档，保存期为 5年，不经研究生院同意，任何人不得调阅、修改。

第四条 开学 2周内，各学院教学秘书登陆“研究生管理信息系

统”核查本学院研究生上学期课程考核成绩，督促任课教师及时录入

考试成绩。

第五条 各学院应及时公布本学院研究生课程成绩，并接受成绩

查询。研究生也可在研究生院网页上查询其课程考核成绩。

对于有疑问的成绩，由有关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将情况报研究生

院核查；经研究生院审核，确实有误的，应同时在答卷、成绩登记表和

网上予以更正，并在答卷和考试成绩登记表上加盖研究生院培养办公

室公章，签署办理人姓名。

第六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前，由各学院审核并出具其课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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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成绩（打印件）。属补考或重修的课程，只填写补考成绩。

第七条 研究生毕业后，由研究生院整理其成绩档案送学校档案

馆永久保存。

第八条 研究生在学习结束或学习过程中，若需要办理本人学习

成绩，可登陆个人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自行打印，经学院教学秘书老

师审核签字后，到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加盖成绩专用公章。应届毕业

生应以专业为单位，打印成绩单后，集中办理审核盖章工作。

第九条 已毕业研究生需要办理个人成绩单的，直接到学校档案

馆查抄课程成绩，并以研究生院提供的标准格式印制成绩单，再到研

究生院审核盖章。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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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答辩管理暂行办法

（2012年 8月制定）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研究生毕业答辩工作，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对毕业研究生的毕业

（结业）论文答辩管理工作及程序做以下安排：

一、研究生毕业的基本要求

1.具有学籍的研究生学业期满；

2.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中所规定的内容，德、智、体

达到毕业要求。

二、研究生申请毕业答辩的标准

1．符合申请学位要求者，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获得毕业

证、学位证；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者；可申请毕业论文答辩，通过者获

得毕业证，未通过者发放结业证。上述未获得毕业证的硕士研究生在

一年内、博士研究生在二年内可再申请毕业论文答辩一次，通过者用

结业证换发毕业证，超过最长学习年限的不予受理。

2．研究生超过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的，对已达到毕业要求而

未达到学位授予条件者，先进行毕业答辩，答辩通过者，学校准予毕

业，发放毕业证书。上述通过毕业答辩者，硕士研究生可以在一年内、

博士研究生在两年内达到授予学位条件者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通过

者再授予学位。

三、研究生毕业答辩的申请程序

1.答辩申请

毕业答辩申请主要针对达到最长学习年限，但未达到学位授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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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研究生，申请者必须经导师同意。

2.领取并填写审核表

研究生凭校计财处盖章的离校程序单，到学院教学秘书处领取

《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审核表》，按程序请相关人员和分管院长审核签

字申请论文答辩。申请时需提交一份毕业论文初稿给学院教学秘书。

3.答辩审核

学院教学秘书在研究生提出申请 7个工作日内，将毕业答辩资

格审查结果通知申请者本人并报研究生院备案。未经毕业答辩资格

审查、答辩会时间未进行公告或者答辩委员会组成未经审批者，答辩

无效。

四、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1.硕士生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上或对国家经济
建设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2）论文应反映作者查阅了一定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对本研究

方向的研究动态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对本课题范围内的重要文献有比

较全面的评述。

（3）论文的思路清晰，分析严谨；实验部分数据真实、可靠，对数据

处理和所得结论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与讨论。论文应能在调查、试

验、计算分析、逻辑推理、观点、结论等方面，表明作者掌握了本学科坚

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4）论文至少应在理论分析、测试技术、数据处理、仪器设备、工艺

方法和设计等某一方面有一定的新见解，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

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5）论文应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合作完成的研究项目，论文内
容应侧重于本人的研究工作，对合作完成的部分应加以说明。

（6）毕业论文的写作，参照“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

形式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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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博士生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应接触学科前沿，其基本观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上和

对国家经济建设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2）论文反映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掌握了本研究

领域的科学动态，对本课题范围内的重要文献有全面的评述。

（3）从论文的理论分析上表明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理论知识和系

统深入的专业知识。

（4）论文应设计周密、实验严谨、数据真实可靠，表明作者具有独

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5）论文必须由博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合作完成的研究项目，

论文内容应侧重于本人的研究工作，对合作完成的部分应加以说明。

（6）毕业论文的写作，参照“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

形式规范”执行。

五、毕业论文答辩程序

1.硕士研究生毕业答辩委员会组成

硕士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由至少 5名教授、副教授或具有相应

职称的专家组成。研究生本人的指导教师不得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

夫妇二人不能作为同一答辩委员会的成员。答辩委员会主席由教授、

副教授或具有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答辩委员会中设秘书一人（由本

校在职教师担任）。

2.博士研究生毕业答辩委员会组成
博士毕业答辩委员会由至少 5名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

博士研究生本人的指导教师不得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夫妇二人不能

作为同一答辩委员会的成员。答辩委员会设主席 1名，另设秘书 1

人。主席须由具有指导博士研究生资格的专家担任，秘书须由本校在

职教师担任。

3.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根据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要求和

论文答辩情况，就是否通过毕业答辩作出决议。决议采用无记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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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经全体成员 2/3以上同意方为通过。决议经分管院长同意签字
后，报送研究生院。会议应当有原始记录。

4.毕业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论文答辩委员会同意，硕士研究生

在一年内、博士研究生可在两年内修改论文，补行答辩一次；通过补行

答辩者，颁发毕业证。超过最长学习年限者，不予受理。

5.博士毕业答辩委员会如认为申请者的论文达不到博士毕业论

文要求，但已达到硕士毕业论文的要求，而且申请者尚未获得过该学

科的毕业学历，可提出同意其以硕士身份毕业的建议。一般针对提前

攻博或硕博连读研究生。

6.毕业论文答辩的一般程序

（1）答辩委员会秘书首先介绍答辩委员会成员姓名、职称及答辩

研究生的情况。

（2）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开始。
（3）毕业申请人报告论文主要内容，硕士、博士研究生报告时间分

别为 30分钟、40分钟。

（4）答辩委员会提问，答辩人就答辩委员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

（5）答辩委员会讨论毕业论文决议。对研究生的论文水平及论文
答辩进行认真评议；讨论通过综合学术评语，对是否建议毕业进行无

记名投票；评语必须明确指出研究生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创新和不足。

（6）答辩委员会主席宣读答辩委员会对毕业论文的决议。

六、毕业申请材料的审批

1.在完成答辩程序后，答辩委员会秘书要负责将相关材料汇总后

交学院教学秘书处留存。答辩基本情况经所在学院主管院长进行审

核并签署意见后报送研究生院。具体需要汇总的材料包括：

（1）毕业论文 1本
（2）《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登记表》一式 2份（可直接在研究

生院网站下载）

（3）成绩单一式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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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毕业答辩委员会成员审批表
（5）答辩表决单

2.根据答辩委员会决议及学院审批意见，由学校签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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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2008年 1月华中农业大学第九届学位评定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修订）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结合我校具体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我校各级学位按经济学、

法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七个学科门类及各类专业学位授

予。各类专业学位亦可按照各专业学位施行办法或专业学位全国教

学（育）指导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实施细则。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第三条 学校成立学位评定委员会，由 25名专家组成，每届任
期 2-3年。学位评定委员会设主席 1人，副主席 2-3人，委员会委员
由我校学院院长和教授组成。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下设专业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

办公室（以下简称校学位办）。专业学位评定委员会由 9-21名专家组
成，每届任期 2-3年，设主席 1人、副主席 1-2人，委员会委员由我校
各学院分管院长和专家组成，负责专业学位的各级学位授予及相关工

作，并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报告。校学位办负责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和

专业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日常管理工作。。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名单报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

案。

第四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职责

1．作出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决定。
2．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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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出撤销各级各类学位的决定。
4．审批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成员。
5．审批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5．检查、评估、监督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工作。
6．研究学校学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7．研究和处理学位授予工作中的争议和其它事项。
第五条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职责

1．负责所属各类各学科（专业)或领域申请学士、硕士、博士人员
的资格审查，作出能否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的决定。

2．讨论各类相关各学科（专业)或领域学士、硕士、博士人员的学
位申请，向上级委员会提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建议。

3．审批博士研究生学位课程考试委员会成员、研究生学位论文答
辩委员会成员和论文评阅人，并报校学位办公室备案。

4．审核各类相关学科（专业)或领域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和
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问题。

5．组织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和资格认定工作，审核、通过新增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审核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单并提出增列

建议。

6．推荐优秀学位论文。
7．研究本单位学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8．完成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和专业学位评定委员会交办的其它工

作。

第六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和专业学位评定委员会每年召开2-3
次全体会议。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闭会期间，如临时遇有重大事件需

作出决策，可由主席、副主席提议增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议，或

在征求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的基础上，由主席、副主席与有关分委

员会研究决定后，向下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

学位申请及授予程序

第七条 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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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并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遵纪守法，品行

端正者，均可向我校申请学位。申请人不得同时向其它学位授予单位

提出申请。

学士学位申请者申请学位时，分别由相关学院及管理部门组织专

人逐个审核其学习成绩、毕业论文（或设计）、毕业鉴定等材料，并将符

合条件者及其材料提交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审查通过者，报

请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授予相应学位。

研究生应完成相应类别专业（领域）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方可向

本类别学科（专业)或领域学院分委员会提出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的申
请。学院分委员会在收到论文答辩申请后两个月内对申请者的课程

学习成绩、发表的学术论文、实践训练情况、培养环节档案等材料进行

审核，并明确给出是否同意进行论文答辩的意见。得到同意进行论文

答辩的明确意见后，研究生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学位论文答

辩者，经学院分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或专业学位评

定委员会提出授予学位的建议，最后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或专业学位

评定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授予相应学位。校专业学位评定委员会的

决定向学位评定委员会报告。

第八条 经讨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学位申请者形成授予学位

的决议后，将发文公布获得学位者名单，并随后为学士和硕士学位获

得者颁发学位证书。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学位证书须经 3个月的异议
期且无异议后方可发放，异议期从文件公布之日算起。

学位学术水平和课程学习要求

第九条 申请学士学位者的业务学习要求

1．在籍学习期间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
业，其课程成绩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的成绩，表

明确已比较系统地掌握本门学科、专业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较好地

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

2．具有从事科研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第十条 申请硕士学位者的业务能力与课程学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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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本门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3．课程学习要求
（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较好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理论。

（2）1门外国语。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一门外国语。
（3）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一般 3-4门。要求掌握坚实的基础理

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4）修满相应学科（专业）或领域的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分。
学位课程考试 1门不及格，可在半年内申请补考 1次；补考不及

格的或不及格学位课程超过1门的，学校不受理其学位论文答辩申请。
第十一条 申请博士学位者的业务能力与课程学习要求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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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具有独立从事和组织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3．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4．课程学习要求
（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要求较好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理论。

（2）基础理论课与专业课。要求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
深入的专门知识。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的考试，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指定 3名教授组成的考试委员会主持。基础理论采取笔试，专
业课可采用笔试、口试或二者相结合，亦可以博士研究生撰写综述报

告后进行答辩的方式进行考核。

（3）外国语。要求能够熟练地使用至少 1门外国语。第一外国
语为非英语语种的博士研究生，必须修读英语。

我校博士研究生学位课程考试必须在我校进行。组织考试时，可

依据各学科（专业）培养方案对课程的要求，结合培养计划进行安排。

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课程考试不及格，可以申请重修一次。具有硕士研

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博士学位的学位课程允许补考一次。重

修或补考仍不及格者，学校不受理其学位论文答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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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有重要著作、发明、发现

或者发展的，可提交有关的鉴定和证明材料，经两位教授或相当职称

的专家（其中至少有 1位是博士研究生导师）推荐，可申请免除部分
课程考试，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批。

专业学位人员的课程、课程考试及学分要求，按各专业学位施行

办法或专业学位全国教学（育）指导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第十二条 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的基本科学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上或对国家经济
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2．论文应反映作者查阅了一定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对本研究方
向的研究动态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对本课题范围内的重要文献有比较

全面的评述。

3．论文的思路清晰，分析严谨；实验部分数据真实、可靠，对数据
处理和所得结论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与讨论。论文应能在调查、试

验、计算分析、逻辑推理、观点、结论等方面，表明作者掌握了本学科坚

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4．论文至少应在理论分析、测试技术、数据处理、仪器设备、工艺
方法和设计等某一方面有一定的新见解，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

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5．论文应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合作完成的研究项目，论文内
容应侧重于本人的研究工作，对合作完成的部分应加以说明。

第十三条 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论文应接触学科前沿，其基本观点、结论和建议应在学术上和
对国家经济建设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2．论文反映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掌握了本研究领
域的科学动态，对本课题范围内的重要文献有全面的评述。

3．从论文的理论分析上表明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理论知识和系
统深入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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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论文应设计周密、实验严谨、数据真实可靠，表明作者具有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5．论文必须有创造性成果。
6．论文必须由博士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合作完成的研究项目，

论文内容应侧重于本人的研究工作，对合作完成的部分应加以说明。

第十四条 论文必须用中文写作，文字要通顺、简洁，写作格式按

照《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形式规范》执行。

论文评阅

第十五条 硕士研究生必须在答辩前 20天、博士研究生必须在
答辩前一个月向学院提交 1份学位论文提出答辩申请。
第十六条 研究生论文答辩前，应在校内外聘请相关学科专家作

为论文评阅人对学位论文进行评阅。硕士学位论文的评阅人由 2名
相当于副教授职称以上的专家（可与答辩委员重复）组成，博士学位

论文的评阅人由 3名以上相当于教授职称的专家（不能与答辩委员
重复）组成，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 2人。
论文评阅人须对论文写出详细评语，对该生是否符合相应学位级

别论文水平的要求、研究工作的成绩及不足、是否同意进行学位论文

答辩写出明确意见。

论文评阅人对研究生保密，其评阅意见应密封传递。

三份评阅结果的组合为AAA、AAB、AAC、AAD、ABB或BBB的
视为通过；组合为 ABC或 BBC，需增加盲评一份，如果结果为 A或
B，则视为通过；其它组合均视为不通过。若第一次盲评未通过，则必
须修改或重新撰写学位论文，半年后方可再次申请盲评。若第二次仍

未通过，则取消学位申请资格。

研究生通过论文评阅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接受学院组织专家进

行的预答辩。

论文答辩委员会及论文答辩

第十七条 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前，须持有关材料先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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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办理论文答辩登记手续，并报校学位办审核、备案。

研究生必须公开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方可办理学位论文答

辩手续。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如下：

1．发表的学术论文必须是学位论文内容。
2．答辩申请者必须是所发表学术论文（或“新药证书”、“新品种审

定证书”）的第一作者，且作者单位署名为“华中农业大学”。

3．学位申请者应提供学术论文复印件或同意论文发表的接受证
明原件，并有指导教师审核签字。

4．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的学术期刊分一、二、三级，各级期刊名
录由研究生院根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按自然科学类与人文社科

类分别另行公布（见本手册的附录）。在各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要求

是：

公开招考录取的博士研究生在一级期刊上发表至少 1 篇论文；
或者在二级期刊上发表至少 2篇论文；或者在二级期刊上发表 1篇
论文，并且在三级刊物上发表至少 2篇论文。
硕博连读和提前攻博研究生，自然科学类至少应发表 1篇 SCI

或EI收录的论文；人文社会科学类至少应在二级期刊上发表 2篇论
文。

列入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植资助计划的，按协议书申请答辩。

自然科学类博士研究生（包括硕博连读生、提前攻博生）获得应用性

成果，省级二等奖以上排前三名，经院分会认定、学位办备案，可视同达

到发表论文要求。

5.硕士学位申请者发表论文要求按照各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要求
执行。列入优硕项目培养的研究生按协议书申请答辩。

确因科研成果涉密而不宜发表论文的，须由导师提出申请报请学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通过，经校学位办批准方可免于发表论文，

但须形成专利或其他形式的科研成果。

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有更高要求的，以学院要求为准。

第十八条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至少 5名教授、副教授
或具有相应职称的专家组成。新增列硕士学位授权点的首批毕业生

答辩必须邀请至少有 1名外单位的专家，或校内相关、相近学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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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答辩委员；其他已有毕业生的学位授权点可以不邀请校外专家担

任答辩委员。研究生本人的指导教师不得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夫妇

二人不能作为同一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夫妻或者直系亲属彼此不得担

任对方所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提倡师生一方不担任对方

所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答辩委员会主席由教授、副教授

或具有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答辩委员会中设秘书一人（由本校在职

教师担任）。

答辩委员会根据培养要求和论文答辩情况，就是否通过论文答

辩、是否建议授予硕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经

全体成员 2/3以上同意方为通过。决议经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报
送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应当有记录。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论文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一年

内修改论文，补行答辩一次；通过补行答辩者，由答辩委员会提出授予

学位的建议。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如认为答辩的论文已相当于博士学位

的学术水平，除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决议外，可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提出授予博士学位的建议。

第十九条 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由至少 5名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
家组成。新增列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首批毕业生答辩必须邀请至少有 2
名外单位的专家，或校内相关、相近学科专业担任答辩委员；其他已有

毕业生的学位授权点可以不邀请校外专家担任答辩委员。博士研究生

本人的指导教师不得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夫妇二人不能作为同一答

辩委员会的成员，夫妻或者直系亲属彼此不得担任对方所指导研究生

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提倡师生一方不担任对方所指导研究生的学位

论文答辩委员。答辩委员会设主席 1名，另设秘书 1人。主席须由具
有指导博士研究生资格的专家担任，秘书须由本校在职教师担任。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根据博士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

要求和论文答辩情况，就是否通过博士学位答辩、是否建议授予博士

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 2/3以上同意
方为通过。决议经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报送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会议应当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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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论文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两年

内修改论文，补行答辩一次；通过补行答辩者，由答辩委员会提出授予

学位的建议。

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如认为申请者的论文达不到博士学位的学

术水平，但已达到硕士学位的学术水平，而且申请者尚未获得过该学

科的硕士学位，可提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建议。

第二十条 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在论文答辩中，要坚持标准，严

格要求，实事求是，以身作则，弘扬良好的学术风尚和严谨的治学态

度。不得讲人情，讲关系，投违心票，随意降低要求。答辩委员会成员

如一人因特殊情况临时缺席时，其学术评语可在答辩委员会上宣读，

但不计投票结果，如成员中有二人缺席，则答辩须改期进行。

第二十一条 学位论文答辩须公开举行。

第二十二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程序

1．答辩委员会秘书受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学院分委员会委托介绍
答辩委员会成员姓名、职称及答辩研究生的情况。

2．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开始。
3．学位申请人报告论文主要内容，硕士、博士研究生报告时间分

别为 30分钟、40分钟。
4．答辩委员会成员及来宾提问，学位申请人答辩。答辩采用应急

性答辩，即每一个提问者的问题提完后，答辩人应立即回答；回答完毕

再由下一位提问。硕士、博士研究生提问和答辩时间分别至少 30分
钟、60分钟。

5．指导教师向答辩委员会介绍学位申请人的思想品质、课程考试
成绩、完成研究生培养环节等情况（介绍完毕后回避）。

6．答辩委员会讨论学位论文决议。对研究生的论文水平及论文答
辩进行认真评议；讨论通过综合学术评语，对是否建议授予学位进行无

记名投票；评语必须明确指出研究生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创新和不足。

7．答辩委员会主席宣读答辩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决议。
第二十三条 论文答辩结束后，研究生应根据答辩委员会的意见

对论文进行修改。修改定稿后，按照规范进行论文装订，经导师签字

同意后向学院上交，最终提交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一式 4份、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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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一式 3份，并同时按要求向学校图书馆提交学位论文全文
电子版。

不得授予学位与撤销学位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授予学士学位：

1．有明显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

2．学习期间曾受记过以上（含记过）处分或在校期间受过两次以

上（含两次）处分。

3．违反学校纪律，受到记过以下纪律处分而无明显改进。
4．第三学年后（含第三学年），因考试作弊受到警告以上（含警告）处分。

5．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修满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

6．毕业论文（设计）成绩评定不及格。
对第一、二学年因考试作弊受到记过以下（不含记过）处分的学

生，符合下列条件可考虑授予学士学位：

1．受警告处分后，必修课平均成绩在 80分以上（含 80分），或被

评为三好学生者。

2．受严重警告处分后，必修课平均成绩达到 85分以上（含 85分）

者，或必修课平均成绩在 80分以上（含 80分）并被评为三好学生，或

两次被评为三好学生者。

3．受处分后，应届参加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符合国家硕士研究
生招生录取条件并被录取者（以录取通知书为准）。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者不得授予硕士、博士学位：

1．因违法乱纪、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等受到记过以上行政处分，无
明显改正者。

2．考试舞弊作伪者、课题研究弄虚作假者。

3．剽窃他人成果或抄袭他人论文者。

第二十六条 对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其在攻读学位期间，在

教学、科研、思想道德等方面严重违反本实施细则者，经校学位评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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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复议，可以撤销其学位。

作出撤销学位的决定后，校学位办公室相应履行以下职责：

1．将撤销学位的决定上报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备案、除名；

2．通知被撤销者并限期追回学位证书；

3．通知被撤销者所在单位，将撤销学位的决定归入其档案；
4．通知有关存放学位论文的单位，被撤销学位者的学位论文不能陈列。

名誉博士学位

第二十七条 对于国内外卓越的学者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经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提名，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可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其他规定

第二十八条 学位授予审批工作结束后，学士学位的材料由教

务处、继续教育学院分别整理归档，研究生的学位登记表、课程考试成

绩单、论文全文、论文评阅书、答辩委员会记录、决议书、表决票等有关

材料由校学位办公室送交学校综合档案室存档。

第二十九条 各级学位获得者的学位证书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统一格式制作，由校长颁发。

第三十条 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学位授予学位工作，参照

《华中农业大学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

位的实施细则》办理。

第三十一条 外籍留学生申请学位参照本细则。

第三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执行，由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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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
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的实施细则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

士学位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

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

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的规定》，特制订本细则。

第二条 华中农业大学是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可以开展向

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学位授予单位。

第三条 华中农业大学向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授予学

位的学科门类有经济学、法学、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等。

硕士学位的申请与授予

第四条 资格审查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具有硕士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在职人员方

可向我校申请硕士学位：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法规、品行端正；

2．申请人必须已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三年以

上，在申请学位的专业或相近专业做出成绩。

（二）申请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华中农业大学学位办公室提供

以下材料，进行资格审查。

1．学士学位证书；

2．最后学历证明；

3．已发表或出版的与申请学位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专著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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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4．申请人所在单位向华中农业大学提供申请人的简历、思想政治

表现、工作成绩、科研成果、业务能力、理论基础、专业知识和外语程度

等方面情况的材料（加印密封）。

（三）收到上述材料后，由校学位办在规定的期限内对申请人进行

资格审查。对确定具有申请资格的申请人，按本细则第五条的要求进

行同等学力水平的认定。

第五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从以下三个方面认定申请人是否具

备硕士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水平。

（一）对申请人在教学、科研、专门技术、管理等方面做出成绩的认定。

（二）对申请人专业知识结构及水平的认定。

1．课程学习与考试

经华中农业大学资格审查合格的申请人，应按相应专业硕士研究

生培养方案规定的要求，修满全部课程且成绩合格，取得规定的学分，

并通过学位办组织的学位课程考试，或与在校研究生同堂同试卷考

试。申请人进行的课程考试，均应按照在校研究生考试要求和评卷标

准进行。

2．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

申请人通过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及学科综合水平

全国统一考试，取得国务院学位办统一颁发的合格证书。

3．申请人自通过资格审查之日起，必须在四年内完成华中农业大
学组织的全部课程考试和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且成绩合格；四年内

未通过课程考试和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者，当次申请无效。

（三）学位论文水平的评定

接受同等学力人员的学位申请后，由学校有关部门指定硕士研究

生指导教师对申请人的论文进行必要的指导。申请人应在通过全部

考试后的一年后三年内提交学位论文，论文答辩应在申请人提交论文

后的半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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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要求
申请人提交的论文应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见解，表明作者具有从

事科学研究、管理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申请人同他人合作完成的著作或发明、发现等，对其中确属本人

独立完成的部分，可以由本人整理为学位论文，并附送该项工作主持

人签署的书面意见或共同发表论文、著作的其他作者的证明信，以及

合作完成的论文、著作等。

论文用中文撰写，按照《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形式规范》

进行。

2．论文通讯评阅

（1）论文评阅人：学位论文应按规定时间提交校学位办，由校学位

办聘请 3名以上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为论文评阅人。论文

评阅人应是责任心强，作风正派，在相应学科领域学术造诣较深，近年

来在科学研究中有成绩的专家。聘请的论文评阅人中至少有 1位是

学位授予单位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

论文在送交评阅时，评阅人的姓名不得告知申请人，评阅意见应

密封传递。

（2）论文评阅：论文评阅人应根据学位论文要求对论文是否达到

硕士学位水平进行认真细致的评阅，提出评阅意见及对论文的修改要

求，并明确指出是否同意申请人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3）若有 1位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人对所评阅学位论文持否定意
见，则该申请人的当次申请论文答辩终止；待半年后重新组织评阅；若

两次评阅均未获通过，则取消学位申请。

3．学位论文答辩

（1）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不少于五名具
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 3人是研究生导师、至

少有 1人是我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不能

聘为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应经校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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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审核批准。

研究生答辩秘书应在论文答辩前 15 天将学位论文送交论文答

辩委员会委员。

（2）论文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根据答辩的情况，就是否建议授予

硕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 2/3以上
（含 2/3）同意，方可通过。决议经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报送学院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论文答辩应有详细记录。论文答辩应公开举行。

（3）论文答辩未通过，当次学位申请无效；论文答辩不合格，但答

辩委员会建议修改论文后再重新答辩者，可在半年后至一年内重新答

辩一次，答辩仍未通过或逾期未申请答辩者，当次学位申请无效。

第六条 学位授予

申请人通过同等学力水平认定，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

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作出是否授予硕士学位决定。

博士学位的申请与授予

第七条 资格审查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具有博士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方可向

我校申请博士学位。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法规，品行端正；

2．申请人必须已获得硕士学位，并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工作五年以上；

3．申请人应在教学、科研、专门技术领域做出突出成绩，在申请学

位的学科领域独立发表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或出版过高水平的专

著，其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以上奖励；

4．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不得以同等学力身份申请我校学术型博

士学位。

（二）申请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华中农业大学学位办公室提供

下列进行资格审查的材料。

1．硕士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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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后学历证书；
3．准备申请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

4．公开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出版的专著，以及科研成果获奖的

证明材料；

5．申请人所在单位介绍申请人的简历、思想政治表现、工作成绩、
科研成果、业务能力、理论基础、专业知识和外语程度等方面情况的材

料（加印密封）；

6．两位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专家的推荐书（加印密封），其中

至少有一名博士生指导教师。

校学位办应在规定的期限内，组织专家小组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

查。对已确定具有申请资格的申请人，按本规定第八条的要求进行同

等学力水平的认定。

第八条 同等学力水平认定

对博士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水平的认定从以下 3个方面进行：

（一）对申请人完成本职工作，在教学、科研、专门技术等方面做出

成绩的认定。

（二）对申请人专业理论基础、知识结构及水平的认定。校学位办

对经资格审查合格的申请人，按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组织

考试，且成绩合格。未通过课程考试者，当次申请无效。对于在科学

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的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者，经有关专家推荐，

校学位委员会批准，可以免除部分课程考试，直接申请参加博士学位

论文答辩。

（三）学位论文水平的认定

接受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后，学校有关部门应指定博士生指导教师

对申请人的论文进行必要的指导。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应在通过全部

课程考试后的一年后三年内完成。

1．论文要求及科研工作

（1）申请人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应是在工作实践中由本人独立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 69·

完成的成果，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

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2）申请人同他人合作完成的论文、著作或发明、发现等，对其中

确属本人独立完成的部分，可以由本人整理为学位论文，并附送该项

工作主持人签署的书面意见和共同发表论文、著作的其他作者的证明

材料，以及合作完成的论文、著作等。

（3）论文用中文撰写，写作格式以《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形式规范》为准。

（4）申请人必须在学校指定的博士生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在学校
参加为期不少于三个月的与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申请人应在

我校的相应学科（专业）学位授予点报告其论文工作情况并接受质疑。

2．学位论文通讯评阅

（1）论文评阅人：学位论文应按规定时间提交校学位办，由校学位
办聘请不少于 3名外单位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为论文评

阅人。论文评阅人应是责任心强，学风正派，在相应学科领域学术造

诣较深，近年来在科学研究中有突出成绩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推

荐人不能聘为论文评阅人。

评阅人的姓名不得告知申请人，评阅意见应密封传递。

（2）论文评阅：论文评阅人应根据学位论文要求对论文是否达到

博士学位水平进行认真、细致的评阅，提出评阅意见及对论文的修改

意见，并明确指出是否同意申请人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3）3份评阅结果均为B以上或 2份评阅结果为A者，视为通过；

2份评阅结果为 B或 A和 B，另一份为 C，增评 1份后获 A或 B，视

为通过，可举行学位论文答辩；否则，视为不通过，不得举行学位论文

答辩，论文需修改，半年后方可再次申请（评阅程序同前）。若两次评

阅均未获通过，则取消学位申请。

3．论文答辩

（1）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答辩委员会由不少于 7名具有高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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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 4人是博士生导师、2人是华中
农业大学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推荐人、导师不能

聘为答辩委员会成员。答辩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应先得到华中农业大

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认可。

论文答辩秘书应在论文答辩日期一个月以前，将学位论文送交答

辩委员会委员。

（2）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根据答辩的情况，就是否建议授予博士

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 2/3以上（2/3）

同意，方为通过。决议经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报送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论文答辩应有详细记录。论文答辩应公开举行。

（3）论文答辩未通过，本次申请无效；论文答辩不合格，但答辩委

员会建议修改论文再重新答辩者，可在半年后至二年内重新答辩一

次，答辩仍未通过或逾期未申请者，本次申请无效。

第九条 学位授予

申请人通过同等学力认定，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同意，报经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作出是否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授予学位人

员的姓名及其博士论文题目由校学位办公室及时向社会或申请人所

在单位公布，并经三个月的争议期后颁发学位证书。其它有关学位授

予质量方面的要求与在校博士生相同。

其 他

第十条 凡已向我校提出学位申请的申请人，不得同时向其它学

位授予单位提出学位申请。否则，一经查出，申请随即无效。

第十一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审查通过

接受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在职人员申请学位时，应同审查通过攻

读学位研究生申请学位一样，履行自己的职责，坚持标准，保证质量。

第十二条 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学位所需开支的

经费，参照研究生培养经费标准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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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二

十四条规定，申请人通过资格认定后享受不超过两个月的假期，准备

参加课程考试和学位论文答辩。

博士学位申请人的所在单位应允许申请人到校参加为期不少于

3个月的与论文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

第十四条 在职人员以同等学力申请并获得学位，表明本人的学

术水平达到所获学位的水平，但不涉及学历。向学位获得者颁发学位

证书和向有关单位送交学位论文，均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执行，学位证书单独编号，由校长颁发。

第十五条 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学位的日常工作由校

学位办会同有关学院和部门办理。

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校学位办公室负责

解释。

（根据《华中农业大学第八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纪

要》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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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开题报告形式规范

（2007年 4月制定，2012年 7月修订）

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开题报告（以下简称开题报告）是研究生培

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由研究生提出的开题报告之于学位论文研究，

相当于科学工作者所提出的课题申请报告；经论证审查后的开题报

告，相当于科研项目的合同书。研究生和指导教师应充分重视，做好

开题报告。

1 开题报告的组成

开题报告由摘要、正文、论证意见三个部分组成：

1.1 摘要

1.2 正文

1.2.1 立论依据

1.2.2 研究内容

1.2.3 试验材料（研究对象）、试验方法（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1.2.4 工作基础和已有进展

1.2.5 计划研究进度

1.2.6 预期目标、本研究创新之处

1.2.7 参考文献

1.2.8 经费预算

1.3 论证意见

1.3.1 导师意见

1.3.2 论证小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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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学院意见
2 报告外观

开本为A4纸，其尺寸为：297×210（mm），其中上边距 25 mm、下

边距 25 mm、左边距 32 mm、右边距 25 mm、页脚 15 mm。按顺序编

页码，用优质 A4纸双面复印（不允许以 A3纸单面复印后对折）。打
印出的报告中不应出现手工涂改的痕迹，不应有错别字、漏字。在内

容的编排上要有统一的形式，如统一的行间距、页边距；注意不同级别

标题的差别，相同级别的标题字体、字号应相同，采用统一的编号方法

安排不同级别的编号，如采用 1，1.1，1.1.1等，而不将一、，1、，1.1，（1）
等混编在一起。对标题与正文、表头、题头等可以用不同的字号和字

体加以区别，所有的正文文字应采用同一字号与字体（推荐中文用宋

体，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字号小四），中英文切换时注意改变字

体。

3 封面

封面所附样本格式制作，包括以下内容：研究生姓名、学号、专业、

研究方向、攻读学位级别（博士或硕士）、攻读学位类型、课题名称、指

导教师、指导小组

4 课题名称

课题名称应高度精练概括，明确地反映课题内容，一般不超过 25

个汉字。

5 摘要

出现在报告正文之前。

摘要是报告的缩影，要求简明确切、不加注释或评论地介绍研究

背景、研究目的、主要材料和方法、预期研究结果、科学意义或应用价

值等。不得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略语或缩写。

摘要之后列出关键词，反映文章主体内容和涉及范围，是论文分

类和建立索引的依据，数量一般在 5-8个，词或词组。

中文关键词在中文摘要之后，英文关键词在英文摘要之后，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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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关键词一一对应，分别在中英文摘要后另起一行，各关键词之间用

分号隔开。为增加检索的信息量，关键词应避免与标题相重复。

6 正文

正文包括：立论依据、研究内容、研究对象（试验材料）、研究方法

和技术路线、工作基础和已有进展、计划研究进度、预期目标与研究创

新之处。视涉及到的内容，每节还可分成若干小节，用小标题分开。

6.1 立论依据

立论依据应包括：研究问题的由来、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研究的

目的和意义等内容。

研究问题的由来：明确地提出论文研究所针对的科学、生产和经

济建设的问题，指出研究这些问题的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在对相关文献阅读、消化的基础上，回顾课

题相关的学科背景，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存在的问题。是作者对文

献的综合、提炼与升华，反映作者对国内外相关进展的了解和理解的

程度。要求在叙述前人工作的同时，应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不应将

文献综述写成前人工作的堆砌，也不应象教科书一样写成知识性介

绍。请注意：过去已多次发现在学位论文的“文献综述”和科研论文的

“前言”部分整段和部分照抄前人文章的现象，这种现象叫“抄袭”，在

文献综述中尤其容易出现，写作时应注意避免。开题报告所引用的文

献篇数不应太少，以 50-100篇为宜，应是阅读过的书籍、原始研究论

文和高水平的综述，注意引证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尽量避免引用低水

平杂志的“综述”。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提出问题和综述文献的基础上，阐述学术

思想，提出科学假设和假说，提出论文研究要实现的目标或达到的目

的，拟解决的科学问题，指出研究这些问题的科学意义，研究成果可能

的应用前景等。

6.2 研究内容

对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分层次进行详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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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试验材料（研究对象）、试验方法（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试验材料：对研究拟用到的实验材料应详尽地列出，如生物材料

及拉丁文学名、品种名称（编号）、菌株名称，实验材料与课题研究有关

的各种特征特性，由实验材料所得到的各种衍生材料、实验群体、世

代、数量等，清楚地说明各种材料的来源。

试验方法（研究方法）：描述应详尽，以能将试验材料（研究对象）

与试验结果（研究结果）贯通为准。描述的详尽程度应能使必要时他

人能重复出这一试验为准。对一些常用的试验方法，可在引用他人文

献的基础上，简要加以描述，不必花大量篇幅去交待细节。要注意说

明所用的是他人的方法，还是自己发明的方法，还是在前人方法基础

上有改进，有什么改进等。对于方法的改进和自己发明的新方法应作

详细的交待。试验方法还应包括试验设计、田间种植方式、田间管理、

试验时间、地点、数据采集（考种）、统计分析方法、所用统计软件、计算

机程序等；研究方法包括试验设计、调查方法、数据采集、统计分析方

法、所用统计软件、计算机程序等。

技术路线：对材料（对象）、方法、研究内容和目标的关系有时用一

个示意图往往更容易描述清楚，鼓励用路线图的方式描述这种关系。

可能的问题与应对措施：研究工作中常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

题，有些工作则因其具较强的探索性而结果具不确定性，应针对这些

可能的问题提出应对措施。

6.4 工作基础和已有进展

课题研究的起点，课题组内外已有的工作基础、材料和方法。本

人的预研情况，目前已经取得的进展等。

6.5 计划研究进度

对研究内容中提出的各项工作按学期或按生长季节逐项列出预

期的进展。

7 参考文献（参照《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形式规

范》（自然科学类、人文社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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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紧接正文后面列出，与文中的文献引用一一对应。参考

文献排列规则是中文文献在前、外文文献在后。中文文献按第一作者

的姓名拼音字母为序排列，英文及其它西文按第一作者姓氏字母顺序

排出，第一作者姓名相同时按第二作者姓名排序，余类推。作者相同

的文献按发表的先后顺序列出，所列的相同作者同年内的文献多于一

篇时，可在年份后加“a”、“b”等字母予以分别，如：“1997a”、“1997b”

等。文献作者人数在 20（包括 20）以下的全部列出，超过 20人时，列

出前 20名作者，后面加“等”（西文“et al”）字以示省略。作者姓名之

间用逗号“，”隔开，中文、外文的姓名一律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写

法；外文（含汉语拼音）姓名的姓应写全，且第一字母应大写，名字仅写

大写首字母，姓与名之间用一空格隔开，名与名之间不用空格。未公

开发表的资料请勿引用，但可作脚注处理。文献著录格式参见“8.1文

献引用方法”。各种来源的文献书写格式如下：

1.姜锡州.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法.中国专利，881056073.1989-07-26

2. 蓝盛银，徐珍秀.植物花粉剥离观察扫描电镜图解.北京：科学出版

社，1996.47-48

3.刘克德.水稻广亲和性遗传基础的全基因组分析及 S5位点区段部

分物理图谱的构建.[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1998

4.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委员会. GB 6447-86文献编

写规则.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86

5.王明亮.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1998-08-09．

6.王石平，刘克德，王江，张启发.用同源序列的染色体定位寻找水稻抗

病基因 DNA片段. 植物学报，1998，40：42-50

7. 张启发，李建雄.水稻杂种优势的遗传和分子生物学基础的研究进

展.见：王连铮，戴景瑞主编，全国作物育种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作

物学会第六届理事会暨全国作物育种学术讨论会，北京，1998，北京：

中国农业科技术出版社，199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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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启发.玉米的群体和群体遗传学.见：刘纪麟主编，玉米育种学.北

京：农业出版社，1991. 264-320

9. Ahn S, Tanksley SD. Comparative linkage maps of the rice and maize

genome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93b, 90: 7980-7984

10. Aldemita RR. Genetic Engineering of rice: Agrobacterium tumefaci-

ens-mediated transformation of rice and evaluation of a corn pollen-spe-

cific promoter using the gusA gene in transgenic rice. (Ph D dissertation).

West Lafyatte: Purdue University, 1998

11. Foth HD. Fundamentals of soil science. 7th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4. 151-159

12. Morison JIL.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 and stomatal responses

to CO2. In: Zeiger E, Farquhar GD, Cowan IR eds., Stomatal Fun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29-251

13. Wang XM. Recombinant DNA sequences encoding phospholipase.

USA patent, 5670366. 1997-09-23

14. Zhang Q, Gao YJ, Yang SH, Ragab RA, Saghai Maroof MA, Li JX,

Li ZB. Molecular marker-based analysis of heterosis in hybrid rice. Ab-

stract, 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International

Program on Rice Biotechnology, 1994, Bali, Indonesia

以上所列参考文献包括常见各种来源文献。

杂志论文。文献 6和 9是杂志论文的著录格式：“作者.题名.刊

名（外文刊名用斜体，两个词以上的用缩写，缩写词后不用缩点，用一

空格隔开；一个词的不缩写），出版年，卷号：起迄页”；

会议论文集。文献 7是会议论文集的著录格式：“作者.题名.见

或 In：编者（主编或编，英文编者后加 ed.多编者加 eds.），文集名.会

议名，会址，会议年，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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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论文。文献 14是会议论文的著录格式：“作者．题名．会议

名，开会年，会址”；

著作。文献 2和 11是著作的著录格式：“作者.书名.版本（第一

版不标注）.（或译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讫页”；

专著章节或文集。文献 8和 12是专著章节或文集的著录格式：

“作者. 题名．见或 In：编者（主编或编，英文编者后加 ed. 多位编者加

eds.），专著（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迄页”；

学位论文。文献 3和 10是学位论文的书写格式：“作者．题名．
[学位论文]．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

专利。文献 1和 13是专利的书写格式：“专利权所有者.专利名.

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授权日期（年-月-日）”；

技术标准。文献 4是技术标准的书写格式：“起草责任者.标准代

号.标准顺序号-发布年.标准名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网络。文献 5是网络文献的书写格式：“作者．题名．年-月-日．网

址”

未包括到的情况请作者参照以上基本格式作出相应的处理。

请注意：所有中文参考文献的句号用英文全角状态下的“.”表示；

所有西文参考文献的标点符号用西文状态下的符号，后空一格。参考

文献多年来一直是论文中最混乱的部分，各位作者务必遵照上述格

式。若在一篇论文中发现 5篇文献的列法不合要求者，作为形式审

查不合格，退回修改后再受理。

8 经费预算

根据研究内容，按实验材料（植物）培育与种植、试剂耗材、实验用

工、房租、水电、仪器设备、其它等项目，逐项计算。

9 注意事项

9.1 文献的引用

在文中引用文献时，采用姓名加年份的方式，若所引文献只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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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或 2名作者时，作者姓名全部列出 (外文文献只列姓氏)，当所引文
献作者有 3名或 3名以上时，列出第一作者，后面加“等”以示省略。

如“（梅明华 1994）”，“（梅明华和李泽炳 1995）”，“（梅明华等 1996）”

等。外文文献引用也同样处理，如 (Smith 1990)，(Smith and Jones

1992)，(Smith et al 1993)等。
9.2 图表的列法

图表要讲求质量，注意美观，以表 1（Table 1）、表 2（Table 2），图

1（Fig. 1）、图 2（Fig. 2）等统一编号。每个图表都应有标题，内容应简

单明了，中英文对照，居中排列。表题置于表的上部，图题置于图的下

方。每个图表所提供的信息应能做到自我解释（即不看正文应能理解

各图表的数据、信息）。

表格一律采用 3线表，表头（中英文）应简洁，必要时加脚注（中

英文）。脚注用右上角半括号阿拉伯数字或小写英文字母如“1）”，
“2）”，“a)”、，“b)”等表示。照片要求用反差大、图像清晰的原版照片，

或计算机处理的高质量的照片，不应采用复印图，图上的各种标示、箭

头等应符合正式发表规范。

表内同一栏的数字必须上下对齐，表内不宜用“同上”，“同左”和

类似词，一律填入具体数字或文字。表内“空白”代表未测或无此项，

“——”代表未发现，“0”代表实测结果为零。如数据已绘成曲线图，可

不再列表。当图题不能表达清楚时，可用最简练的文字将图上需要说

明的符号、标记、代码，以及实验条件等横排于图题下方，作为图例说

明。

9.3 符号、缩写、代号、计量单位和数据的表示

9.3.1 符号、缩略代号

各种西文符号、代号只能使用法定的或公知公用的。大小写、上

下角标、正斜体正确使用。一般使用西文斜体的有：生物学属和种的

拉丁文学名、基因名称符号，用字母代表的数、一般函数及统计学符

号，量符号和量符号中的代表量或变动性数字的角标字母，如体积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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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C以及数学公式等。符号、代号在稿件中第一次出现时，要用括
号注明中文名称。

对在文中出现次数较多（≥5次）的较长的名词，可以作缩写。作

缩写的名词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要进行必要的定义。

9.3.2 计量单位

文中计量单位使用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量和单

位》中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如时间单位使用“s (秒)、min(分)、h(小

时)、d(天)”等；浓度单位使用“mol/L 、mg/L”等，原用的“ppb、ppm、克

分子浓度（M）、当量浓度（N）”等均已废除，不得使用；面积单位用“m2

，cm2，hm2”，而不用“亩”；光强用“勒克斯（lx）”；辐射强度用“贝克
(Bq)、库/kg（C/kg）”，而不用“居里、伦琴”；质量单位用“kg、g”或“ t”，

而不用“斤”等；生物技术中 DNA以及蛋白质片段的质量单位用“克

（g）、毫克（mg）、微克（ g）”等。凡阿拉伯数字后所带单位，均使用国
际通用代号或符号，如“ 1 mol”不用“1摩尔”等。有些单位习惯用中

文表示的，与数字组合使用，采用国际通用代号，如“3天用 3 d 、5小

时用 5 h、10分用 10 min、13秒用 13 sec表示”。组合单位在文字中

采用如下写法：mol/L、mg/L；转速用“r/min”,不用“rpm”。
9.3.3 数据的表示方法

实验的有效位数表示要一致，有效位数必须全部写出，如

“0.8600”、“1.0000”为 4位有效数，不能写成“0.86”、“1”；论文中各种

单位的计数计量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如“10株”、“3次重复”等不写成
“十株”、“三次重复”。表示参数与偏差范围的数值如：“20±2℃”不能

写成“20℃±2℃”；“50%-60%”不能写成“50-60%”。附带尺寸的单位

相乘的数字，如“长宽高”应写成“30 m × 20 m × 10 m”，或写成“m：30

× 20 × 10”，不能写成“30× 20 × 10 m”。数字的增加可用倍数和百分
数表示，如“增加了 2倍”，“增产 10%”；数字的减少只能用百分数和

分数表示，如“降低 10%”，“减少了 1/5”等。公历纪年：如“1999年”不

能写成“99年”，也不能用“去年、今年、明年”表示。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 81·

9.3.4 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

文中各种标点符号应恰当使用，尤其在输入中应注意中英文软件

环境的区别，是中文叙述的文字就应用在中文输入环境下的标点符

号，是西文叙述的文字就应用西文的标点符号，中西文标点符号不应

混用。英文的标点符号后应空一格。

附件：

（1）中文开题报告封面及论证审查表

（2）英文开题报告封面及论证审查表（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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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研 究 生：________________

学 号：________________

学 院：________________

专 业：________________

学位级别：________________

学位类型：________________

研究方向：________________

课题名称：________________

导 师：________________

指导小组：________________

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制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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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开题报告书撰写及

开题论证说明
第一条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是研究生开展论文研究的必经过程，所有研

究生都必须撰写开题报告。

第二条 开题报告主要检验研究生论文准备工作是否深入细致，如，文

献是否翔实、全面，对国内外研究现状是否把握，论文选题是否具有创新性，

技术路线是否可行，预期目标是否科学等。

第三条 研究生必须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结合导师所承担的研究课题以

及本人研究特长，与导师协商，确定选题，广泛查阅文献，开展预期研究，制定

论文工作方案，在此基础上撰写开题报告。

第四条 “课题来源”指下达课题的部门；“课题性质”指纵向、横向、国际

合作、自选课题。

第五条 研究生进行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论证要向导师提出申请，申请获

准后，在规定的时间内由学院组织开题论证。参加开题论证的教师一般是指

导小组成员，包括导师在内，一般不得少于 5人。
第六条 参加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论证的教师应当对开题报告进行评

议，对选题依据、研究方案（技术路线）的科学性、可行性、先进性及创新性进

行评价，提出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评议结果分“同意”、“不同意”、“修改补

充”三种。

第七条 研究生通过开题论证后，应及时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录

入开题相关信息，并根据学院要求提交开题报告等相关材料。

第八条 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适时统计《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开题报告情况汇总表》并报送研究生院培养办，其他材料留存学院备查。研

究生院培养办将不定期抽查研究生开题报告材料。

第九条 硕士开题报告书在4000字以上；博士生开题报告书应在6000字。
第十条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书需归入档案，请规范填写，可根据内容

添加附页；在撰写前仔细阅读《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形

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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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E-MAIL 入学年月

课题来源 课题性质

一、摘要

二、立论依据（研究问题的由来，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选

题的目的与意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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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内容（对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分层次进行详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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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对象（试验材料）、研究方法（试验方法）与技术路线

1.研究对象（试验材料）

2.研究方法（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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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路线

4.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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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基础和已有进展

六、计划研究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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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预期目标及本研究创新之处

八、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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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预期目标及本研究创新之处

支出科目 金额（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十、导师意见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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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选题评议

1．对选题依据、研究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先进性及创新性的评价

2．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3．□同意 □建议修改或补充 □不同意 开题报告论证

考核主持人签名：

年 月 日

考核专家组成员

姓名 职称 学科、专业 工作单位

十二、学院审核

□同意 □不同意 考核专家组意见。

主管院长：

学院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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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DEGREE RESEARCH PLAN AND PROPOSAL

NAME OF THE STUD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UDENT I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LLEG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J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GRE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SEARCH ARE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SIS TIT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VIS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EMBERS OF GUIDING GROUP: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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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Proposed Research Work, Its Originality and Creativeness
1.1 Work proposed
1.2 Originality and creativeness

2.Literature Review
A comprehensive and sensible review of the advances in th
e research fiel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posed research

3.Objectiv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Proposed Research
3.1 Objectives
3.2 Significance

4. Experimental Materials, Methods and Technical Approaches
4.1 Materials
4.2 Methods
4.3 Technical approaches (flow charts if applicable)

4.3 Pitfalls and alternatives
5. The Knowledge and Technological Bases for the Proposed Research
6. Work completed or Progresses to date
7. Expected Outcome

7.1 Research achievements (Germplasm, genes, knowledge etc)

7.2 Publications and patents
8. Timetable for the Proposed Research
9. References

Use the style as suggested in the Guideline for Dissertation
10. Proposed Budget

10.1 Expenditures
10.2 Labors
10.3 Traveling
10.4 Publications and thesis preparation
10.5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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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and Recommendation of Advisor:

Advisor Signature:

Date:

Comments and recommendation of the Guiding Group:

Leader of Guiding Group Signature：
Date:

Members of Guiding Group

Name Title Major Unit of Work

Approval of the College:

Executive Dean Signature:

Stamp of Colleg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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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形式规范

（自然科学类）

（1999年 3月第一版，2012年 6月第五次修订）

为进一步规范学位（毕业）论文写作和装订，促进研究生学位（毕

业）论文形式标准化，特制订本规范，其各项要求适用于答辩前后的论

文，各位研究生在论文写作时务必认真阅读，严格执行。

1 论文组成

一本完整的论文包括：封面、扉页、目录、中文摘要、英文摘要、缩

略表、正文、参考文献、附录、致谢几个部分。其中正文由前言、材料与

方法、结果与分析、讨论等几个部分组成。

“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毕业）论文独创性声明及使用授权书”置于

扉页与目录之间。

2 论文外观

论文的开本为 A4纸，其尺寸为：mm：297×210，其中上边距
25mm、下边距 25mm、装订边边距 32mm、非装订边边距 25mm、页眉

20mm、页脚 15mm，奇偶页页边距对称，页眉、页脚居中排列，其中，奇

数页叶眉为论文题目，偶数页页眉为“华中农业大学××届博/硕士研究

生学位（毕业）论文”定稿后，用优质 A4纸双面（不允许以 A3纸单面
复印后对折）。装订整齐、美观。

论文目录一般应自动生成，目录本身的页码用大写罗马数字

（Ⅰ、Ⅱ、Ⅲ…）单独编排，中英文摘要、缩略语表等的页码用小写罗马

数字（、、 …）单独编排，从正文开始到最后，页码用阿拉伯数字（1、
2、3…）编排，页码居中排列，不能出现漏编、重编、倒编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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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排应有统一的标准。正文应统一行间距，标题与正文、表

头、题头等可以用不同的字号和字体加以区别，但对于同一级的标题，

要采用同样的字号与字体。所有的正文文字应采用同一字号与字体

（推荐中文用宋体，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字号小四），表题、图题

字号应比正文文字小一字号，图例说明字号应比图题小一字号，以示

与正文文字有所区别。中英文切换时注意改变字体。

论文正式输出前做认真仔细的校对，特别要严格检查错别字、漏

字、段落错乱、标题混乱等问题。装订好的论文中不应出现手工涂改

的痕迹，整篇论文的错别字、漏字应控制在 10次以下。
整篇论文做好孤行、孤尾控制，即一段文字的最后一行不落在下

一页，一段文字的启始一行（特别是标题）不放在前一页。

所有的表图，包括表题、图题、图例说明、脚注等，都应尽可能放在

同一页，以保持表图的完整性。不能避免的用“续表”或“续图”字样表

示与前页表图的连贯。

不符合上述要求将会被作为形式审查不合格，不予受理。

3 封面与扉页

封面应按后面所附样本格式制作，应包括攻读学位级别（博士或

硕士）、并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列出以下内容：论文题目、研究生姓名、

导师姓名、专业、研究方向、论文完成时间、学位授予日期等内容。论

文的题目是高度浓缩的摘要，应能明确地反映论文的内容，并力求简

洁，一般不超过 25个汉字。
扉页应包括分类号、密级、论文题目（中英文）、研究生姓名、导师

姓名、指导小组老师姓名、专业、研究方向、论文报告提交日期、学位授

予日期等内容。扉页制作也请参考后面所附样本格式。

4 目录

以标题编号的形式进行目录的编排（最好是自动生成目录），注意

不同级别标题的差别，相同级别的标题字体、字号应相同，采用统一的

编号方法，突出不同的编号级别，如采用 1，1.1，1.1.1等，而不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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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等混编在一起（这些编号和字体原则也适用于论文正文）。
各级标题均应相应地标注页码。

论文标题一般可设三级，一级标题采用三号黑体，二级标题采用

小三号黑体，三级标题采用四号黑体，都采用左对齐排版。

5 摘要

摘要包括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出现在论文目录之后、正文之

前。编排顺序是中文摘要、中文关键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

摘要是文章的缩影，要求简明确切、不加注释或评论地介绍论文

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主要材料和方法、研究结果、结论、科学意义或应

用价值等。不得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略语或缩写。英文摘要的内

容与中文摘要的内容基本一致，英文稿要语法正确、拼写无误、符合英

语表达习惯。

摘要之后列出关键词，反映文章主体内容和涉及范围，是论文分

类和建立索引的依据，数量一般在 5-8个，词或词组。中文关键词在

中文摘要之后，英文关键词在英文摘要之后，中英文关键词一一对应，

分别在中英文摘要后另起一行，各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为增加检

索的信息量，关键词应避免与标题相重复。

6 缩略语表

如有必要，在摘要之后、正文之前应有一缩略表（缩略语的应用规

范见 8.3），按对照的方式列出文中所用的各种自定义名词的缩略和原

文形式（外文词组的缩略应给出外文原文）。公知公用的缩略词不必

列入。

7 正文

正文包括前言、材料和方法、结果与分析、讨论等节，视涉及到的

内容，每节还可分成若干小节，用小标题分开。当研究工作包括相互

联系不大的多项内容时，论文的写作可以分成几章，写作时每一章都

应包括前言、材料和方法、结果与分析、讨几个部分，这几章所用的参

考文献都在论文的正文结束后统一编排。学位（毕业）论文应是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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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产物，应具有良好的系统性，一般情况下，不

宜分章写作。

7.1 前言

前言应包括：研究问题的由来、文献综述、研究目的等基本内容。

研究问题的由来应明确地提出论文研究所针对的科学、生产和经

济建设的问题，指出研究这些问题的意义。

文献综述主要回顾与所研究课题相关的学科背景，相关领域的研

究进展和存在的问题等，是作者对相关文献阅读、消化后的综合、提炼

与升华，反映作者对国内外相关进展的了解和理解的程度。因此，文

献综述在叙述前人工作的同时，应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不应将文献

综述写成前人工作的堆砌，也不应象教科书一样写成知识性介绍。

请注意：过去已多次发现在学位论文的“文献综述”和科研论文的

“前言”部分整段和部分照抄前人文章的现象，这种现象叫“抄袭”，在

文献综述中尤其容易出现，写作时应注意避免。否则被发现后可能会

导致不授予学位。

研究目的是在提出问题和综述文献的基础上，阐述学术思想，提

出科学假设和假说，提出论文研究要实现的目标或达到的目的。

7.2 材料与方法

研究所用的材料应详尽地列出，如生物材料及拉丁文学名、品种

名称、菌株名称，实验材料与课题研究有关的各种特征特性，由实验材

料所得到的各种衍生材料、实验群体、世代、数量等，清楚地说明各种

材料的来源。

实验方法的描述也应详尽，以能将实验材料与实验结果贯通为

准。描述的详尽程度应能使必要时，他人能重复出这一实验。对一些

常用的实验方法，可在引用他人文献的基础上，简要加以描述，不必花

大量篇幅去交待细节。但对于方法的改进和自己发明的新方法则需

要作详细的交待。要注意说明所用的是他人的方法，还是自己发明的

方法，还是在前人方法基础上有改进，有什么改进等。实验方法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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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实验设计、田间种植方式、田间管理、试验时间、地点、数据采集

（考种）、统计分析方法、所用统计软件、计算机程序等。

7.3 结果与分析

详尽陈述课题研究结果，在写作时力求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做到

环环相扣，具有严密的逻辑性。避免重复叙述实验方法，也不要作过

多的讨论。

7.4 讨论

讨论一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作者综合分析与逻辑思维的水平与

能力。讨论的基础是结果与分析，应在对结果透彻理解的基础上归纳

研究的主要结果，从中得出的主要结论，阐述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比

有什么进步，解决了什么科学问题，研究结果在理论上和应用上的价

值、前景等。同时还应讨论存在的问题、研究工作不足方面，进一步将

如何研究等。讨论应注意与前面提出的研究目的相呼应，要言之有

据，避免重复叙述实验结果。作为学位论文，鼓励活跃学术思想，提出

新的学术观点，以一定的实验证据为基础大胆推论、假设。

7.5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紧接正文后面列出，与文中的文献引用一一对应。参考

文献排列规则是中文文献在前、外文文献在后。中文文献按第一作者

的姓名拼音字母为序排列，英文及其它西文按第一作者姓氏字母顺序

排出，第一作者姓名相同时按第二作者姓名排序，余类推。作者相同

的文献按发表的先后顺序列出，所列的相同作者同年内的文献多于一

篇时，可在年份后加“a”、“b”等字母予以分别，如：“1997a”、“1997b”

等。文献作者人数在 20（包括 20）以下的全部列出，超过 20人时，列

出前 20名作者，后面加“等”（西文“etal”）字以示省略。作者姓名之间

用逗号“，”隔开，中文、外文的姓名一律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写法；

外文（含汉语拼音）姓名的姓应写全，且第一字母应大写，名字仅写大

写首字母，姓与名之间用一空格隔开，名与名之间不用空格。未公开

发表的资料请勿引用，但可作脚注处理。文献著录格式参见“8.1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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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方法”。各种来源的文献书写格式如下：

1.姜锡州.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法.中国专利，881056073.1989-07-26

2. 蓝盛银，徐珍秀.植物花粉剥离观察扫描电镜图解.北京：科学出版

社，1996.47-48

3. 刘克德.水稻广亲和性遗传基础的全基因组分析及 S5位点区段部
分物理图谱的构建.[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1998

4. 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委员会. GB 6447-86文献

编写规则.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86
5. 王明亮. 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

1998-08-09．

6.王石平，刘克德，王江，张启发.用同源序列的染色体定位寻找水稻

抗病基因 DNA片段. 植物学报，1998，40：42-50
7. 张启发，李建雄.水稻杂种优势的遗传和分子生物学基础的研究进

展.见：王连铮，戴景瑞主编，全国作物育种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作

物学会第六届理事会暨全国作物育种学术讨论会，北京，1998，北京：

中国农业科技术出版社，1998，1-10
8.张启发.玉米的群体和群体遗传学.见：刘纪麟主编，玉米育种学.北

京：农业出版社，1991. 264-320

9. Ahn S, Tanksley SD. Comparative linkage maps of the rice and ma9.

ize genome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93b, 90: 7980-7984
10. Aldemita RR. Genetic Engineering of rice: Agrobacterium tumefaci-

ens-mediated transformation of rice and evaluation of a corn pollen-spe-

cific promoter using the gusA gene in transgenic rice. (Ph D dissertation).

West Lafyatte: Purdue University, 1998
11. Foth HD. Fundamentals of soil science. 7th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4. 151-159

12. Morison JIL.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 and stomatal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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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2. In: Zeiger E, Farquhar GD, Cowan IR eds., Stomatal Fun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29-251

13. Wang XM. Recombinant DNA sequences encoding phospholipase.

USA patent, 5670366. 1997-09-23

14. Zhang Q, Gao YJ, Yang SH, Ragab RA, Saghai Maroof MA, Li JX,
Li ZB. Molecular marker-based analysis of heterosis in hybrid rice. Ab-

stract, 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International

Program on Rice Biotechnology, 1994, Bali, Indonesia

以上所列参考文献包括常见各种来源文献。

杂志论文。文献 6和 9是杂志论文的著录格式：“作者.题名.刊

名（外文刊名用斜体，两个词以上的用缩写，缩写词后不用缩点，用一

空格隔开；一个词的不缩写），出版年，卷号：起迄页”；

会议论文集。文献 7是会议论文集的著录格式：“作者.题名.见或

In：编者（主编或编，英文编者后加ed.多编者加eds.），文集名.会议名，

会址，会议年，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讫页”；

会议论文。文献 14是会议论文的著录格式：“作者．题名．会议
名，开会年，会址”；

著作。文献 2和 11是著作的著录格式：“作者.书名.版本（第一版

不标注）.（或译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讫页”；

专著章节或文集。文献 8和 12是专著章节或文集的著录格式：
“作者.题名．见或 In：编者（主编或编，英文编者后加 ed.多位编者加

eds.），专著（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迄页”；

学位论文。文献 3和 10是学位论文的书写格式：“作者．题名．
[学位论文]．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

专利。文献 1和 13是专利的书写格式：“专利权所有者.专利名.

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授权日期（年-月-日）”；

技术标准。文献 4是技术标准的书写格式：“起草责任者.标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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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标准顺序号-发布年.标准名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网络。文献 5是网络文献的书写格式：“作者．题名．年-月-日．网

址”

未包括到的情况请作者参照以上基本格式作出相应的处理。

请注意：所有中文参考文献的句号用全角状态下的“.”表示；所有
西文参考文献的标点符号用西文状态下的符号，后空一格。参考文献

多年来一直是论文中最混乱的部分，各位作者务必遵照上述格式。若

在一篇论文中发现 5篇文献的列法不合要求者，作为形式审查不合

格，退回修改后再受理。

8 注意事项

8.1 文献的引用方法

在文中引用文献时，采用姓名加年份的方式，姓名与年份之间空

一格，若所引文献只有 1名或 2名作者时，作者姓名全部列出(外文文
献只列姓氏)，当所引文献作者有 3名或 3名以上时，列出第一作者，

后面加“等”以示省略。如“（梅明华1994）”，“（梅明华和李泽炳1995）”，

“（梅明华等 1996）”等。外文文献引用也同样处理，如 (Smith1990),
(Smith and Jones 1992), (Smith et al 1993)等。

8.2 文中图表的列法

图表要讲求质量，注意美观，以表 1（Table 1）、表 2（Table 2），图

1（Fig. 1）、图 2（Fig. 2）等统一编号。每个图表都应有标题，内容应简

单明了，中英文对照，居中排列。表题置于表的上部，图题置于图的下

方。每个图表所提供的信息应能做到自我解释（即不看正文应能理解

各图表的数据、信息）。

表格一律采用 3线表，表头（中英文）应简洁，必要时加脚注（中

英文）。脚注用右上角半括号阿拉伯数字或小写英文字母如“1）”，
“2）”，“a)”、，“b)”等表示。照片要求用反差大、图像清晰的原版照片，

或计算机处理的高质量的照片，不应采用复印图，图上的各种标示、箭

头等应符合正式发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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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内同一栏的数字必须上下对齐，表内不宜用“同上”，“同左”和

类似词，一律填入具体数字或文字。表内“空白”代表未测或无此项，

“——”代表未发现，“0”代表实测结果为零。如数据已绘成曲线图，可

不再列表。当图题不能表达清楚时，可用最简练的文字将图上需要说

明的符号、标记、代码，以及实验条件等横排于图题下方，作为图例说

明。

8.3 符号、缩写、代号、计量单位和数据的表示

8.3.1 符号、缩略代号

各种西文符号、代号只能使用法定的或公知公用的。大小写、上

下角标、正斜体正确使用。一般使用西文斜体的有：生物学属及属以

下的拉丁文学名、基因名称符号，用字母代表的数、一般函数及统计学

符号，量符号和量符号中的代表量或变动性数字的角标字母，如体积

V、浓度 C以及数学公式等。符号、代号在稿件中第一次出现时，要用
括号注明中文名称。

对在文中出现次数较多（≥5次）的较长的名词，可以作缩写。作

缩写的名词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要进行必要的定义，并将自行定义的

缩写列入“缩略语表”（“缩写名词表”）。

8.3.2 计量单位

文中计量单位使用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量和单

位》中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如时间单位使用“s (秒)、min(分)、h(小

时)、d(天)”等；浓度单位使用“mol/L、mg/L”等，原用的“ppb、ppm、克分
子浓度（M）、当量浓度（N）”等均已废除，不得使用；面积单位用“m2，

cm2，hm2”，而不用“亩”；光强用“勒克斯（lx）”；辐射强度用“贝克(Bq)、

库/kg（C/kg）”，而不用“居里、伦琴”；质量单位用“kg、g”或“t”，而不用

“斤”等；生物技术中 DNA以及蛋白质片段的质量单位用“克（g）、毫
克（mg）、微克（ g）”等。凡阿拉伯数字后所带单位，均使用国际通用

代号或符号，如“1mol”不用“1摩尔”等。有些单位习惯用中文表示

的，与数字组合使用，采用国际通用代号，如“3天用 3d、5小时用 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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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用 10min、13秒用 13sec表示”。组合单位在文字中采用如下写
法：mol/L、mg/L；转速用“r/min”,不用“rpm”。

8.3.3 论文中数据的表示方法

实验的有效位数表示要一致，有效位数必须全部写出，如

“0.8600”、“1.0000”为 4位有效数，不能写成“0.86”、“1”；论文中各种
单位的计数计量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如“10株”、“3次重复”等不写成

“十株”、“三次重复”。表示参数与偏差范围的数值如：“20±2℃”不能

写成“20℃±2℃”；“50%-60%”不能写成“50-60%”。附带尺寸的单位

相乘的数字，如“长宽高”应写成“30m×20m×10m”，或写成“m：
30×20×10”，不能写成“30×20×10m”。数字的增加可用倍数和百分数

表示，如“增加了 2倍”，“增产 10%”；数字的减少只能用百分数和分

数表示，如“降低 10%”，“减少了 1/5”等。公历纪年：如“1999年”不能

写成“99年”，也不能用“去年、今年、明年”表示。
8.3.4 论文中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

文中各种标点符号应恰当使用，尤其在输入中应注意中英文软件

环境的区别，是中文叙述的文字就应用在中文输入环境下的标点符

号，是西文叙述的文字就应用西文的标点符号，中西文标点符号不应

混用。英文的标点符号后应空一格。

9 附录

附录出现在“参考文献”的后面。可以包括两部分的内容：（1）论

文的补充材料，如实验方法、试剂配方、实验数据、公式推导等；（2）作
者简历、在读期间与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包括发表的论文、出版专

著、参加国际会议及论文等。

10 致谢

致谢是发自内心的对论文的完成起到指导和帮助作用的人和单

位的感谢，不赞成在此对导师或其他个人进行赞扬或吹捧。无关的人

或单位不要罗列上去。致谢出现在论文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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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形式规范

（人文社科类）

（1999年 3月第一版，2012年 6月第五次修订）

为进一步规范学位（毕业）论文写作和装订，促进研究生学位（毕

业）论文形式标准化，特制订本规范，其各项要求适用于答辩前后的论

文，各位研究生在论文写作时务必认真阅读，严格执行。

1 论文组成

一本完整的论文包括：封面、扉页、目录、中文摘要、英文摘要、正

文、参考文献、附录、致谢几个部分。

“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毕业）论文独创性声明及使用授权书”置于

扉页与目录之间。

2 论文外观

论文的开本为 A4纸，其尺寸为：mm: 297×210，其中上边距

25mm、下边距 25mm、装订边边距 32mm、非装订边边距 25mm、页眉
20mm、页脚 15mm，奇偶页页边距对称，页眉、页脚居中排列，其中，奇

数页叶眉为论文题目，偶数页页眉为“华中农业大学××届博/硕士研究

生学位（毕业）论文”定稿后，用优质 A4纸双面（不允许以 A3纸单面

复印后对折）。装订整齐、美观。

论文目录一般应自动生成，目录本身的页码用大写罗马数字

（Ⅰ、Ⅱ、Ⅲ…）单独编排，中英文摘要、缩略语表等的页码用小写罗马

数字（、、 …）单独编排，从正文开始到最后，页码用阿拉伯数字（1、

2、3…）编排，页码居中排列，不能出现漏编、重编、倒编等错误。
文章编排应有统一的标准。正文应统一行间距，标题与正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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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题头等可以用不同的字号和字体加以区别，但对于同一级的标题，

要采用同样的字号与字体。所有的正文文字应采用同一字号与字体

（推荐中文用宋体，英文用TimesNewRoman，字号小四），表题、图题字

号应比正文文字小一字号，图例说明字号应比图题小一字号，以示与

正文文字有所区别。中英文切换时注意改变字体。

论文正式输出前做认真仔细的校对，特别要严格检查错别字、漏

字、段落错乱、标题混乱等问题。装订好的论文中不应出现手工涂改

的痕迹，整篇论文的错别字、漏字应控制在 10次以下。

整篇论文做好孤行、孤尾控制，即一段文字的最后一行不落在下

一页，一段文字的启始一行（特别是标题）不放在前一页。

所有的表图，包括表题、图题、图例说明、脚注等，都应尽可能放在

同一页，以保持表图的完整性。不能避免的用“续表”或“续图”字样表

示与前页表图的连贯。

不符合上述要求将会被作为形式审查不合格，不予受理。

3 封面和扉页

封面应按后面所附样本格式制作，应包括攻读学位级别（博士或

硕士）、并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列出以下内容：论文题目、研究生姓名、

导师姓名、专业、研究方向、论文完成时间、学位授予日期等内容。论

文题目应高度概括和准确反映论文内容，力求简洁，一般不超过 25个

汉字。

扉页应包括分类号、密级、论文题目（中英文）、研究生姓名、导师

姓名、指导小组老师姓名、专业、研究方向、论文报告提交日期、学位授

予日期等内容。扉页制作也请参考后面所附样本格式。

4 目录

以标题编号的形式进行目录的编排（最好是自动生成目录），注意

不同级别标题的差别，相同级别的标题字体、字号应相同，采用统一的

编号方法，突出不同的编号级别，如采用 1，1.1，1.1.1等，而不将一、，

1、，1.1，（1）等混编在一起（这些编号和字体原则也适用于论文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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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标题均应相应地标注页码。

论文标题一般可设三级，一级标题采用三号黑体，二级标题采用

小三号黑体，三级标题采用四号黑体，都采用左对齐排版。

5 摘要

摘要包括中文摘要、英文摘要和关键词，是论文目录之后的一个

必不可少的部分。其排列顺序为：中文摘要、中文关键词、英文摘要、

英文关键词。

摘要是文章的缩影，要求简明确切、不加注释或评论地介绍论文

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结果、主要研究结论、研究

创新或应用价值等。英文摘要的内容与中文摘要的内容应基本一致，

英文的使用必须准确无误。

关键词是摘要的一部分，一般为 5-8个相对独立能反映论文主要

内容的词或词组，是论文分类和建立索引的依据。中文关键词在中文

摘要之后，英文关键词在英文摘要之后。中英文关键词涵义应一一对

应，分别在中、英文摘要之后另起一行，各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为

增加检索的信息量，关键词应避免与标题相重复。

6 缩略语表

如有必要，在摘要之后、正文之前可以列出一缩略语表，列出文中

涉及的各种缩写、略写等用语的确切含义。符号、略语或缩写的使用

必须符合学科规范，不得随意独撰。

7 正文

其中正文由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的、文献综述、研究思路

与方法、主要创新、研究结果、研究结论（或对策建议）、研究展望几个

部分组成，必要时还须增加“讨论”部分。要求研究思路清晰，研究问

题集中，结构完整，逻辑思维严密，论据充分，资料翔实，定性与定量分

析相结合，语言通顺。

研究背景应明确说明研究问题提出的国际、国内背景。

研究意义应明确提出论文研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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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是在提出问题和文献评述的基础上，指出论文研究要实

现的目标或要达到的目的。

文献综述包括国外研究动态、国内研究动态和文献评述。主要回

顾、评价与所研究问题相关的既有科学研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

这些研究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指出选择论文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

是作者对相关文献阅读、消化后的综合、提炼与升华，反映作者对国内

外相关研究的把握和理解程度。因此，文献综述在叙述前人工作的同

时，应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不应将文献综述写成前人工作的简单

堆砌，也不应象教科书一样写成知识性介绍。

研究思路要阐明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分析

框架或研究的技术路线。

研究方法是指研究问题中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对一些常用的

研究方法，可在引用他人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简要描述，不必花大量篇

幅去交待细节。但对于自己改进和发明的新方法则需要作详细的交

待，说明在前人基础上的改进部分及其理由。对于实证研究，必须详

细交待实证数据或资料来源，获得的方法与途径，并对实证材料的真

实性与代表性做出分析。

主要创新是指作者通过论文研究在某几个具体方面的学术贡献。

应明确指出本研究与前人相比的进步所在，阐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

的价值。

研究结果是论文研究的主体部分，可分几章论述。包含了文本研

究的结果、调查数据与分析等内容。

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作者综合分析、逻辑思维的水平和进

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能力，应简明扼要，明确具体，是在研究结果基础

上的提炼，不应与研究结果简单重复。

研究展望是针对本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8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紧接正文后面列出，与文中的文献引用一一对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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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排列规则是中文文献在前、外文文献在后。中文文献按第一作者

的姓名拼音字母为序排列，英文及其它西文按第一作者姓氏字母顺序

排出，第一作者姓名相同时按第二作者姓名排序，余类推。作者相同

的文献按发表的先后顺序列出，所列的相同作者同年内的文献多于一

篇时，可在年份后加“a”、“b”等字母予以分别，如：“1997a”、“1997b”
等。文献作者人数在 20（包括 20）以下的全部列出，超过 20人时，列

出前 20名作者，后面加“等”（西文“etal”）字以示省略。作者姓名之间

用逗号“，”隔开，中文、外文的姓名一律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写法；

外文（含汉语拼音）姓名的姓应写全，且第一字母应大写，名字仅写大

写首字母，姓与名之间用一空格隔开，名与名之间不用空格。未公开

发表的资料不应列入参考文献，确有引用必要，用脚注注明。

所有中文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中的句号用全角状态下的“．”表示；

所有西文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中的标点符号用西文状态下的符号，后空

一格。各种来源的文献书写格式举例如下：

1.祁春节．中国柑橘产业的经济分析与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

汉：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2001.

2.邱泽奇．建构与分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过程．见：潘乃谷，马戎主
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学会纪念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 60

周年学术讨论会，北京，1996，天津：天津农业科技术出版社,1998:1-10.

3. 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委员会．GB 6447-86文献

编写规则．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86．
4.苏东水．东方管理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47-48.

5.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82-12-15（10）．

6. 严金明．土地规划立法的导向选择与法律框架建立[J].中国土地科

学，2008，22（11）：4-9.
7.钟甫宁，何军．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扩大非农就业机会 [J].农业经

济问题，2007（1）:62-70.

8. 钟一苇. 社会需要怎样的道德激励. 2010-8-5. http://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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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8/05/c_12411950.htm.
9. Brinkman BA. Farmland Preservation and Conversion: An Econome-

tric Analysis of the Impact for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Ph D disser-

tation）.West Lafyatte: Purdue University, 2006.

10. Hansen D, Schwartz SR.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s of the Califor-
nia Land Conservation Act．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9(May 1977）: 294-310.

11. Kaplan F, NortonGT. The Strategy Focused- Organization. New York: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1．
12. Reis EJ，Guzman R．An Econometric Model of Amazon Deforestra-

tion. In K.Brown and D.Pearce,eds．The Causes of Tropic Deforestration.

London: UCL Press ,1994.

13. Zhang G，Yang L．theory of Negative Consumption Externalities with
Aplications to Economics of Happiness．2008-10-1．http://econ.

tamu.edu/tian/paper．

以上范例所列参考文献包括常见各种来源文献，其著录格式分别

说明如下：

文献 1和 9是学位论文，其著录格式是：“作者．题名．[学位论文]．

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

文献 2和 12是会议论文集，其著录格式是：“作者．题名．In（见）：

编者（主编或编，英文编者后加 ed．多编者加 eds．）,文集名．会议名，
会址，会议年，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讫页”。

文献 3是技术标准，其著录格式是：“起草责任者．标准代号．标

准顺序号-发布年．标准名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文献 4和 11是著作，其著录格式是：“作者．书名．版本（第一版不
标注）．（译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讫页”。

文献 5是报纸文献，其著录格式是：“作者．文章题名．报纸名，出

版日期（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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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6、文献 7和文献 10是杂志论文，其著录格式是：“作者.题
名.刊名（外文刊名用斜体，两个词以上的用缩写，缩写词后不用缩点，

用一空格隔开；一个词的不缩写），出版年，卷号：起迄页”。

文献 8和 13是网络文献，其著作格式是：“作者．题名．发表日期

（年-月-日）．网址”
参考文献的排列和著录格式一直是论文中最易忽视的部分，因

此，特别提醒作者务必严格按照上述规范格式进行论文写作。若在一

篇论文中发现有 5篇以上（含 5篇）文献的列法不合规范，则视为形

式不合格。

9 附录

附录一般包括以下内容：（1）论文的数据及数学推导过程；（2）调

查问卷、访谈大纲、被访者信息等；（3）作者简历、在读期间与课题有关

的研究成果，包括主持或参与的课题、发表的论文、出版专著、参加国

际会议及会议论文等。

10 致谢

致谢出现在论文的最后，是作者对论文的完成起到指导和帮助作

用的个人和单位发自内心的感谢。致谢要实事求是，谦和真诚，力诫

浮夸，更不宜对导师或其他个人进行过分的赞扬。在致谢对象中，既

不能将对自己完成论文提供较大帮助的单位和个人漏掉，也不能将无

关的个人或单位罗列进去。

11 注意事项

11.1 文献的引用

引文是论证的辅助手段，只有在非引用不可，引用了确有效果，或

用自己的话解释效果不佳，或那些权威性的言论和令人信服的证据之

类不引不足以说清问题时才采用。引文要少而恰当，忠于原意，表意

完整，不能为了装潢门面，而摘取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引文的内容，

在文章中作观点使用时，可以不作解释、说明，但作为论据使用时，可

加以适当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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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文中引用文献时，应在引用处标注被引人的姓名和被引用文

献发表的年份，姓名与年份之间空一格。若所引文献只有 1名或 2名

作者时，作者姓名全部列出（外文文献只列姓氏）；当所引文献作者有

3名或 3名以上时，列出第一作者，后面加“等”以示省略。如“（李崇

光，1998）”，“（祁春节和雷海章，1999）”，“（冯中朝等，2001）”等。外文
文献引用也同样处理，如（Smith，1990）,（Smith and Jones，1992）,

（Smith et al．，1993）等。

11.2 图、表的编排

每个图、表都应有标题（图题或表题），以表 1（Table 1）、表2（Table
2），图 1（Fig.1）、图 2（Fig.2）等形式统一编号。标题应简洁明了，准确

精当，中英文对照，相对于图、表居中排列。表题一般置于表的上部，

图题一般置于图的下方，每个图表所提供的信息应能做到自我解释

（即不看正文应能理解各图表的数据、信息）。

论文中的表格一律采用 3线表格式，表头应简洁，必要时可加脚

注（中英文），即表注。表注用右上角半括号阿拉伯数字或小写英文字

母如“1）”、“2）”、“a）”、“b）”等表示。照片（或图片），要用反差大、图像

清晰的原版照片（图片），或计算机处理的高质量的照片，不应采用复

印图。图上的各种标示、箭头等应符合正式发表论文的规范。

表内同一栏的数字必须上下对齐，表内不宜用“同上”，“同左”和

类似词，一律填入具体数字或文字。表内“空白”代表未测或无此项，

“--”代表未发现，“0”代表实测结果为零。如数据已绘成曲线图，可不
再列表。当图题不能表达清楚时，可用最简练的文字将图上需要说明

的符号、标记、代码，以及实验条件等横排于图题下方，作为图例说明。

图表要运用恰当，讲求质量，并注意美观，在文中适当位置插入，

力求避免跨页。

11.3 符号、缩写、代号、计量单位和数据的表示

11.3.1 符号、缩略代号

论文一律采用标准化的西文符号、代号等，正确使用大小写、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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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标、正斜体。一般使用西文斜体书写格式的有：用字母代表的数、一

般函数及统计学符号，量符号和量符号中的代表量或变动性数字的角

标字母，数学公式等。符号、代号在论文中第一次出现时，要用括号注

明中文名称。

对在文中出现次数较多（≥5次）的较长的名词，可以采取缩写。
缩写的名词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要进行必要的定义，并将自行定义的

缩写列入“缩略语表”。

11.3.2 计量单位

文中计量单位使用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量和单

位》中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如时间单位使用“s（秒）”、“min（分）”、“h

（小时）”、“d（天）”等；面积单位用“㎡”，“cm2”，“hm2”，而不用“亩”；质

量单位用“kg”、“g”或“t”，而不用“斤”等。凡阿拉伯数字后所带单位，

均使用国际通用代号或符号。有些单位习惯用中文表示的，与数字组

合使用，采用国际通用代号，如“3天”用“3d”、“5小时”用“5h”、“10分”

用“10min”、“13秒”用“13sec”表示。

11.3.3 论文中数据的表示方法

数据的有效位数表示要一致，有效位数必须全部写出，如

“0.8600”，“1.0000”为 4位有效数，不能写成“0.86”,“1”；论文中各种单

位的计数计量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如“10年”、“3次重复”不能写成“十

年”、“三次重复”；表示参数与偏差范围的数值，如“20±2℃”不能写成

“20℃±2℃”；“50%-60%”不能写成“50-60%”；附带尺寸的单位相乘的
数字，如“长宽高”应写成“30m×20m×10m”，或写成“m:30×20×10”，不

能写成“30×20×10m”；数字的增加可用倍数和百分数表示，如“增加了

2倍”，“增产 10%”；数字的减少只能用百分数和分数表示，如“降低

10%”，“减少了 1/5”等；公历纪年，如“1999年”不能写成“99年”，也不
能用“去年”、“今年”、“明年”表示。

11.3.4 标点符号的使用

文中各种标点符号应恰当使用，尤其在输入中应注意中英文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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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区别，是中文叙述的文字就应采用中文输入环境下的标点符

号，是西文叙述的文字就应采用西文的标点符号，中西文标点符号不

应混用。英文的标点符号后应空一格。

11.4 特别提示

上述各项要求和规范须在学位（毕业）论文撰写和装订中严格执

行，否则，在学位论文审查中将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将退回研究生本

人，并不得办理论文答辩的其它手续。

本规范未尽事宜，可参照有关学术期刊单位的发表论文规范执

行，或到研究生院咨询。

附录：

（1）硕士学位论文封面范例

（2）硕士学位论文扉页范例
（3）博士学位论文封面范例

（4）博士学位论文扉页范例

（5）博士学位论文封面精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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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封面精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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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步骤：

1.在提供的封面上相应位置套好所需文字，含书脊背上注明“华中农业

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空三格）年份（空三格）作者姓名”；

2.封面裱膜为优质“哑光膜”（勿用“亮膜”等）。

格式要求：

1.中文题目 18磅黑体，英文 15磅 Times New Roman。下面所填的内容

中文 14.7磅华文中宋，英文 14.7磅 Times New Roman（如所填内容位置不

够，适当用长体字，即字形的高度不变，相应地缩小字形的宽度）；

2.书脊背 12磅黑体，垂直居中。如书本厚度不够，同上所述，用长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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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形式规范

（1999年 3月制定，2008年 12月修订）

学位（毕业）论文是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集中体现，要求

内容完整、层次分明、立论正确、数据可靠、文字简练、说明透彻、推理

严谨。高质量、高水平的学位（毕业）论文不仅要有创造性和创新性，

而且表达方式应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严谨性。为此，特对于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作如下规定。

一、各组成部分与排列顺序

（一）组成部分

学位（毕业）论文，一般由封面和扉页、独创性声明及使用授权书、

目录、图表清单、中文摘要、英文摘要、主要符号及缩略语表、正文、参

考文献、附录、致谢等部分组成并按前后顺序排列。

（二）各部分排列顺序及要求

1．封面和扉页

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封面颜色为浅绿色，封面（见附

件 1）、扉页（见附件 2）要求如下：

（1）论文题目应能概括论文的主要内容，切题、简洁，不超过 25

个汉字，可分两行排列，中英文对照；

（2）署名的合作指导教师一般包括 2人，即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

（3）专业学位类型：农业推广硕士、工程硕士、兽医硕士、风景园

林硕士等；

（4）专业领域名称应严格按照专业目录和培养方案填写；
（5）分类号：按《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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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密级：涉密论文，由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国家规定的密
级范围和法定程序审查确定密级，并注明相应保密年限；

（7）日期：论文完成时间。

2．独创性声明和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见附件 3）：置于扉页

与目录之间，需研究生和指导教师本人签字。

3．目录：目录是论文的导读图，因此，必须与全文的纲目完全一

致，并清楚无误地逐一标注该行标题在正文中的页码。目录一般列至

二级标题，以阿拉伯数字分级标出。

4．图表清单：论文中如果插图、附表较多，可以分别列出清单列于
目录页之后。图表的清单应有序号、图表名称和页码。

5．摘要（见附件 4）：摘要包括中文摘要、英文摘要和关键词，是论

文目录之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其排列顺序为：中文摘要、中文

关键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

论文摘要的字数一般为 1000个左右，内容包括研究目的、主要

研究方法、所取得的主要结果和结论，应突出本论文的创造性成果或

新见解，语言精炼。摘要是文章的缩影，应具有独立性，即不阅读论文

正文就能获得论文所能提供的主要信息。英文摘要的内容与中文摘

要的内容基本一致，英文稿要语法正确、拼写无误、符合英语表达习

惯。

关键词是摘要的一部分，一般由 5-8个相对独立能反映论文主要

内容和涉及范围的词或词组组成，是论文分类和建立索引的依据。中

文关键词在中文摘要之后，英文关键词在英文摘要之后，中英文关键

词一一对应，分别在中、英文摘要之后另起一行，各关键词之间用分号

隔开。为增加检索的信息量，关键词应避免与标题相重复。

6．主要符号及缩略语表：符号、标志、缩略词、计量单位、名词、术
语等注释说明，如有必要，可以集中列于图表清单之后。

7．正文（自然科学类）：

正文包括前言、材料与方法、结果与分析、讨论等节，根据需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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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还可分成若干小节，用小标题分开。学位（毕业）论文应是对某一课

题深入系统研究的产物，应具有良好的系统性，一般情况下，不分章写

作。当研究工作包括相互联系不太紧密的多项内容时，正文也可分成

相对独立的数章，每一章都应包括各自的前言、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结论与讨论几个部分，这几章所引用的参考文献都在论文的正文结束

后统一编排。

7.1前言

前言应包括研究问题的由来、文献综述、研究目的等基本内容。

研究问题的由来应明确地提出论文研究所针对的科学、生产和经

济建设问题，指出研究这些问题的意义。

文献综述主要回顾与所研究课题相关的学科背景，相关领域的研

究进展和存在的问题等，是作者对相关文献阅读、消化后的综合、提炼

与升华，反映作者对国内外相关进展的了解和理解的程度。因此，文

献综述在叙述前人工作的同时，应进行归纳和推理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和观点。不应将文献综述写成前人工作的堆砌，也不应象教科书一样

写成知识性介绍。

研究目的是在提出问题和综述文献的基础上，阐述学术思想，提

出科学假设和假说，提出论文研究要实现的目标或达到的目的。

7.2材料与方法

研究所用的材料应详尽地列出，如生物材料及其拉丁文学名、品

种名称、菌株名称，实验材料与课题研究有关的各种特征特性，由实验

材料所得到的各种衍生材料、实验群体、世代、数量等，并须清楚地说

明各种材料的来源。

实验方法的描述也应详尽，以能将实验材料与实验结果贯通为

准，且他人能按所述的方法进行重复实验。对一些常用的实验方法，

可在引用他人文献的基础上，简要加以描述。但对于改进和自己发明

的新方法则需要作详细的交待，说明所用的是他人的方法，还是自己

发明的方法，还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改进及改进的部分等。实验方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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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实验设计、田间种植方式、田间管理、试验时间、地点、数据采集

（考种）、统计分析方法、所用统计软件、计算机程序等。

7.3结果与分析

详尽陈述课题研究结果，在写作时力求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做到

环环相扣，具有严密的逻辑性。避免重复叙述实验方法，也不要作过

多的讨论。

7.4讨论

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作者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的能力和水平。

讨论应在对结果透彻理解的基础上，归纳研究的主要结果，说明论文

的主要结论，指出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比的进步所在和所解决的科学

问题，阐明研究结果在理论上和应用上的价值、前景等。讨论中还应

指出本研究及其结果所存在的问题、研究工作的不足方面、进一步开

展研究的思路和建议等。讨论应注意与前文的研究目的相呼应，要言

之有据，避免重复叙述实验结果。鼓励在学位（毕业）论文中，以一定

的实验证据为基础，进行大胆推论、假设，甚至提出新的学术观点。

8．正文（人文社科类）

正文由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的、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

法、主要创新、研究结果、研究结论（或对策建议）、研究展望几个部分

组成，必要时还须增加“讨论”部分。要求研究思路清晰，研究问题集

中，结构完整，逻辑思维严密，论据充分，资料翔实，定性与定量分析相

结合，语言通顺。

研究背景应明确说明研究问题提出的国际国内背景。

研究意义应明确提出论文研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研究目的是在提出问题和综述文献的基础上，指出论文研究要实

现的目标或要达到的目的。

文献综述包括国外研究动态、国内研究动态和文献评述。主要回

顾、评价与所研究问题相关的既有科学研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

这些研究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指出选择论文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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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者对相关文献阅读、消化后的综合、提炼与升华，反映作者对国内

外相关研究的把握和理解程度。因此，文献综述在叙述前人工作的同

时，应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不应将文献综述写成前人工作的简单

堆砌，也不应象教科书一样写成知识性介绍。

研究思路要阐明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分析

框架或研究的技术路线。

研究方法是指研究问题中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对一些常用的

研究方法，可在引用他人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简要描述，不必花大量篇

幅去交待细节。但对于自己改进和发明的新方法则需要作详细的交

待，说明在前人基础上的改进部分及其理由。对于实证研究，必须详

细交待实证数据或资料来源，获得的方法与途径，并对实证材料的真

实性与代表性做出分析。

主要创新是指作者通过论文研究在概念、理论、方法、领域、视角、

结论等方面的创新。应明确指出本研究与前人相比的进步所在，阐明

研究的理论和应用上价值。

研究结果是论文研究的主体部分，可分几章论述。包含了文本研

究的结果、调查数据与分析等内容。

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作者综合分析、逻辑思维的水平和进

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能力，应简明扼要，明确具体，是在研究结果基础

上的提炼，不应与研究结果简单重复，也不需要作过多的讨论。

研究展望需要阐明本研究结果、结论的应用前景，本研究中的不

足之处，今后深入研究的思路、建议或相关问题研究的未来动向。

9．参考文献：引用他人的成果必须标明出处。参考文献紧接正文

后面列出，与文中的文献引用严格一一对应。

10．附录：可以包括两部分的内容：（1）论文的补充材料，如实验方
法、试剂配方、实验数据、公式推导等；（2）作者简历、在读期间与课题

有关的研究成果，包括发表的论文、出版专著、参加国际会议及论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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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致谢：致谢对象限于对课题研究、论文完成等方面有较重要帮
助的人员，不赞成在此对导师或其他个人进行赞扬或吹捧。无关的人

或单位不要罗列上去。致谢出现在论文的最后。

二、印制规格

（一）论文开本及版芯

论文装订一律采用A4开本(297mm×210mm)大小，双面装印。

版芯要求：上边距 30mm，下边距 25 mm，装订边边距 32 mm，非装订

边边距 25 mm，页眉 20mm，页脚 15 mm。

（二）页码编排

论文目录本身的页码用大写罗马数字（Ⅰ、Ⅱ、Ⅲ…）单独编排，中

英文摘要、缩略语表等的页码用小写罗马数字（、、 …）单独编排，

从正文开始到最后，页码用阿拉伯数字（1、2、3…）编排，页码居中排

列，不能出现漏编、重编、倒编等错误。

注意孤行控制，一段文字的最后一行不落在下一页，一段文字的

启始行不放在前一页。

（三）标题、字体与间距

论文一般分三级标题，一级标题采用三号黑体，二级标题采用小

三号黑体，三级标题采用四号黑体，都采用左对齐排版，单列一行；其

它标题或需突出的重点，可用五号黑体（或加粗），可单列一行，也可放

在段首。论文中的各级标题应采用统一的编号体系，一般按“1”、“1.1”、

“1.1.1”体系进行标题编号，不能将“一、”、“1、”、“1.1”、“（1）”等混编在
一起。

标题以外的论文内容，一般采用小四号宋体（英文用 Times New

Roman字体），行间距为 20磅；图、表标题采用五号宋体；表格中文字、

图例说明采用五号宋体；表注采用六号宋体。段前、段后间距可适当

调节，以便于控制正文合适的换页位置。

（四）页眉与页脚

均采用小五号宋体，居中排列。偶数页页眉为“华中农业大学××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 126·

届专业学位硕（博）士学位论文”或“华中农业大学××届专业学位硕
（博）士毕业论文”，奇数页页眉为论文题目。

三、书写要求

（一）语言表述

论文用中文撰写，字数一般为 2―5万，应采用国家正式公布实
施的简化汉字和法定的计量单位。文中采用的术语、符号、代号，全文

必须统一，并符合规范化的要求。论文中如出现非通用性的新名词、

新术语、新概念，应加以注释。国外新的专业术语、缩略语，必须在译

文后用圆括号注明原文。论文的插图、照片必须确保能复制或缩微。

应避免使用带感情色彩的非学术性词语。

（二）图、表、公式等

每个图表都应有标题。图表标题应置于图表前，居中排列，一般

不需列英文标题。图、表应与说明文字相配合，图形不能跨页显示。

表格一般放在同一页内显示，确因表格太大无法一页显示时，应在第

二页及以后页表上列处表题，并于右上角以圆括号注明“续表”。

图形要精选，要具有自明性，切忌与表及文字表述重复。照片要

求用反差大、图像清晰的原版照片，或计算机处理的高质量的照片，不

应采用复印图，图上的各种标示、箭头等应符合正式发表规范。当图

题不能表达清楚时，可用最简练的文字将图上需要说明的符号、标记、

代码，以及实验条件等横排于图题下方，作为图例说明。图形坐标比

例不宜过大，同一图形中不同曲线的图标应采用不同的形状和不同颜

色的连线。图中术语、符号、单位等应与正文中表述一致。图序、标

题、图例说明居中置于图的下方。

表格均采用标准表格形式（如三线表，可参照正式出版物中的表

格形式）。表中参数应标明量和单位。表内同一栏的数字必须上下对

齐，表内不宜用“同上”，“同左”和类似词，一律填入具体数字或文字。

表内“空白”代表未测或无此项，“--”代表未发现，“0”代表实测结果为

零。如数据已绘成曲线图，可不再列表。表序、标题居中置于表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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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表注置于表的下方。

公式一般居中对齐，公式编号用小括号括起，右对齐，其间不加线条。

文中的图、表、公式、附注等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按章节（或连续）编

号，如图 1-1，表 2-2，公式（3-10）等。

（三）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紧接正文后面列出，与文中的文献引用一一对应。参考

文献排列规则是：中文文献在前，外文文献在后；中文文献按第一作者

的姓名拼音字母为序排列，英文及其它西文按第一作者姓氏字母顺序

排出，第一作者姓名相同时按第二作者姓名排序，余类推。作者相同

的文献按发表的先后顺序列出，所列的相同作者同年内的文献多于一

篇时，可在年份后加“a”、“b”等字母予以分别，如：“1997a”、“1997b”

等。文献作者人数在 20（包括 20）以下的全部列出，超过 20人时，列

出前 20名作者，后面加“等”（西文“et al”）字以示省略。作者姓名之
间用逗号“，”隔开，中文、外文的姓名一律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写

法；外文（含汉语拼音）姓名的姓应写全，且第一字母应大写，名字仅写

大写首字母，姓与名之间用一空格隔开，名与名之间不用空格。未公

开发表的资料不应列入参考文献，确有引用必要，用脚注注明。所有

中文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中的句号用全角状态下的“.”表示；所有西文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中的标点符号用西文状态下的符号，后空一格。各

种来源的文献书写格式举例如下：

1．姜锡州．一种温热外敷药制备方法．中国专利, 881056073．
1989-07-26．

2．刘克德．水稻广亲和性遗传基础的全基因组分析及 S5位点区段部

分物理图谱的构建．[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

1998．
3．蓝盛银，徐珍秀．植物花粉剥离观察扫描电镜图解．北京：科学出版

社, 1996，47-48

4．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委员会．GB 6447-86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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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规则．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86．
5．王石平，刘克德，王江，张启发．用同源序列的染色体定位寻找水稻

抗病基因 DNA片段．植物学报，1998，40：42-50．

6．张启发，李建雄．水稻杂种优势的遗传和分子生物学基础的研究进

展．见：王连铮,戴景瑞主编,全国作物育种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作
物学会第六届理事会暨全国作物育种学术讨论会,北京, 1998，北京：

中国农业科技术出版社，1998，1-10．

7．张启发．玉米的群体和群体遗传学．见：刘纪麟主编，玉米育种学．北

京：农业出版社，1991，264-320．z
8.钟一苇．社会需要怎样的道德激励．2010-8-5．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8/05/c_12411950.htm．

9.Ahn S, Tanksley SD．Comparative linkage maps of the rice and maize

genomes．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93b, 90:7980-7984．
10.Aldemita RR. Genetic Engineering of rice: Agrobacterium tumefaci-

ens-mediated transformation of rice and evaluation of a corn pollen-spe-

cific promoter using the gusA gene in transgenic rice．（Ph D disserta-

tion）．West Lafyatte: Purdue University, 1998．
11.Foth HD. Fundamentals of soil science．7th ed．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4．151-159．

12.Morison JIL. Intercellular CO2 concentration and stomatal responses

to CO2．In: Zeiger E, Farquhar GD, Cowan IR eds．Stomatal Fun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229-251．

13.Wang XM. Recombinant DNA sequences encoding Phospholipase.

USA patent, 5670366．1997-09-23．

14.Zhang Q, Gao YJ, Yang SH, Ragab RA, Saghai Maroof MA, Li JX,
Li ZB. Molecular marker-based analysis of heterosis in hybrid rice. Ab-

stract, 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International

Program on Rice Biotechnology, 1994, Bali,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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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Zhang G，Yang L．theory of Negative Consumption Externalities with
Aplications to Economics of Happiness．2008-10-1．http://econ. tamu.

edu/tian/paper．

以上范例所列参考文献包括常见各种来源文献，其著录格式分别

说明如下：

文献 1和 13是专利，其著录格式是：“专利权所有者．专利名．国

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授权日期（年-月-日）”。

文献 2和 10是学位论文，其著录格式是：“作者．题名．[学位论文]

．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

文献 3和 11是著作，其著录格式是：“作者．书名．版本（第一版不

标注）．（译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讫页”。

文献 4是技术标准，其著录格式是：“起草责任者．标准代号．标
准顺序号-发布年．标准名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文献 5和 9是杂志论文，其著录格式是：“作者.题名.刊名（外文

刊名用斜体，两个词以上的用缩写，缩写词后不用缩点，用一空格隔

开；一个词的不缩写），出版年，卷号：起迄页”。

文献 6是会议论文集，其著录格式是：“作者．题名．见或 In：编者

（主编或编，英文编者后加 ed．多编者加 eds．）,文集名．会议名，会址，

会议年，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讫页”。

文献 7和 12是专著章节或文集，其著录格式是：“作者．题名．见
或 In：编者（主编或编，英文编者后加 ed．多位编者加 eds．），专著（文

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讫页”。

文献 14是会议论文，其著录格式是：“作者．题名．会议名，开会

年，会址”。

文献 8和 15是网络文献，其著作格式是：“作者．题名．发表日期

（年-月-日）．网址”

未包括的文献类型可参照以上基本格式作相应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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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的排列和著录格式一直是论文中最易忽视的部分，因

此，特别提醒作者务必严格按照上述规范格式进行论文写作。若在一

篇论文中发现有 5篇以上（含 5篇）文献的列法不合规范，则视为形

式不合格。

（四）文献的引用方法

在文中引用文献时，采用姓名加年份的方式，姓名与年份之间空

一格，若所引文献只有 1名或 2名作者时，作者姓名全部列出(外文文

献只列姓氏)，当所引文献作者有 3名或 3名以上时，列出第一作者，

后面加“等”以示省略。如“（梅明华 1994）”，“（梅明华和李泽炳1995）”，
“（梅明华等 1996）”等。外文文献引用也同样处理，如 (Smith 1990),
(Smith and Jones 1992), (Smith et al 1993)等。

（五）符号、缩略代号

各种西文符号、代号只能使用法定的或公知公用的。大小写、上

下角标、正斜体正确使用。一般使用西文斜体的有：生物学属及属以

下的拉丁文学名、基因名称符号，用字母代表的数、一般函数及统计学

符号，量符号和量符号中的代表量或变动性数字的角标字母，如体积

V、浓度 C以及数学公式等。符号、代号在稿件中第一次出现时，要用
括号注明中文名称。

对在文中出现次数较多（≥ 5次）的较长的名词，可以作缩写。作

缩写的名词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要进行必要的定义，并将自行定义的

缩写列入“缩略语表”。

（六）计量单位

文中计量单位使用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量和单

位》中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如时间单位使用“s (秒)、min(分)、h(小

时)、d(天)”等；浓度单位使用“mol/L 、mg/L”等，原用的“ppb、ppm、克
分子浓度（M）、当量浓度（N）”等均已废除，不得使用；面积单位用“m2

，cm2，hm2”，而不用“亩”；光强用“勒克斯（lx）”；辐射强度用“贝克
(Bq)、库/kg（C/kg）”，而不用“居里、伦琴”；质量单位用“kg、g”或“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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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用“斤”等；生物技术中 DNA以及蛋白质片段的质量单位用“克
（g）、毫克（mg）、微克（ g）”等。凡阿拉伯数字后所带单位，均使用国

际通用代号或符号，如“ 1 mol”不用“1摩尔”等。有些单位习惯用中

文表示的，与数字组合使用，采用国际通用代号，如“3天用 3 d 、5小

时用 5 h、10分用 10 min、13秒用 13 sec表示”。组合单位在文字中
采用如下写法：mol/L、mg/L；转速用“r/min”,不用“rpm”。

（七）论文中数据的表示方法

数据的有效位数表示要一致，有效位数必须全部写出，如

“0.8600”，“1.0000”为 4位有效数，不能写成“0.86”,“1”；论文中各种单
位的计数计量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如“10年”、“3次重复”不能写成

“十年”、“三次重复”；表示参数与偏差范围的数值，如“20±2℃”不能

写成“20℃±2℃”；“50%-60%”不能写成“50-60%”；附带尺寸的单位相

乘的数字，如“长宽高”应写成“30m×20m×10m”，或写成“m:
30×20×10”，不能写成“30×20×10m”；数字的增加可用倍数和百分数

表示，如“增加了 2倍”，“增产 10%”；数字的减少只能用百分数和分

数表示，如“降低 10%”，“减少了 1/5”等；公历纪年，如“1999年”不能

写成“99年”，也不能用“去年”、“今年”、“明年”表示。

四、电子文档要求

论文答辩通过后，应通过我校图书馆主页的“博/硕士学位论文远

程提交系统”向图书馆提交电子版论文。提交的电子版论文要求如

下：第一，电子版论文应与印刷本内容一致。因特殊情况出现不一致

时，必须给予说明。第二，电子版论文应集合为一个 word电子文档。

采用其它编辑器编辑的论文，请提交 pdf格式文件。

项目（产品）设计、规划设计、产品研发等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

（毕业）论文的形式规范，另行参照有关补充规定执行。

本规范未尽事宜，可参照有关学术期刊单位的发表论文规范执

行，或到研究生院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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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密级

华中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湖北省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实验动物设施建设与管理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Laboratory Animal Facili-
ties of Hubei Center for Safety

研 究 生：刘峰松

指导教师：程国富 教授

邱银生 研究员

领 域：养殖

研究方向：实验动物

论文提交日期：2005年 12月

学位授予日期：2006年 1月

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

二○○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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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学术规范

（校发[2009]110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校教学和科学研究事业，维护学

术道德，严明学术纪律，规范学术行为，提高学术自律意识，根据国家

的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旨在倡导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学风严谨的优良

风气，发扬学术民主，鼓励学术创新；引导师生正确对待学术研究中的

名和利；反对在科学研究中沽名钓誉、弄虚作假。

第三条 华中农业大学所有从事教学、科研和其他有关工作的人

员及全体学生应共同遵守本规范。

第二章 基本学术规范

第四条 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和学术规范：

（一）在学术活动中，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教育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部门有关学术规范和学术

道德建设的规定。

（二）进行学术研究，应充分查新，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及对学术

发展的贡献。

（三）学术研究要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遵循学术界关于引证的公

认的准则。在作品中引用他人的成果，必须注明出处；所引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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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实质部分；从他人作品转引第三

人成果，应注明转引出处。对自己观点形成有重要影响的论著，应列

入参考文献。

（四）项目申报过程中，应如实填写项目组成员资料，不得代为签

名。不得伪造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出具的证明。项目完成后，不得故

意隐瞒关键技术或资料，妨碍后续研究与开发。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

应保证单位充分、有效使用该成果，禁止将成果非法据为已有。

应如实标注各类资助项目的全名和项目级别。

（五）在科研立项、评审和成果鉴定、验收等活动中，应遵循客观、

公正、准确的原则如实评价，不得夸大或贬低。

（六）不参加与本人专业领域不相干的成果鉴定、论文评阅或学位

论文答辩等活动。在科研成果报奖、鉴定和验收及使用时，应确保材

料及成果的真实性，不得弄虚作假以提高材料和成果的级别或当事人

的排名。

（七）合作成果应按照当事人对科学研究成果所作贡献大小并根

据本人自愿原则依次署名，或遵从学科署名惯例或作者共同的约定。

论文在投稿前应经所有署名人审阅，所有署名人均应对成果承担相应

责任，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对论文负主要责任。学生为第一作者、指

导教师为合作者的成果，指导教师应负主要责任。

（八）在对自己或他人的作品进行介绍、评价时，应遵循客观、公

正、准确的原则，在充分掌握国内外材料、数据的基础上，作出全面分

析、评价和论证。

（九）认真维护学术评价的客观公正，在参与各种推荐、评审、论

证、鉴定、答辩和评奖等活动中，要坚持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坚持按

章办事，不徇私情，自觉抵制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和干扰。

（十）对于应该经过学术界严谨论证和鉴定的重大科研成果，须在

论证完成后并经项目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向新闻媒体公布。

（十一）在教学、科研及相关活动中，应严格遵守和维护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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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健康安全等方面的规定。

第五条 不得有下列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

（一）剽窃：将他人的学术观点、思想和成果冒充为自己所创；擅自

使用在同行评议或其它评审中获得的学术信息。

（二）抄袭：将他人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不注明出处，而作为自

己的研究成果使用。

（三）篡改实验数据：故意选择性地忽略实验结果，甚至伪造数据

资料。

（四）伪造：在提交有关个人学术情况报告时，不如实报告个人信

息、学术经历、学术成果，伪造专家鉴定、证书及其他学术能力证明材

料。

（五）私自署名：未参加实际研究或者论著写作，未经原作者同意

或违背原作者意愿，而在别人发表的作品中署名,或未经本人同意盗
用他人署名。

（六）泄密：违反国家有关保密的法律、法规或学校有关保密的规

定，将应保密的学术事项对外泄露。

（七）其他违背学术界公认的学术规范的行为：包括在报刊上一稿

数投、不正当地获取学术荣誉、诬陷他人、故意歪曲他人学术观点、谎

报成果、夸大成果水平、虚假宣传等。

第三章 学校职责

第六条 学校在维护良好的学术规范方面履行下列职责，行使相

应权力：

（一）制定学校学术规范和相关政策并在校内作广泛宣传。

（二）在教师聘用、职务晋升、项目审批和考核评估之前，认真调

查，了解候选人遵守学术规范的情况。

（三）成立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作为校学术委员会下属的专门

委员会，受理学术规范问题，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和既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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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查，提供明确的调查结论和处理建议。

（四）处理违反学术规范行为，并向校内有关人员和有关社会组织

通报对违反学术规范行为处理的情况。

（五）学校管理部门对于不得泄露的讨论、评审内容应予以保密。

第四章 调查、处理和惩戒标准

第七条 违反学术行为规范的行为，由校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和

校行政根据《华中农业大学调查学术不端行为工作规程》进行调查处

理。

第八条 对于违反学术行为规范者，经查实，视情节轻重，分别给

予相应的处理：

（一）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名誉权或专利权的人员，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民法通则》、《专利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

例》等有关法规中的条款，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对于违反本规范但尚未构成违法行为的人员，视其情节轻重

和造成的后果，分别给予如下处理：

1.对于违反学术规范的人员，视其情节轻重和造成的后果，可以

给予训诫，调离研究项目并追回研究经费，取消研究项目申请资格，停

招研究生，暂缓申报或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以及依法暂缓授予、

不授予或撤销学位，暂缓申报、撤销学术职称、学术岗位降级等学术处

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处以行政处分。

2.将违反学术规范情况及时通告相关机构，包括资助机构、经费
来源机构、合作机构、合作研究人员、被举报人所在单位或部门、与被

举报人有关的期刊编辑部、出版机构、专业学会等。

第九条 对违反学术规范人员的处理期限一般为一年至三年，处

理期限应在处理决定书中予以明确。

第十条 处理期限届满后，被处理人可向校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

申请终止处理，经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审查，确认在受处理期限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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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错误行为有深刻认识，未发现有新的违法或违规行为，提出终止原

学术处理的建议，由校行政作出决定。

表现较好的被处理人员，可以申请提前终止处理。在处理期限内

继续违反本规定的人员，将在本规范的惩戒标准内从严处理。

第十一条 学术处理由校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提出建议，经学校

行政决定并行文，学校有关职能部门执行。行政处分由学校行政决定

并行文。终止学术处理决定由校行政行文。学术处理、行政处分及终

止学术处理等文件均应送达当事人，进入当事人人事档案，并下发至

学校有关单位。

第十二条 当事人对处理意见和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可按正常程

序提出；异议分别由校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和校行政受理。异议受理

后作出的新的学术处理和行政处分决定，为校内最终决定。新的学术

处理和行政处分意见由学校新增行文，与原学术处理和行政处分意见

一并进入当事人人事档案。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学术规范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建设。本规范将根据学

校教学和科研发展的需要修订、完善。

第十四条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属于校学术道德建

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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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关于杜绝研究生论文抄袭行为的暂行规定

（2003年 8月 25日制定）

为了树立严谨学风，净化学术空气，抵御学术腐败，防治学术污

染，杜绝研究生学位论文及学术论文（著）的抄袭行为，特制订本暂行

规定。

一、本暂行规定涉及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在本校申请学位的学位

论文；研究生学术论文（著）指在我校申请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发

表（或出版）的学术论文（著）。

二、研究生的论文审查

1．导师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著）审查的第一责任人。

对于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和拟发表的学术论文（拟出版的学术论著），导

师要切实履行审查责任，特别是对自己作为作者之一的论文，要以高

度的责任心和文责自负的原则，对论文进行严格认真地审查。

2．各学院、系、所及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均应对申请学位的

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审查。

3．各学院、系、所及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均具有接受论文抄

袭行为举报的义务。接到举报后，应及时进行核查。

4．博士研究生经审定被授予博士学位后，设有三个月的学位论文

异议期；异议期满且未有举报或检举者，方能领取学位证书。

三、论文抄袭行为的认定

1．若发现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著）中的文字叙述、图表或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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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数据与他人已提交的学位论文、已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著）的

内容雷同而没有标明出处的，即可认为是抄袭。

2．研究生论文抄袭行为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及其委托的专家

（组）进行认定，并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核定。

四、对论文抄袭行为的处理

1．拟申请学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被认定存在抄袭行为的，由校学

位评定委员会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以下处理：

（1）取消答辩资格或学位申请资格。已经答辩的，答辩成绩作废。

（2）取消学位申请资格，并给予行政处分。

2．对于已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并授予学位的研究生，若被发现并认

定其学位论文有抄袭行为的，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后，撤消其学位。

3．对于在读期间公开发表（出版）学术论文（著）的研究生，若发现

并认定其存在抄袭行为的，视情节轻重，给予取消学位申请资格处理

或相应的行政处分。

五、指导教师的责任追究

1．研究生指导教师对研究生的学术论文（著）抄袭行为负有审查

责任的，视同教学事故，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处理。

2．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共同署名的论文（著）被认

定为有抄袭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以下处理：

（1）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

（2）撤消职称聘任。

（3）除名。

六、争议和申诉

对初步认定结果有争议的，允许当事人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

室提出一次申诉。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接受申诉后，应尽快聘请同行专家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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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论文和申诉材料进行匿名评审，再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终审后明确

认定结果并作出处理。

七、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论文（著）中存在编造数据等其它弄虚

作假行为的，参照以上规定执行。

八、本暂行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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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办法

（2012年 8月制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督，完善保障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采用双盲评审办法。即评审

时，将评阅人姓名对论文作者及其导师进行隐匿，并且将论文作者及

其导师姓名对评阅人进行隐匿。

第三条 盲评根据答辩时间分为答辩前盲评和答辩后盲评，根据

盲评对象产生方式分为抽样盲评和指定盲评。

第二章 盲评范围与比例

第四条 凡申请华中农业大学各类博士、硕士学位（名誉学位除

外）人员均属抽样盲评范围。

抽样盲评名单由研究生院于每年三月和六月，分两次组织随机抽

取，并在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和各学院分别备案，同时在研究

生院网站上公布。

第五条 抽样盲评比例根据当年预计申请学位人数测算。不同

类型学位申请者分别按以下比例抽取：

1.申请博士学位者，答辩前抽样盲评比例为 30%，答辩后为 20%；
2.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者，答辩前抽样盲评比例为 10%，

答辩后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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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者，只参加答辩前抽样盲评，比
例为 20%。

以上比例为最低要求。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可根据学科实际情

况，提高所属各学科抽样盲评比例要求。

第六条 下列人员属于学校指定盲评范围，无需抽样，必须参加

答辩前盲评：

1.列入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植资助计划”者；

2.新增学位点、专业学位类型及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第一批研究生；

3.申请 5年毕业的硕博连读、提前攻博研究生及申请 2年毕业的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4.研究生科研记录检查结果不合格者；

5.以同等学力申请学位者；
6.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指定的其他申请学位者。

第七条 凡是列入答辩前盲评名单的学位申请者，无论何时申请

论文答辩，答辩前必须通过盲评，否则答辩无效。

第三章 盲评的操作

第八条 盲评工作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统一领导，研究生院和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分工协作，具体落实。其中，博士学位和非全日

制硕士学位申请者的论文盲评工作由研究生院负责；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答辩前论文盲评工作由各分委员会负责，答辩后盲评工作由研究生

院负责。

第九条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一般于每年 6 月和 12 月召

开。会议召开前 30个工作日内，不受理学位论文盲评和增评。研究

生院每年 4月集中向外送审 2次，其它月份每月送审 1次；各分委员
会可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受理及送审时间。

第十条 参加盲评者，需提交《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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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盲评审核表》一份及学位论文一式三份；博士学位论文申请者还需

提交《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书》一式三份。

第十一条 盲评论文由研究生院或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托相

关学校或相关学科专家进行评审。每篇论文请 3位专家评审。研究

生指导教师可以提出不超过 3个的回避专家名单。

第十二条 如果学位论文涉及保密内容，确实不宜参加盲评，可

以申请推迟盲评，但必须经过保密论文认定。

申请推迟学位论文盲评，须由研究生指导教师在学校抽取盲评名

单前提出书面申请（并附有关证明材料），经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讨论通过，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

经批准推迟盲评的学位论文，须在保密期到期后 1年内参加答

辩后盲评；若盲评未通过，则取消该论文指导教师今后申请推迟盲评

的资格。

第十三条 保密论文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学校有

关规定，组织专家进行认定。

第四章 盲评结果与费用

第十四条 学校盲评评阅结果分为 A、B、C、D四档。其中，A代
表论文已经达到所申请的学位论文水平要求，同意进行答辩；B代表

基本达到要求，同意对论文作适当修改后进行答辩；C代表勉强达到

要求，需对论文作较大修改，待重审合格后，方可进行答辩；D代表没

有达到要求，不能进行答辩。

三份评阅结果的组合为AAA、AAB、AAC、AAD、ABB或BBB的

视为通过；组合为 ABC或 BBC，需增加盲评一份，如果结果为 A或

B，则视为通过；其它组合均视为不通过。

如果第一次盲评未通过，则必须修改或重新撰写学位论文，半年

后方可再次申请盲评。若第二次仍未通过，则取消学位申请资格。

第十五条 答辩前盲评结果，一般在论文提交一个月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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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全日制研究生答辩前盲评论文专家评阅费由研究生

指导教师承担，非全日制人员由本人承担；具体标准为博士论文每篇

900元（300元/份），硕士论文每篇 450元（150元/份）。评阅费可根据

同类学校的标准而调整。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和非全日制人员论文盲评的管理费和邮寄费

由研究生院承担；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由学院研究生业务费支出。

答辩后盲评费用统一由研究生院承担。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原《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抽查盲评办法》（校发[2011]105号）同时废止。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华中农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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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暂行办法

（校发[2010]136号）

2009年学校引进并启用了“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
根据《华中农业大学第九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纪要》精

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对象为我校所有申请答辩

的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检测范围是学位论文正文部

分（含绪论）；检测步骤分答辩前检测和答辩后检测。

第二条 学位论文答辩前检测比例与结果使用。学位论文答辩

前检测由学院组织、实施，检测比例：博士、专业学位及高校教师攻读

硕士学位论文为 100%；其他硕士学位论文按不低于 50%抽取。检测
结果以“文字复制百分数”计，其评价、使用与处置由学院学位评定分

委员会决定。

第三条 学位论文答辩后检测比例与结果使用。学位论文答辩

后检测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学位办）组织、实施，检

测比例：各学院在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前一周集中提交电子版到学位

办，学位办按照各学院申请各级、各类学位论文的 10%随机抽取。答

辩后检测结果以“文字复制百分数”计，小于或等于 20%的可以授予

学位，20%-30%之间的暂缓至重新检测达标并经审核后授予学位，等
于或大于 30%的半年后重新答辩、申请学位。

第四条 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免于检测的申请与处理。如因

保密、知识产权等原因申请免于检测的，由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共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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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开题或中期检查时提出书面申请并做出承诺，经院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讨论、通过并由分委员会主席签署意见，报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主席批准、学位办备案。

第五条 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结果的异议与处理。由研

究生与指导教师共同提出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结果异议的书

面申请并对“文字复制”涉及内容做出说明、承诺，经学院学位评定分

委员会讨论、认定、提出处理意见并由分委员会主席签字，报送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主席、学位办备案。

第六条 本办法从印发之日（2010年 8月 24日）起开始实行。

第七条 本办法由学位办负责解释。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 148·

华中农业大学学生纪律处分规定

（2005年 8月 25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推进依法治

校，加强校风建设，优化育人环境，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学

校学生行为准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校

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研究生

和本科、专科（高职）学生。

第三条 学生应当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违者

应主动认识错误，配合调查，真诚悔改，自觉接受处分。学校坚持惩前

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按照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

确、处分适当的原则，对违纪学生实施纪律处分。

第二章 纪律处分的种类及运用

第四条 对有违纪行为的学生，给予纪律处分。纪律处分分为五种：

（一）警告；（二）严重警告；（三）记过；（四）留校察看；（五）开除学籍。

第五条 学生违反校纪校规，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从轻或免予处分：

（一）能主动承认错误，如实交待错误事实，对错误认识深刻，有悔

改表现的；

（二）确系他人胁迫或诱骗，积极协助组织调查问题，认错态度好的；

（三）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的违纪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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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可予以从轻处分的。

第六条 学生违反校纪校规，有下列情形之一，应从重处分：

（一）强迫、唆使他人违法、违规、违纪的；

（二）违纪后拒不承认错误的；

（三）串供或者伪造、销毁、隐匿证据的；

（四）包庇他人违纪行为或对有关人员打击报复、威胁恫吓的；

（五）有两种以上（含两种）违纪行为的；

（六）邀约校外人员违纪的；

（七）涉外活动违纪的；

（八）违纪群体的首要人员或主要成员；

（九）在本校曾受到过纪律处分，再次违纪的；

（十）其他应予从重处分的。

第三章 违反校纪校规的行为和处分

第七条 学生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为，从事非法的社

会、政治、宗教活动，视情节给予下列处分：

（一）违反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破坏安定团结、扰乱社会秩序

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二）制作、传播反动的刊物、音像制品、大小字报、传单、标语等，

以及通过其他途径散布反动言论，混淆视听，制造混乱的，给予留校察

看以上处分。

（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行示威法》或其他有关法规，组织、

参加未经批准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四）泄漏国家秘密的，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五）组织、参与非法传销和进行邪教、封建迷信活动，经教育劝阻

不改的，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六）使用计算机网络等各类媒体传播非法信息，进行造谣、传谣、

煽动，混淆视听，制造混乱的，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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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学生违反法律法规，视情节给予下列处分：

（一）触犯国家法律，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被公

安机关处罚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三）违反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被行政机关或司法部门认定，但

免予刑事处罚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四）违反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依法受到行政处罚的，给予警告

以上处分。

第九条 学生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和校园管理秩序，视情节给予下

列处分：

（一）对藏匿、出售、服用毒品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二）制作、传播淫秽的书刊、音像制品者，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

（三）参与走私、贩私等非法活动者，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

（四）违章使用电器或明火者，给予警告处分；引起火警、火灾者，

除赔偿经济损失外，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造成严重后果者，给予留

校察看以上处分。

（五）私藏匕首、三棱刀、弹簧刀等管制刀具拒不交出者，给予警告

处分；造成严重后果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六）在集会、学习等活动中喧哗滋事，校园聚众起哄、抛掷杂物等

影响校园秩序，经批评教育不改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七）酗酒滋事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八）违反学生团体管理规定，未经注册登记以学生团体名义进行

活动，或者被撤销登记、明令解散、取缔后，仍以原学生团体名义进行

活动的，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九）冒用他人、组织名义，侵害他人、组织的合法权益，伪造、冒

领、盗用、私自涂改各种证件、证明、公文者，给予警告处分；造成不良

影响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十）故意损坏、撕毁学校正在生效的张贴物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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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毁坏草坪、花卉、树木等，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十二）未经允许在校园内经商，经教育劝阻不改者，给予警告处分。

第十条 学生扰乱学校教育教学秩序，视情节，给予下列处分：

（一）组织、策划、指挥或煽动罢课者，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

（二）妨碍学校教职工正常开展工作，经批评教育不改者，给予警

告处分；辱骂、威胁、殴打学校教职工，造成恶劣影响的，给予记过以上

处分。

第十一条 学生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视情节给予下列处分：

（一）凡用各种方式挑衅引起打架或其他事端者，给予严重警告以

上处分；造成不良后果者，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

（二）策划、怂恿、教唆他人打架斗殴或聚众闹事者，未造成严重后

果的，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者，给予开除

学籍处分。

（三）凡动手打人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持械打人者，给予记过以

上处分；致使他人轻伤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致使他人重伤者，给予

开除学籍处分；多次打架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四）以劝架为名，偏袒一方，致使事态扩大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

处分；以帮冲突一方“讲理”到另一方处寻衅滋事，致使事态扩大者，给

予记过以上处分。

（五）纠集他人打人或打架者，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指使、纠集

校外人员入校打人或打架斗殴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被纠集为他人

打人或打架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虽未动手打人，但参与助威者，给

予警告以上处分。

（六）为他人打架提供工具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造成严重后果

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第十二条 学生严重违反公民道德行为规范和大学生行为准则，

给予下列处分：

（一）在公共场所有不文明行为，经批评教育不改者，给予警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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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处分；屡犯造成恶劣影响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二）以胁迫手段要求他人满足个人要求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三）观看淫秽书、画、影像片等淫秽制品及登录黄色网站者，给予

警告以上处分。

（四）接受或提供色情服务，以及从事其他涉嫌色情活动者，给予

留校察看以上处分。

（五）造谣、诬陷、调戏、侮辱、谩骂或以其他方式骚扰他人者，给予

警告以上处分。

（六）隐匿、损毁或私拆他人邮件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七）利用麻将、扑克及其他任何方式和手段进行赌博者，给予记

过以上处分；组织赌博者，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为他人赌博提供场

所、赌具等条件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八）故意在桌椅、门窗、墙壁、厕所等公物上刻画者，视其损坏程

度，除赔偿外，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第十三条 学生以偷窃、诈骗等方式，非法占有、占用国家、集体

或个人财物者，给予下列处分：

（一）价值在 400元以下（含 400元）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二）价值在 400元以上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三）作案手段恶劣或屡教不改者，无论作案价值多少，给予留校

察看以上处分。

（四）偷窃公章、保密文件、档案等物品者，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

（五）伪造公章或私刻他人印章作案者，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

（六）盗用他人互联网帐户，给他人造成损失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七）协同偷窃，或参与窝赃、销赃、分赃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第十四条 学生损坏公、私财物，视情节给予下列处分：

（一）过失损坏公、私财物者，按规定和要求赔偿损失，影响恶劣

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二）故意损坏公、私财物者，除赔偿损失外，给予下列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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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价值在 500元以下（含 500元）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2．价值在 500元以上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3．损坏文物或消防、抢险救灾设备，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第十五条 学生违反教室、宿舍（含经批准的租住房）管理的有关

规定者，视情节给予下列处分：

（一）擅自调换、占用学生宿舍、床位，经批评教育不改者，给予警

告以上处分；擅自将宿舍钥匙交给本宿舍以外其他人员使用，造成不

良后果的，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二）出租宿舍床位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三）未经许可留宿外来人员，经批评教育不改者，给予警告以上

处分；造成不良后果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四）在异性学生宿舍留宿或在学生宿舍留宿异性者，给予留校察

看以上处分；行为及情节特别严重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五）在学生宿舍、走廊、教室焚烧物品，经批评教育不改者，给予

警告以上处分，酿成事故者，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

（六）无正当理由迟归，经批评教育不改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屡

犯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七）未经批准在外租房居住、夜不归宿，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八）扰乱宿舍管理秩序，对他人的正常学习生活造成影响，经批

评教育不改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九）对其他违反教室、学生宿舍管理有关规定，经批评教育不改

者，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第十六条 学生违反考试纪律，视情节给予下列处分：

（一）未携带学生证等考试规定证件参加考试；未按考号牌对号就

座或擅自调换座位；携带手机、小灵通等无线通讯工具进入考场；未经

监考教师允许，使用计算存储工具或相互借用文具；考试过程中东张

西望，企图偷看他人试卷；交卷后仍在考场逗留或在考场附近高声喧

哗；未经监考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有上述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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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批评教育不改者，给予警告处分。

（二）考试中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互相传递有关考试信息；

传接纸条或答卷；偷看他人试卷、答卷；把试卷、答卷或有考试信息的草

稿纸移出自己考桌区域，为他人偷看提供方便；他人强拿自己的试卷、

答卷或草稿纸而未加拒绝。有上述行为之一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三）考试开始后，在课桌内、座位旁仍存放与考试内容有关的书

籍、笔记、讲义、复习提纲等物品；在桌面、身体或考试其他用品等处写

有与考试课程有关的内容；利用各类隐蔽手段夹带与考试内容有关的

文字材料或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强制性索

拿他人试卷、答卷或草稿纸。有上述行为之一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四）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出

考场；故意销毁试卷、答卷等考试材料；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

的姓名、学号等信息或将他人的试卷、答卷姓名、学号等信息篡改为自

己的姓名、学号等信息。有上述行为之一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五）由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

作弊及其他作弊行为严重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十七条 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较轻的，给予严重警告

以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十八条 一学期内旷课累计达到下列学时（迟到、早退 3次计

旷课一学时，早锻炼缺席 2次计旷课一学时，教学实习、生产实习等

实践教学活动每天按 4学时计算，其它教学活动按实际授课学时计
算）给予下列处分：

（一）10—19学时，给予警告处分。

（二）20—29学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三）30—39学时，给予记过处分。
（四）40—49学时，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五）50学时以上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十九条 擅自离校或请假逾期不归者，给予下列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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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天之内，给予警告处分。
（二）5至 7天，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三）8至 9天，给予记过处分。

（四）10至 12天，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五）13天以上，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二十条 目击或知情者，故意作伪证，导致调查处理困难，视情

节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第二十一条 因打架斗殴致伤他人或以各种方式非法占有、占

用、破坏国家、集体或他人财产财物者，除按本规定受到纪律处分外，

还应当赔偿经济损失。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没有列举的其它违纪行为，参照本规定中有

关条款给予纪律处分。

第四章 纪律处分权限与处理程序

第二十三条 学生违纪处理权限：

（一）给予学生严重警告以下处分，由违纪学生所在学院提出处理

意见，学生工作处、研究生院或教务处审核、批准。

（二）给予学生记过处分、留校察看处分，由违纪学生所在学院提出

处理意见，学生工作处、研究生院或教务处审核，报主管校领导批准。

（三）给予学生开除学籍处分，由违纪学生所在学院提出处理意

见，学生工作处、研究生院或教务处审核，报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开

除学籍的学生处分决定书报湖北省教育厅备案。

（四）学生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给予处分由

教务处、研究生院办理；学生违反本规定其他条款，给予处分由学生工

作处、研究生院办理。

第二十四条 学生违纪事实确凿，情节较轻，处分依据明确，可给

予严重警告以下处分的，由学生工作处、研究生院或教务处直接处理。

学生违纪事实较为复杂或者情节较为严重，处理程序由调查、取证、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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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报批、送交等环节组成，依次进行：

（一）调查。由违纪学生所在学院开展调查，准确掌握违纪事实；

违纪学生涉及多个学院时，由学生工作处、研究生院或教务处主持，对

违纪行为进行联合调查，核实违纪事实与责任。

（二）取证。负责调查学生违纪事实的单位，在调查过程中，准确

收集违纪学生书面违纪事实陈述书、检讨书、证人证明书、学生违纪讯

问笔录等学生违纪证据。

（三）申辩。违纪学生所在学院依据本规定有关条款，提出对违纪

学生的处分建议，学生工作处、研究生院、教务处组织相关人员，听取

学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

（四）报批。学生工作处、研究生院或教务处依据本规定第二十三

条，审核、报批给予违纪学生的相应纪律处分。

（五）送交。学生违纪处分决定书由违纪学生所在学院送交受处

分者本人，并由受处分的学生在《学生违纪处分决定送交书》上签名，

因特殊情况无法交给受处分者本人的，应将处分决定书寄送受处分者

本人，并将交寄凭证及有关记录存档；或将处分决定书以公告形式公

布并拍照存档；如受处分学生拒绝签名，负责送交者应做好记录，由 2
名以上证人签名证明。无法送交的在校内公告,公告期满,视同送交。

第二十五条 处分决定要视情况及时在全校、学院或班级范围内

公布。需通知家长的由所在学院负责。

第五章 学生对纪律处分的申诉

第二十六条 学校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对纪律处

分的申诉。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

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

第二十七条 违纪学生若对处分决定有异议，在接到学校处分决

定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依据《华中农业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

提出申诉。逾期申诉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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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学生受到留校察看处分后执行下列规定：

留校察看期一般为六个月。受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由学生所在学

院负责考察，在察看期间有悔改和进步表现者，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学

院审查，报学校批准，可按期解除；有立功或突出贡献者，经本人申请，学

院审查，学校批准，可提前解除；悔改不明显者，可延长察看期；留校察看

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校纪校规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二十九条 学生受到纪律处分，其享受的奖学金、国家助学贷

款、困难补助，各类评奖评优资格、授学位资格等按《华中农业大学学

生学年总结鉴定、评选先进及评定奖学金办法》、《华中农业大学学位

授予实施细则》等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本规定中所给予某一级别“以上处分”或“以下处分”

均包含该级别处分。

第三十一条 被开除学籍的学生，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一周

内，办理离校手续，学校发给学习证明，档案、户口退回其家庭户籍所

在地。逾期不离校者，由保卫处报公安机关按外来人口违反户籍管理

规定处理。自发文之日起，被开除学籍处分的学生发生的一切事情，

由学生本人自行承担。

第三十二条 学校将学生受处分的材料真实完整地归入学校文

书档案和本人档案。

第三十三条 接受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港澳台侨学生、留

学生的纪律处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学校有关部门可以依据本规定制定相关规定，其他

有关规定与本规定相抵触者，以本规定为准。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由学生工作处、教务处、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05年 9月 1日起实施。 1994年 7月 19

日校长办公会通过的《华中农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试行）》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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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试行）

（2005年 8月 25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推进依法治校。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结

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研究生

和本科、专科（高职）学生。

第三条 学生对学校做出的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

违纪处分有异议的，可以提出申诉。

第二章 申诉处理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学校成立华中农业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申诉处理委员会），处理学生提出的申诉。

第五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成员为 11—15人，设主任委员 1人，副

主任委员 1—2人，由分管校领导担任，委员由学校办公室、学生工作
处、教务处、纪委、研究生院、校团委、监察处、保卫处等部门和相关学

院负责人、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

申诉处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监察处；各学院、各职能

部门要积极配合申诉过程中的审核调查工作。

第六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的职责：

（一）受理申诉人的申诉；

（二）对学生申诉的问题进行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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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出处理结论;
（四）代表学校接受湖北省教育厅质询。

第三章 申诉处理工作程序

第七条 申诉处理程序由提出申诉、受理申诉、复查和作出处理

结论等环节组成，依次进行。

第八条 学生对处分决定或处理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决定

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校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申诉要以书面形式，写明申诉理由及要求，直接送交申诉处理委员会

办公室。

第九条 申诉受理的条件：

（一）申诉书应当在规定的申诉期内提交申诉委员会办公室；

（二）申诉书应当由学生本人或代理人以书面形式提出；

（三）申诉书应当写明提出申诉的事实、理由及其申诉意见。

第十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接到申诉书后，对申诉人的资格

和申诉条件进行审查，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做出如下处理：

（一）对于符合申诉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并进行登记；

（二）对于不符合申诉受理条件的，向申诉人作出不予受理的答复。

第十一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决定受理的学生申诉进行复查，并

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对受理的申诉进行全面调查

核实，将复查结论告知申诉人。需要改变原处理决定的，由申诉处理

委员会提交学校重新研究决定。

第十二条 申诉复查结论要对警告、严重警告等处分决定进行变

更、撤销的，由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意见，相关职能部门审核决定；要

对记过、留校察看处分决定进行变更、撤销的，由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

意见，报学校分管领导审核决定；要对开除学籍处分和取消入学资格、

取消学籍、退学处理决定做出变更、撤销原处理决定的，由申诉处理委

员会提交学校校长会议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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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申诉复查结论由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告知申诉人

和原决定作出机构。

第十四条 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

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湖北省教育厅提出书面申诉。

第十五条 学校申诉处理委员会在对学生申诉作出复查决定时，

应有委员会成员三分之二（含三分之二）以上人员到会，且应获得实际

到会成员三分之二（含三分之二）以上人员同意，方为有效。

第十六条 在申诉和处理期间，原处理决定继续有效。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接受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港澳台侨学生、留学

生的申诉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申诉处理委员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5年 9月 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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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学生住宿管理规定

（2005年 8月 25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生住宿行为，加强学生住宿管理，维护

学校正常教育教学和生活秩序，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根据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公寓

管理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切实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等文件

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研究生

和本科、专科（高职）学生。

第三条 学生无特殊原因，必须在学校指定的学生宿舍内居住。

第四条 确有特殊原因需要在校内统一安排学生宿舍外租房住

宿的在校学生，必须履行以下审批程序：

（一）申请。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华中农业大学学生租

房住宿申请登记表》，并提供支持申请的证明材料（如医院诊断书等）。

（二）确认。学生家长（直系亲属）对学生申请进行确认。

（三）审批。学院党委审核学生申请理由及证明材料，签署明确意

见。

（四）备案。学院将同意在校内统一安排学生宿舍外租房住宿的

在校学生名单交学生工作处、研究生院、学生宿舍管理中心备案。

第五条 未经学院批准，学生不得擅自变更宿舍与床位。

第六条 学生不得出租宿舍床位。

第七条 休学学生在休学期间不保留住宿床位，休学学生离校前

应到学生宿舍管理中心办理退宿手续；休学学生复学时，凭教务处复

学通知或学院相关复学证明到学生宿舍管理中心重新办理入住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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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擅自进入原宿舍住宿。

第八条 因毕业、结业、转学、出国、退学、开除等原因终止学籍

的，均须到学生宿舍管理中心办理退宿手续。

第九条 学生因提前毕业、休学、转学、出国、退学、开除学籍等原

因退宿的，依据《关于我校普通高等教育学生缴费管理意见》（农财字

[2002]5号）收取住宿费。

第十条 学生一般不得在学生宿舍留宿校外人员，遇有特殊情况

留宿校外人员，应经辅导员批准，并在楼栋管理员处进行留宿登记，留

宿人员离校应注销登记。严禁在学生宿舍内留宿异性。

第十一条 在寒暑假期间留校的学生，必须填写《华中农业大学

学生留校住宿登记表》，经学院批准，报学生工作处、研究生院、学生宿

舍管理中心备案，并按照要求相对集中住宿，接受统一管理。

第十二条 学生必须遵守宿舍作息制度。本专科学生宿舍楼开

门时间为 6：10，关门时间为 23∶00时，周日至周四统一熄灯时间为

22∶40，周五周六不熄灯，气温超过 30℃不熄灯；研究生宿舍楼关门

时间延长半小时。国庆、元旦等节假日可适当延迟关门、熄灯时间。

第十三条 学生要节约用水用电。学生每人每月用水用电实行

定额管理，定额指标内免费，超定额部分按市价收费，学生应自觉交纳

水费电费。水费电费每学期结算一次，张榜公布，有异议可在三天内

向学生宿舍管理中心查询，逾期未交纳水费电费停止供水供电，待交

清费用后再恢复供水供电。

第十四条 学生应自觉维护宿舍正常生活秩序，自觉遵守公民道

德规范和学校有关管理规定，共同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一）不得在宿舍内大声喧哗。

（二）不得向窗外抛掷物品或泼水。

（三）不得在宿舍内观看、传播反动、淫秽的书刊和音像制品，登录

不健康网站。

（四）不得践踏草地、攀摘花木、损毁绿化及宿舍区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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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得在宿舍内进行经营活动。

（六）不得在宿舍内打架斗殴、酗酒、赌博。

（七）不得在宿舍内进行宗教或封建迷信活动。

第十五条 学生应自觉遵守安全管理规定，增强安全意识，共同

维护宿舍安全：

（一）不得使用液化气、燃油或酒精灶具及热得快、电炉、电热毯等

电热器具，不得违规用电或改变电路、网线，离开宿舍时要切断水源、

电源。

（二）不得在宿舍区燃放鞭炮和焚烧杂物。

（三）不得在宿舍内存放易燃、易爆、易腐蚀、剧毒及具有放射性的

危险物品。

（四）不得在走廊内停放自行车、摩托车等大件物品，严禁堵塞消

防通道。

（五）不得随意动用消防设施。

（六）不得将宿舍钥匙交给非本室人员使用。

（七）要妥善管理公私财物，离开宿舍及时关窗锁门，做好宿舍安

全工作。

第十六条 学生应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共同创造整洁、优美、舒

适、文明的生活环境：

（一）要建立宿舍卫生值日制度，每天打扫，保持宿舍室内外、洗漱

间、卫生间、走廊等公共场所的清洁卫生，坚持每周进行一次彻底的卫

生大扫除。

（二）宿舍家具按规定摆设一致；衣物、鞋帽、用品统一摆放整齐；

蚊帐、被褥按规定叠放；不得在墙壁、家具上涂写、刻画或任意张贴字

画，保持宿舍洁净与整齐。

（三）宿舍内严禁饲养宠物。

（四）不随地吐痰、乱泼污水，果皮、纸屑、食品袋等废弃物放入垃

圾桶，剩饭、剩菜倒入潲水桶，垃圾及时倒入固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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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在宿舍区乱贴乱画，不往墙上扔球、踏鞋印。

第十七条 学生要爱护家具和设施，不得损坏，不得私自拆装或

搬出宿舍，不得私自转借或据为已有，损坏或遗失均要按实际价格赔

偿，对故意损坏公共财物的学生要追究当事人责任。

第十八条 水电、家具、消防等设施发生故障，应及时报告该楼栋

的宿舍管理员，由宿舍管理员反馈给学生宿舍管理中心，学生不得私

自处理。

第十九条 男性非执行公务者不得进入女生宿舍；休息时间女生

不准进入男生宿舍。

第二十条 学生在宿舍内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交有关司法部

门处理；违反校纪校规者，按《华中农业大学学生纪律处分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05年 9月 1日起执行，由学生工作处、

研究生院、学生宿舍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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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研究生证、校徽使用和管理办法

（2003年 8月制定，2012年 8月修订）

第一条 为使研究生妥善保管和正确使用研究生证和校徽，维护

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管理制度，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证只限本人使用，不准转借、送人。如随意损坏

或涂改，不予更换或补发。

第三条 研究生证是在校研究生的身份证明，由研究生院统一制

作，并加盖学校钢印。学院教学秘书在研究生新生入学后二周内，填

写好所在单位研究生新生的研究生证，张贴研究生本人二寸近期免冠

彩色登记照片一张，送研究生院统一审核办理。学院应将办理好的研

究生证加盖第一学期注册图章后，再发给研究生本人，由研究生本人

签字领取，不得代领。

第四条 每学期开学初，研究生须持本人研究生证到所在学院办

理注册手续；未按期办理注册手续的，按照《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籍

管理实施细则》处理。

第五条 提前攻博和硕博连读转入博士阶段学习的研究生，由所

在学院教学秘书到研究生院换发其研究生证。

第六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研究生寒暑假探亲时，可享受乘火

车半价优待。研究生证上家庭住址和探亲乘车区间应如实填写，经研

究生院审核并加盖学校公章后方为有效。

如父母或配偶迁居需要更改探亲乘车区间的，需本人提出书面申

请，并提供父母或配偶所在单位书面证明，研究生院审核同意后，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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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办理。

第七条 研究生证如不慎遗失，应及时向所在学院挂失，并提出

书面补办申请，经学院教学秘书审查属实后，提交到研究生院培养办

公室，交纳工本费 10元。研究生院于 3月、6月、9月、12月的 15-16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一日）集中补办。于补办当月月底至教学秘书

处领取。

第八条 研究生毕业、退学、转学或其它原因离校者，由研究生院

注销研究生证后（如有丢失，交费 10元），方予办理离校手续。

第九条 校徽是在校生标志。鼓励研究生平时佩戴校徽。研究

生参加重大活动时，应该佩戴校徽。

第十条 研究生入学后领取校徽一枚。研究生在校期间校徽如

有遗失，不予补发，毕业或因其它原因离校时不再收回。

第十一条 因研究生证、校徽遗失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研究生本

人承担。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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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选拔办法（试行）

（2007年制订，2012年 8月修订）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高层次人才培

养，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国家启动了“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

目”，旨在从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中选拔一流的学生，到国外一流的

院校、专业，师从一流的导师，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能够提升我国

自主创新能力的拔尖优秀人才，满足国家中长期发展对高层次创新型

人才的需要。为切实做好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的选拔工作，根据《国

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试行）》（教外留〔2007〕46号）文件

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申请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的类别与资助方式

（一）类别

1.在国外高校注册，攻读国外高校博士学位研究生；

2.在我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赴国外院校从事课题研究，进行联合

培养，获取我校博士学位或同时获取国外院校博士学位。

（二）资助方式

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供国际旅费和在外留学期间的奖学金。奖学

金包含伙食费、住宿费、交通费、电话费、书籍资料费、医疗保险费、交

际费、一次性安置费和零用费等。国外院校、机构提供学费或由申请

者本人申请奖学金、学费减免。

二、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选拔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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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派工作应与我校学科及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或导师的科研工
作相结合；

2.选派一流学生，到国外一流院校（专业），师从一流导师；

3.个人申请，导师推荐，公开选拔，择优推荐，签约派出。

三、申请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的条件

1.申请人应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科教事业，无违法违纪记录，具

有学成回国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2.申请人应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科研潜力，具有作为教师的基

本素质和气质，外语水平符合国外院校的入学要求（如国外接收院校

无语言要求，则外语水平应达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外语条件

规定的相应标准）；

3.申请人身心健康；

4.申请出国攻读博士学位者，当年应已被推荐免试确定为我校硕
士生，或为我校非定向委培的在读硕士生（含未进入博士阶段的硕博

连读生），年龄一般不超过 30岁；申请作为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

须为在我校在读的非定向委培的博士生（含已进入博士阶段的硕博连

读生），年龄一般不超过 35岁。
5.曾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及正在境外学习的人员不

得申请。

四、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选拔程序

1.申请人提交相关材料
申请人准备下列材料（一式一份），提交到所在学院：

（1）《华中农业大学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申请表》；

（2）已取得的科研成果及获奖证书复印件；

（3）在读期间学习成绩单（加盖公章）；
（4）在读证明；

（5）国外院校入学通知书（攻读博士学位）；

（6）邀请函复印件及国内外导师共同制定的研修计划和联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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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联合培养研究生）；

（7）免学费或对方提供工作机会的证明；

（8）外语水平证明。

2.所在学院审查讨论

学院对申请人的材料及现实表现等进行审查，提出意见报研究生

院。

3.确定候选人

学校组织专家对各学院报送的出国留学人选进行审核。重点考

查国外接收大学及学科的学术水平、导师水平、学生本人的业务能力

及综合素质，从中择优推荐，报学校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工作领导小

组审批，确定候选人。

4.候选人网上报名

按照留学基金委规定的网上报名时间，被确定的出国留学研究生

候选人进行网上报名，填写有关信息，并向学校提交书面材料。

5.学校向国家留学基金委报送材料

学校在网上校核申请人材料，填写学校推荐意见，并按国家留学

基金委规定时间报送有关书面材料。

6.国家留学基金委公布选拔名单、签约派出

国家留学基金委审核批准选拔名单后，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将按

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有关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并签约派出。

五、其他

1.导师及所在学院要制定具体措施，，加强对出国留学对象的思

想教育和业务培养，提高其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2.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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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基金实施细则

（2010年 3月制定、2012年 3月 7日修订）

为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推进研究生培养与科技创新紧密结合，

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华中农业大学自主科技创新基金管

理暂行办法》（校发[2009]178号）文件精神，特修订《华中农业大学研

究生科技创新专项基金实施细则》。

第一条 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基金是华中农业大

学自主科技创新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条 项目管理机构和人员。

（一）成立“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领导小组，由分管研究生教育的

副校长任组长，成员为研究生院（研究生工作部）、科技处、教务处的主

要负责人，秘书由研究生院培养办主任兼任。领导小组负责项目的组

织和实施工作，研究生院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工作。

（二）成立“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基金”评审专家库，根据项目申请

情况，聘请一定数量（一般为单数）的专家负责项目的评审。

（三）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项目的推荐工作。

第三条 项目设置

（一）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植资助计划；

（二）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延期资助计划；

（三）优秀硕士研究生创新研究计划。

第四条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植计划”立项条件

（一）“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植计划”重点资助预期可在所研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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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能产出高水平论文或应用成果的项目。

（二）申请者应为我校在读非在职博士研究生，具有扎实的基础理

论和专业知识；有严谨的学术态度、良好的科学道德和创新精神；具有

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科技创新潜力。

（三）学位论文选题来源于学科前沿，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或现实意

义；在理论上或方法上有重大创新；已有较好的研究基础。

第五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延期资助计划”立项条件

（一）公开招考博士生培养年满 3年，硕博连读、提前攻博博士生

培养年满 5年。
（二）论文已取得重要进展，已产出重要科技创新成果。

（三）进一步立项资助能产出重大成果。

第六条 “优秀硕士研究生创新研究计划”立项条件

（一）“优秀硕士研究生创新研究计划”重点资助硕士研究生开展

“自主选题、自由探索、跨学科研究、多导师指导”的创新研究工作。

（二）申请者应为我校在读非在职优秀硕士研究生，勤奋好学，基

础知识扎实，有良好的协作与创新精神。

（三）自主选题或交叉学科选题，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切

实可行，预期能产出重要成果。

（四）指导教师承诺给予支持，并在科研条件和经费管理等方面提

供必要的帮助。

第七条 申请、评审与批准

“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基金”采取个人申请、导师推荐、所在学院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推荐、专家评审、学校批准的方式确定。具体环节

包括：

（一）学校发文，申请人填写“项目申请书”；

（二）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遴选确定推荐人选，上报研究生院；

（三）“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基金”专家组对学院推荐的申请项目

进行综合评议，确认入选项目和资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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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基金”领导小组对入选项目进行审核，

公示通过后，报学校“自主科技创新基金管理”领导小组审批，立项实

施。

第八条 实施与管理

（一）所有受资助项目须签订项目《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基金立项

任务书》。

（二）优博、优硕项目实施期限一般为 2年。立项一年后，开展中

期检查，项目负责人填写《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基金立项中期进展

表》；立项 2年后，应做结题验收，项目负责人填写《研究生科技创新
专项基金项目结题验收报告》后，审核合格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延期资助项目资助时间一般为半年至一年，项目完成后，负责人填写

《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基金项目结题验收报告》后，审核合格后方可申

请学位论文答辩。

（三）项目指导教师、学院应为申请人提供必要的指导与科研平

台，做好项目的监督、检查和经费的使用管理，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实

施。

（四）“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领导小组和专家组对项目进行管理、

监督与检查。

（五）获“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立项的论文必须申报且优先推荐

湖北省和国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第九条 经费额度与管理

（一）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植计划。给予立项项目申请者每月

1000元专项补助，另自然科学类项目每项给予导师 2万元科研经费，

人文社科类项目每项给予导师 1万元科研经费，用于培植论文的深

入研究。

（二）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延期资助计划。给予立项项目申请者每

月 1000元专项补助，另每项给予导师匹配 1万元左右科研专项经费，

经费用于研究生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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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硕士研究生创新研究计划。给予立项项目申请者每月 500
元专项补助，另自然科学类项目每项给予导师 2万元科研经费，人文

社科类项目每项给予导师1万元科研经费，经费用于研究生创新研究。

（四）经费项目专款专用，所有经费只能用于立项建设项目的科学

研究及适量的津贴补助，不能用于其他研究生的培养。

（五）经费一次核定，一般分 2次划拨，立项时核拨一期经费，中

期检查合格者核拨二期经费。项目不能按计划完成、无法按计划实

施，停止经费拨付；因人为原因导致项目无法实施，将追回已拨经费。

第十条 成果管理。获得资助的项目，研究成果在公开出版物上

发表，需加注“华中农业大学自主科技创新基金资助（supported by Hu-

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Self-innova-

tion Foundation）”及项目编号。

第十一条 附则。本专项实施细则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原文件《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专项基金实施

细则》（校发[2010]46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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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植资助办法

（2002年 7月制定，2007年 8月修订）

第一条 为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培养和激励在学博士研究生的

创新精神，加快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步伐，不断提高我校博士学位论

文质量，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为培植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学校对具有研究前景的博士

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予以立项资助。

第三条 立项条件

（一）学位论文研究者为我校在学博士研究生，且具有忠于国家、

服务人民、献身科学的精神，为人诚实，品行端正；具有扎实的基础理

论和专业知识；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良好的科学道德和创新精神；具

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较大的培养潜力。无学位课程

不及格。

（二）学位论文选题为本学科前沿，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或现实意

义；在理论上或方法上有创新，可望取得国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的原

创性成果（即获得国内外所没有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

（三）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有科研经费支持（一般自然科学类每年

10万元以上、社会科学类每年 3万元以上）；指导教师治学严谨，近三
年来一直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其论文或成果具有创新性，具有较强

的博士论文研究指导能力。

第四条 立项审批程序

（一）立项申请。具备上述条件的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课题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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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时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华中农业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培植资助申请

书》，由导师和所在学院签署意见后报研究生院。

（二）专家考评。研究生院组织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组成专家小

组，采取答辩形式，对申请立项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课题研究情况以

及博士研究生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进行考评。

（三）学校审定。研究生院将根据立项申请和专家考评结果进行

审定立项。

第五条 资助方式

学校每年拨出专款，用于优秀博士论文的培植资助。经费由研究

生院管理，接受财务处、审计处监督。资助时间不超过 2年。
（一）获准立项的博士研究生，自立项之日起，学校按一定标准发

放生活补助；

（二）为保证立项的学位论文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学校将根据实

际情况，对研究工作给予一定的专项资助，资助经费由导师掌握，主要

用于立项博士生的课题研究和津贴。

第六条 立项的博士研究生应按立项申请，潜心科研，做好学位

论文研究工作，做出高水平的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应加强指导工作，提

供必要的研究条件，保证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顺利进行。

培植资助的博士生其博士学位论文必须通过匿名通讯评审；自然

科学类博士生至少发表单篇或多篇累计影响因子达到或高于 4.0的
SCI收录的论文；人文社科类博士生至少在一级期刊上发表 1篇或在

二级期刊上发表 4篇论文。

第七条 期刊名录见本手册附录。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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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优秀硕士研究生

创新研究项目资助办法

(2007年 8月制订，2009年 8月修订)

第一条 为了充分激发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促
进研究生开展跨学科和自主科学研究，提高我校硕士研究生培养质

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优秀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立项资助工作注重“自主

选题、自由探索、跨学科研究、多导师指导”，遵循“依靠专家，发扬民

主，择优立项，公正合理”的原则进行。

第三条 立项条件

（一）学位论文研究者必须是在读的优秀硕士研究生（如硕博连读

生、拟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生，一般在博士阶段前）；无学位课程不及格。

（二）项目选题背景为交叉学科研究或自主创新研究，与导师在研

课题无直接关系；与大学生科技创新等项目结合。

（三）论文选题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等方面有创新，预
期能产出重要成果。

第四条 资助评选工作每年进行一次。每项资助期限为二年。

第五条 申请程序为研究生个人提出申请，导师推荐，学院进行

资格审查，学校组织专家评审，签署立项资助协议。

第六条 对于立项的项目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实际资助金额根

据具体情况而定。

第七条 立项建设项目经费一次拨付，由学院及导师加强指导，

研究生院加强考核。对于成果突出的项目，学校将在本人申请转博后

予以继续资助。

第八条 所有成果须标注“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基

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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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国家有关培养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3.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

士、博士学位的规定

4. 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

5. 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6. 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

7. 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

意见

8. 普通高等学校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暂行办法

9.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试行）

10.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

注：具体文件内容请到研究生院网站（http://yjs.hzau.edu.cn/pygz/

py8）研究生手册电子版中下载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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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培养相关信息

学术期刊分级名录

（本名录仅适用于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学位

申请者发表论文的要求）

一、自然科学类

1．一级期刊

SCI（或 EI）刊源、SCI（或 EI）收录的期刊，期刊名略。

2．二级期刊（中科院各专业所、按学科分类的全国一级学会出版
的学报级期刊）

中国科学 科学通报 自然科学进展

自然资源学报 数学学报 化学学报

中国农业科学 作物学报 棉花学报

中国油料作物学报 植物学报 植物分类学报

生态学报 应用生态学报 植物生态学报

植物生理学报 生理学报 遗传学报

园艺学报 果树学报 林业科学

草业科学 茶叶科学 生物多样性

菌物系统 微生物学报 微生物学通报

病毒学报 生物工程学报 中国抗生素杂志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报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

植物病理学报 植物保护学报 农业生物技术学报

昆虫学报 昆虫知识 动物学报

动物学研究 实验生物学报 中国实验动物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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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学报 中国兽医学报 畜牧兽医学报

中国粮油学报 营养学报 食品科学

药学学报 中草药 中国药理学报

高分子学报 色谱 农业工程学报

机械工程学报 水生生物学报 水产学报

中国水产科学 海洋与湖沼 湖泊科学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 水土保持学报

土壤学报 地球学报 地球化学

地球物理学报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学报

地理学报 地球科学 计算机学报

软件学报 遥感学报 中国稀土学报

矿物学报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

无机材料学报 沉积学报 地学前缘

地质学报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农业机械学报

自动化学报 中国给水排水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环境工程 环境化学 中文信息学报

中国图象图形学报 测绘学报 计算机应用研究

山地学报 水利学报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地理科学进展 资源科学 中国水土保持科学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仅计算 1篇）

3．三级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统计源刊，且其影响因子在 0.20以上

者（期刊影响因子以校学位办当年核发的期刊评价资料为准），期刊名

略。

二、人文社科类

1．一级期刊

SSCI、SCI或 EI刊源 SSCI、SCI或 EI收录的期刊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管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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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级期刊（中科院、中国社科院各专业所、按学科分类的全国一
级学会出版的学术期刊）

经济学季刊 经济学动态 自然资源学报

统计研究 资源科学 会计研究

管理科学学报 金融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管理工程学报 中国房地产研究 世界经济

营销科学学报 数理统计与管理 城市规划

中国农村经济 城市发展研究 经济地理

中国管理科学 中外管理导报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审计研究 中国环境科学 林业经济

中国农村观察 中国软科学 农业经济问题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中国经济问题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国际贸易问题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农业技术经济

中国土地科学 世界经济研究 国际贸易

经济评论 农业现代化研究 中国流通经济

企业管理 中国科技论坛 中外管理

3．三级期刊

一、二级期刊中未列，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和《中

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的期刊，及《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特别提示：发表在二级期刊上的文章如被SCI (SSCI、EI)收录，则

自动视为在一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未被 SCI (SSCI、EI)收录的国外

期刊按三级期刊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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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培养工作流程

硕士生在答辩前20天、博士生在答辩前一个月向学院提交答辩申请、进行论文评阅
盲评事宜按照盲评办法进行，按相关要求进行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网上录

入答辩申请信息

报到注册

入学教育

制定个人

培养计划

选课

课程学习

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

转博工作

课题检查

预毕业申请

论文评阅

论文答辩

毕业

学位授予

提示：须在答辩申请前完成社会实践、教学实践、学术活动、学术报告活动，并进行网上登记；同时须网上

录入文献阅读、中期考核、发表论文、科研成果的信息。

研究生离校，学院和研究生院整理并寄送毕业研究生档案

提交有关答辩材料，校院二级学位委员会审核，办理毕业

离校手续，领取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博士领学位证明）

延期毕业的研究生办理毕业登记

评阅通过者，进入“申请论文答辩流程图”

课题检查一般在每年秋季进行，确定预毕业时间，并在网上进行预毕业登记；（申请

提前毕业的研究生参加上一届研究生的课题检查，超过3年未毕业的研究生应每年
参加课题检查

硕士生第四学期，结合中期考核、博士资格考试申请转博

（学院可自主确定转博生结合转博进行博士开题）

转博生在进入博士阶段后一个学期内（研究生入学后第六学期）进行资格再确认

一般在第三学期完成，网上填写相关信息

博士生一般要进行开题查新

硕士研究生根据学习计划一般在一年内学完课程

博士研究生完成相应学习计划

新生入学一周内完成网上选课。每年9月和12月开通选课系统。
（课程开课二周内可补选、退选课程）

入学后一周内网上完成个人培养计划（一）、一学期内网上完成个人培养计划（二），

纸质版培养计划（一）、培养计划（二）分别于入学后一个月内、一学期内提交学院教

学秘书，导师和研究生本人各存一份。

新生入学一周内，由学院自行组织安排

研究生新生按通知书要求、研究生老生按校历

要求办理报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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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工作提示

学籍注册

请假

休学、复学、

退学、转学

转导师
转专业

修改身份证号
修改姓名

硕转博
博转硕

毕业

学历注册

新生按通知书要求、老生按校历要求到学院教学秘书处完成研究生证和网上注册

新生资格审查不通过者，办理取消或保留入学资格手续

每年 10月上报新生学籍注册和老生学年注册信息

填写《请假单》，导师签字同意（不能参加课程学习的经任课教师同意）

请假 2周内：辅导员批准、学院备案
请假 2周以上一个月以内：学院分管院长（书记）批准、学院备案
请假期满后须及时销假

填写相关申请表格，详见研究生手册的《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细则》

入学后一年内进行

在同一种类型一级学科下相关专业或跨学科相关专业

填写《研究生转专业、转导师申请表》，学院、研究生院审批

每年 10-12月提交修改申请
提交新老身份证及复印件（户口本及复印件），派出所更改证明原件。

硕转博：每年春季申请转博，转博通过者于当年 9月办理入学报到手续，更改校
园卡相关信息，更换新研究生证。

博转硕：填写《博士分流申请表》，如无特殊情况，不能申请。

每年 3月进行网上预毕业登记，核对信息，确保信息完整、准确。
每年 6月、12月学位评定委员会后，3月、9月的下旬集中办理毕业证（肄业证、
结业证）；其他时间开学历证明

每年 4月上报预毕业生信息，每年 7月上报学历注册信息，补报时间由省教育厅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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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使用办法

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是研究生进行个人基本信息登记、网上选

课、查询成绩、毕业申请等工作的主要途径，直接关系到研究生个人的

发展成才。为使研究生使用好此信息管理系统，特制定本办法。

一、登陆途径

第一种途径：从校园网主页快捷通道中，点击教学管理，选择研究

生信息管理系统。

第二种途径：首先进入研究生院主页，从右侧“管理系统”中“研究

生信息管理学生登陆”登陆。

第三种途径：直接输入网址 http://yjsjw.hzau.edu.cn/pyxx/yjsjw.html。

研究生登录账号为本人学号（如 2011311110093），登录初始密码

为 8位数的出生年月日（如 19820312）。进入研究生综合管理系统
后，请及时修改并保护好个人密码。若忘记密码，本人可携带研究生

证到学院教学秘书或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查询。

二、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各子系统主要功能和操作步骤

子系统
名称

管理功能 内容描述 简要操作步骤

公共
信息

1．学历硕士培
养方案

按学院、门类查询各学科（专业）的
硕士培养方案

选中专业名称，弹出该专业培养方
案页面，便可参阅。

其他层次或类型的培养方案浏览操作同上。

个人
信息

1．学生学期注
册

用于学生每学期的学期注册，
第一步：网上提交注册
第二步：查看审核状态。确认审核
通过后，才能提交培养计划和网上
选课。
（欠费会导致审核不通过）

点击左侧二级菜单 - [学生学期注
册]，页面调出《学生网上注册》，不
需填写内容，直接点击右下方的
“提交注册”，完成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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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信息

2．个人基本信息

查阅、修改包含个人姓
名、年龄、民族等各项基
本信息发表文章/获奖、
毕业/学位、奖/惩信息、
注册/异动、培养计划、成
绩、贷款信息。

点击左侧二级菜单 - [个人基本信息]，页面
调出《个人基本信息》，
点击标签 -- [基本信息二]，页面切换，点击
查看其它标签，同[基本信息二]。

3．登录密码修改 用于修改个人密码
点击左侧二级菜单 - [登陆密码修改]，页面
调出《学生密码修改》，点击右上方的“确
定”，密码修改成功。

4．照片信息核对
用于核对个人的照片，
以免因照片导致不必要
的情况出现。

点击左侧二级菜单 - [照片信息核对]，页面
调出《学生照片核对》。

5.四六级英语报名
计算机等级考试
普通话等级考试

学生在线进行外语、计
算机、普通话考试报名

点击左侧二级菜单 - [四六级英语报名]，页
面调出《学生外语考试报名》，点击语种下
拉框可以选择语种，级别下拉框可以选择
级别，选择完毕后，便单击“确认报名”，单
击“取消报名”可以返回。

培养
管理

1．提交培养计划

用于学生培养计划制订
第一步：提交个人培养
计划；
第二步：打印 2份，导师
签字后交学院备案。所
有研究生必须提交培养
计划，并按照规定时间
进行网上选课。

第一步：点击左侧二级菜单– [提交培养
计划]，页面调出《[培养计划制定》，培养计
划已显示本专业培养方案所有的课程。
第二步：删除或添加课程―保存―提交。

2．培养计划查询 用于学生个人培养计划
查询

点击左侧二级菜单– [培养计划查询]，页
面调出《[培养计划查询》，如果需要打印，
单击右上方的“打印”，查询完毕，点击“返
回”。

3．开课目录查询
用于学生所开课程的查
询，查询开课时间、课程
简介、学分等。

开课目录查询―开课院系―课程编码―查
询，如需查看开课课程的具体内容，点击
“详细内容”。

4．学生网上选课

用于学生进行网上选课
（特别提示:硕士英语政
治、博士英语政治属于
公共学位课程，学校采
取按专业（或学院）分班
上课的形式，直接导入
学生个人课表，不需同
学们选课。）

第一步：学生网上选课―选课-培养计划内
课程―选课，选该门课程时若有冲突，系统
会自动提示，点击退选，可以退选该门课
程。
第二步：窗体下半部的“待选培养计划外课
程”标签中，在开课院系下拉框选择院系，
课程编号下拉框中选择课程，点击查询，查
询出待选课程，点击选课。退选同前。
第三步：窗体下半部的“已选培养计划外课
程”标签中，可以查询已选的培养计划外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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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管理

5．选课结果查询 学生进行选课结果查询

点击左侧二级菜单– [选课结果查
询]，页面调出《选课查询》，点左侧
上方的学期下拉框选择所需查询的
学期，然后单击查询，如需要打印选
课结果，点击右上方的“打印”即可。

6．学生课表查询 学生进行某学期的课表查询

点击左侧二级菜单– [学生课表查
询]，页面调出《学生课表查询》，点
学期下拉框选择所需查询的学期，
然后单击查询，便可以查询所选学
期的课表。

7．课程成绩查询 学生进行课程成绩查询

点击左侧二级菜单–[学生成绩查
询]，页面调出《学生课程成绩查
询》，左边是学位课程成绩，右边是
选修课成绩，下方为学分情况、开题
情况。

8．社会实践登记 学生本人登记参加社会实践
活动情况

点击左侧二级菜单– [社会实践登
记]，页面调出《学生参加社会实践
活动登记》，选择起止时间，提交后
管理员将会审核，若审核通过则显
示为“已审核”。

9.教学实践登记 学生本人登记参加教学实践
活动情况

（同社会实践登记）。

10．学术活动登记 学生本人登记参加学术活动
情况

（同社会实践登记）。

11.做学术报告登记 学生本人做学术报告情况 （同社会实践登记）。

12.文献阅读报告登记 学生本人阅读文献报告情况 （同社会实践登记）。

13．硕士中期考核登记 学生进行硕士中期考核登记 （同社会实践登记）。

毕业
与学
位

1.发表论文登记 学生发表论文登记

点击左侧二级菜单 - [发表论文登
记]，页面调出《学生发表论文情况
登记》，学生进行发表论文登记时，
依次录入论文名称等，并在作者排
名、收录情况、发表类别、情况下拉
框中选择各类别，确认后，点击保
存，
对已录入的发表论文情况修改时，
点击下方论文列表右侧的修改，点
击 X,可以删除当前记录。
请将影响因子填入备注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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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

与学

位

2.科研成果登记 学生进行科研成果的登记 同发表论文登记

3.开题报告申请 进行开题报告的申请

点击左侧二级菜单– [开题报告申
请]，页面调出《学生学位论文开题
报告申请》，学生进行开题报申请
时，依次录入论文题目等，并在下拉
中选择论文类型、题目来源等，点击
确认提交，院系秘书将进行审核，审
核过将不允许修改。

4.开题结果录入 学生进行开题结果的录入

点击左侧二级菜单– [开题结果录
入]，页面调出《学生学位论文开题
结果录入》，学生进行开题结果录入
时，依次录入论文题目、开题地点
等，并在下拉中选择题目来源、合同
等，点击确认提交，院系秘书将进行
审核，审核过将不允许修改。

5.学生答辩申请

学生进行答辩申请（特别提
示：培养管理的 8-12项，毕
业与学位的 1-4项为答辩条
件，不填写或填写后学院审
核不通过者，均不能成功提
交答辩申请）

点击左侧二级菜单– [学生答辩申
请]，页面调出《学生答辩申请》，答
辩申请时候，在页面依次在下拉框
选择或者在输入框中录入各项信
息，点击确认提交，学位讨论确认
后，将不可以修改。

6.学生盲审查询 查看盲审结果是否返回，红
色字样标明结果

点击左侧二级菜单– [学生盲审查
询]，页面调出《学生盲审查询》，

7.学位授予数据核对 学生进行学位授予数据核
对

点击左侧二级菜单– [学位授予数
据核对]，页面调出《学位授予数据
核对》，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保存，
进行保存，若有差异，可点击相关字
段进行修改，灰色字段不可以修改。

互动

信息

1.教学调查评估 学生网上评教等
点击菜单后，填写调查内容，点击提
交保存。没有参加网上评教的，将
看不到网上成绩单。

2.师生消息互动 学生与导师留言互动

3.通知公告查询 查询学院、学校的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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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

研究生办理个人课程学习成绩单流程

在校研究生

自行登录“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

点击左侧栏目框中“培养管理”

点击“学生成绩查询”

在成绩栏的右上方点击“打印”

毕业研究生

到学校档案馆查询、复印个人成绩单

到学院教学秘书处

审核签字

进入研究生院主页——“培

养工作”——“下载资料”

——“课程学习类表格”

——填写“研究生课程学习类

表格（中英文）”

到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盖章

出国用成绩

出
国
用
成
绩

考
博
用
成
绩

求
职
用
成
绩

备注 1：应届毕业生存档用成绩单，一般应以专业为单位，集中办理审核盖章工作。
备注 2：打印成绩单无网格线时：进入网页——工具栏——internet选项——高级——选中“打印背

景和图像”。
备注 3：在校生办理出国成绩盖章时，须提供一份教学秘书审核签字的成绩单作为审核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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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证管理流程

研究生证遗失，本人须立即向所在学院挂失。进入研究生院
主页——“培养工作”——“下载资料”——“学籍管理类表格”经教学秘书
审查属实后，于每年 3月、6月、9月、12月 15、16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到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办理。补办研究生证需缴纳工本费。于当月月底到教
学秘书处领取。

补办研究生证：

研究生因家庭住址变更需更换学生证时，应持个人申请、
本人一张 2寸近期免冠照片、学院教学秘书证明、家长（或配偶）工作单
位或家庭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到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办理更换手续。

更换研究生证：

1．研究生新生入学报到二周内向学院提供准确信息、
一张 2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

2．学院统一填写相关信息、张贴照片，审核后，统
一报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

3．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加盖学校钢印，返还学院
4．学院加盖第一学期注册图章后发给研究生，由研究
生本人签字领取，不得代领。

5．研究生妥善保管研究生证，每学期开学二周内，
持研究生证到学院教学秘书处注册盖章

6．研究生毕业，或其他原因注消学籍离校时，持研
究生证到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办理注销手续（如
有遗失，需交纳工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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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公派研究生工作流程
（二○一○年八月）

完成时间 工作项目 主要内容及要求 负责部门

11月 30日前 宣传动员
信息咨询

组织当年公派政策宣讲
研究生院牵头，国际合
作交流处、教务处、人
事处等部门协同工作

12月 预申请

学生本人仔细阅读当年国家公派研究生工作
要求，符合条件者填写《华中农业大学公派出
国留学研究生申请表》（研究生院网站下载），
并按照要求提供申请材料，导师推荐、学院推
荐

学院

2月10日之前 资格初审
学院负责人根据选派要求对拟申请人进行资
格审核，将初审合格者报研究生院

学院

2月 10-20日 资格审核

学校组织专家对初审合格者的申请材料进行
选拔审核，重点考查国外接收大学及学科的
学术水平、导师水平、学生本人的业务能力、
综合素质、外语水平，从中择优推荐。

研究生院

2月20日-3月
20日 网上报名

通过学校审核的候选人，进行网上报名，核对
信息，并向学校提交书面材料。

研究生院

3月 31日前 报送材料
学校在网上校核申请人材料，填写学校推荐
意见，并按国家留学基金委规定时间报送有
关书面材料。

研究生院

4月 专家评审
国家留学基金委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
审，确定拟录取名单，报教育部批准。

国家留学基金委

5月 确定并公布
录取名单

国家留学基金委网上公布录取名单，并将纸
质文件寄送派出单位

国家留学基金委

5月 国家留学基
金委签约

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填写《资助出国留学协
议书》、《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回国报到提
取保证金证明表》等材料，按国家留学基金委
的有关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并签约派出。

国家留学基金委

5月- 行前培训、
派出

国际合作交流处组织行前培训，办理相关手
续，办理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书，陆续派出

国际合作交流处牵头，
研究生院、人事处、教
务处等部门协同工作

（注：上表为大致时间安排，具体时间以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当年文

件为准，拟申请者应早于这个时间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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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公派研究生留学派出渠道

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派出渠道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

公派研究生项目
国家公派专项

研究生项目

1．利用教育部和留学基金委现有合作项目
2．学校现有合作交流渠道
3．导师合作交流渠道
4．学生本人联系渠道

研究生院负责科室：培养办公室

联系电话：87282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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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流程

详见《论文盲评办法》非盲评 盲 评研究生：

下载并填写《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审核表》

下载并填写①论文评阅书论文答辩秘书

论文答辩秘书 下载并填写①《华中农业大学学位登记表》

②《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会审核表》

分别经导师、教学秘书、辅导员、院分会
审核，审核通过的表格留存教学秘书处

与导师商议填写相关内容，审核
通过的表格留存教学秘书处*

与导师商议确定论文评阅专家，提早
送专家评阅，答辩前取回评阅意见*

②《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登记表》

③投票表决单 (一式 5份或 7份*)

④论文答辩评分表（一式 6份或 8份*）

⑤学位信息表（用于采集学位上报信息）

论文通过评阅，秘书
组织论文答辩

通过论文答辩

修改并提交论文，办理离校手续

论文答辩研究生：

备注：*教学秘书至少在研究生论文答辩前 5天将《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会审核表》送学位办

*博士研究生和非全日制研究生论文盲评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全日制硕士论文盲评由学院

统一组织

*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不少于 7人，所以至少需要领取 7份投票表决单
*论文答辩评分表中有一份为总分表，所以评分表份数比答辩委员数多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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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有关事宜的说明

为确保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研究生申请学

位论文答辩的有关事宜进一步说明如下：

一、申请答辩的程序

1．答辩申请
缴清学费和住宿费、修完规定学分、完成各培养环节、已撰写完学

位论文及其摘要的应届毕业研究生（须达到各学院分会规定的成果要

求，研究生培植项目按照协议审核），经导师同意，均可提出答辩申请。

2．领取并填写审核表
研究生凭校计财处盖章的离校程序单（可从研究生院的网页上下

载，在答辩前只需办理第一项，其余的手续等到离校前夕办理），到学院

教学秘书处领取《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审核表》，按程序请有关人员和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审核签字申请论文答辩。

二、答辩登记手续的办理

1．研究生到学院教学秘书处提交以下材料
（1）《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审核表》
（2）一份学位论文
（3）相关的成果证明
2．答辩登记
我校一般在 6月中旬和 12月下旬集中讨论学位授予名单。欲提

交 6月份讨论学位者，请于 5月 1日（博士研究生）和 5月 10日（硕士
研究生）前办理答辩登记手续；欲提交 12月份讨论学位者，请于 11月
5日（博士研究生）和 11月 15日（硕士研究生）前办理答辩登记手续。

3．答辩时间安排
从办理申请答辩登记手续起，硕士研究生须在 20天后、博士研究

生须在 30天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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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答辩材料的领取

答辩材料由各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负责发放。研究生办理完答辩

登记手续后，由论文答辩秘书到所属学院领取相关材料，包括：

1．华中农业大学学历教育博士（硕士）学位或专业硕士学位或高等
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信息登记表

2．《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登记表》一式 2份（可上网下载、计算
机录入，但须亲笔签名）

3．《华中农业大学学位登记表》一式 2份（可上网下载、计算机录
入，但须亲笔签名）

4．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秘书职责
5．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审核表
6．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书（限硕士研究生使用，一式 2份），博士研

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书（一式 3份）（到研究生院的“下载中心”的“学位”
下载）

7．研究生学位论文及答辩评分表一式 6-8份
8．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聘书（限外校答辩委员或本校第一次

担任该职的答辩委员）

9．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人聘书（限外校评阅人或本校第一次担任
该职的评阅人）

10．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答辩）费签名单
11．投票表决单 5-7份
12.华中农业大学学位论文修改鉴定意见存查表
四、答辩材料的回收

1．答辩秘书应尽快办理《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审核表》（请
务必注明答辩时间和地点），至少在答辩前五天送交校学位办公室审核、

备案（同时校验研究生的离校程序单），否则将顺延答辩时间；《研究生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审核表》不经校学位办公室（或专业学位办公室）审

核、备案者，答辩无效。

2．研究生必须在答辩前准确填写《华中农业大学学历教育博士（硕
士）学位或专业硕士学位或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信息登记

表》、《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登记表》和《华中农业大学学位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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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材料交与答辩秘书；若信息有误，后果自负。

3．研究生必须在各院规定的时间内到学院上载个人学位信息（即
《华中农业大学学历教育博士（硕士）学位或专业硕士学位或高等学校

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信息登记表》内容）。

4．研究生答辩材料经答辩秘书整理完毕后，由教学秘书统一交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签字。

5．教学秘书负责在校学位委员会召开前 20天将申请答辩研究生
名单用电子邮件形式发往校学位办，最迟在校学位委员会召开前 7天，
将所有拟授予学位研究生的上会材料提交校学位办。

6．博士研究生在答辩完毕后 2周内、硕士研究生在答辩完毕后 1
周内，向学院提交本院规定数量的正式论文精装本（含装订在论文中的

《华中农业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及使用授权书》），同时递交《华中

农业大学学位论文修改鉴定意见存查表》（可上网下载），并向图书馆提

交论文电子版。

7．各学院根据提交学位论文的研究生名单，发放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博士学位证书仍须经公示三个月后到校学位办领取）

8．各学院于 9月上旬向校学位办提交博士论文一式 4份、硕士论
文一式 3份。
五、其它事项

1．学位论文答辩是研究生最重要的培养环节之一，各学院要予以
高度重视，分管院长是学院学位论文答辩组织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研究

生导师是学位论文答辩的直接责任人。各方面要通力协作，防止学位

论文答辩工作走过场，坚决抵制不正之风和学术腐败，严把论文答辩

关，确保学位论文质量。

2．教学秘书在审核毕业研究生答辩资格时，要严格按照《华中农业
大学博士（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实施细则》等规定进行。

3．研究生院网页上公布有“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形式规
范”。研究生学位论文封面可由研究生本人到研究生院办公室购买。

4.不明事宜，请咨询校学位办，电话：87282673,8728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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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
学科（专业）目录（含专业学位）

学科门类
（中英文）

一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中英文）

二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中英文）

02经济学
Economics

0201理论经济学
Theoretical Economics

020106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0202应用经济学
Applied Economics

020205产业经济学
Industrial Economics

020206国际贸易学
International Trade

03法学
Law

0301法学
Science of Law

030107经济法学
Economic Law

0303社会学
Sociology

030301社会学
Sociology

030302人口学
Demography

030303人类学
Anthropology

030304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
Folklore

0303Z1社会工作
Social work

0305马克思主义理论
Marxist Theory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Study on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Education in Ideology and Polities

05文学
Literature

0503新闻传播学 Journa-
lism and Communication

050302传播学
Communication

07理学
Natural Science

0706大气科学
Atmospheric Science

070601气象学
Meteo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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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
（中英文）

一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中英文）

二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中英文）

07理学
Natural Science

0710生物学 ●
Biology

071001植物学 ●
Botany

071002动物学 ●
Zoology

071003生理学 ●
Physiology

071004水生生物学 ●
Hydrobiology

071005微生物学 ●
Microbiology

071006神经生物学 ●
Neurobiology

071007遗传学 ●
Genetics

071008发育生物学 ●
Developmental Biology

071009细胞生物学 ●
Cell Biology

071010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
Biochemistry & Molecular Biology

071011生物物理学 ●
Biophysics

0710Z1生物信息学
Bioinformatics

0710Z2基因组学
Genomics

0713生态学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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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
（中英文）

一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中英文）

二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中英文）

08工学
Engineering

0817化学工程与技术
ChemistryEngineeringandTechnology

0822轻工技术与工程
The Light Industry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0828农业工程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0830环境科学与工程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
gineering

0832食品科学与工程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0834风景园林学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cience

081704应用化学
Applied Chemistry

082201制浆造纸工程
Pulp and Paper Engineering

082202制糖工程
Sugar Engineering

082203发酵工程
Fermentation Engineering

082204皮革化学与工程
Leather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082801农业机械化工程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Engineering

082802农业水土工程
Agricultural Water-Soil Engineering

082803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AgriculturalBiologicalEnvironmentalandEnergyEngineering

082804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Agricultural Electrification and Automation

0828Z1现代农业装备工程
Modern Agriculture Equipment Engineering

0828Z2生物信息技术与工程
Biologic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083001环境科学
Environmental Science

083002环境工程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0830Z1环境规划与管理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083201食品科学 ●
Food Science

083202粮食、油脂与植物蛋白工程
Cereals,Oil&Vegetable Protein Engineering

083203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
Processing&Storage of Agriculture Products

083204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Processing and Storage of Aquatic Products

0832Z1食品生物技术
Food Biotechnology

0832Z2食品营养与安全
Food Nutrition and Safety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 199·

学科门类
（中英文）

一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中英文）

二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中英文）

09农学
Agronomy

0901作物学 ▲
Corp Science

090101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
Corp Cultivation and Farming System

090102作物遗传育种 ▲
Corp Genetics and Breeding

0901Z1作物生物技术
Crop Biotechnology

0901Z2药用植物学
Pharmaceutical Botany

99J1生物质能
Biomass and Bioenergy Science

090201果树学 ▲●
Pomology

090202蔬菜学 △●
Olericulture

090203茶学 ●
Tea Science

0902Z1设施园艺学
Protected Horticulture

0902Z2观赏园艺学
Ornamental Horticulture

090301土壤学 ●
Soil Sciengce

090302植物营养学 ●
Plant Nutrition

0903Z1资源环境信息工程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0903Z2农业环境工程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090401植物病理学 ●
Plant Pathology

090402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
Agricultural Entomology and Pest Control

090403农药学 ●
Pesticide Science

0904Z1植物检疫与生物入侵
Plant Quarantine and Biological Invasion

090501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
Animal Genetics, Breeding and Reproduction Science

090502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Animal Nutrition and Feed Science

0902园艺学
Horticulture

0903农业资源与环境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0904植物保护
Plant Protection

0905畜牧学
Anim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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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
（中英文）

一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中英文）

二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中英文）

09农学
Agronomy

0905畜牧学
Animal Science

090503草业科学
Practaculture Science

090504特种经济动物饲养（含：蚕、蜂等）
The Rearing of Special-type Economic Animals(including
Silkworm, Honeybees, etc)

0906兽医学
Veterinary Medicine

0907林学
Forest

0908水产 ●
Fisheries Science

090601基础兽医学 ●
Basic Veterinary Medicine

090602预防兽医学 ●
Preventive Veterinary Medicine

090603临床兽医学 ●
Clinical Veterinary Medicine

090701林木遗传育种
Forest Tree Genetics and Breeding

090702森林培育
Silviculture

090703森林保护学
Forest Protection

090704森林经理学
Forest Management

090705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090707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Combating

0907Z1园林植物学
Landscape plant

090801水产养殖 ▲●
Aquaculture Science

090802捕捞学 ●
Fishing Science

090803渔业资源
Science of Fisheries Resources

0908Z1水产动物医学
Aquatic anim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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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
（中英文）

一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中英文）

二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中英文）

12管理学
Management

Science

1202工商管理
Science of Business Admin-
istration

120201会计学
Accounting

120202企业管理
Corporate Management

120203旅游管理
Tourist Management

120204技术经济及管理
Technology Economy and Management

1202Z1商务英语研究
Business English Research

1203农林经济管理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conomics & Management

120301农业经济管理 ▲●
Agricultural Economics & Management

120302林业经济管理 ●
Forestry Economics & Management

1203Z1土地经济管理
Land Economic Management

1203Z2农业贸易与金融
Agricultural Trade and Finance

1203Z3农村中小企业管理
Medium-sized and small enterprises management in
countryside

1204公共管理
Science of Public Management

120401行政管理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120402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Social Medicine and Health Management

120403教育经济管理
Educational Economy and Management

120404社会保障
Social Security

120405土地资源管理 ●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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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门类
（中英文）

一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中英文）

二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中英文）

专业学位
Professional

Degree

0352社会工作硕士(MSW)
Master of Social Work

0852工程硕士
Master of Engineering

0951农业推广硕士
Master of Professional Degree in Agricultural Extension

0952兽医硕士
Master of Professional Degree in Veterinary Medicine

0953风景园林硕士
Master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0954林业硕士(MF)
Master of Forestry

1251工商管理硕士(MB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252公共管理硕士(MPA)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备注： 表示本学科（专业）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表示本学科

是国家重点学科；△表示本学科是国家重点培育学科；※表示本学科

是农业部重点学科；●表示本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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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一）
（课程学习计划）

学号： 专业： 硕士/博士：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

位

课

选

修

课

补

修

课

研究生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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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二）

读书计划：

学术活动安排：

实践活动安排：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 205·

学位论文研究计划（选题范围，开题、研究进展安排、撰写论文大致

时间等）：

导师意见：

导师（签名）：

学院（章）：

分管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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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1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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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2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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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学院设置

单位名称 英文对照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College of Plant Science & Technology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 Technology

理学院 College of Science

资源与环境学院 College of Resources & Environment

园艺林学学院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 Forestry Science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院

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水产学院 College of Fishery

工学院 College of Engineering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

经济管理学院

土地管理学院

College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College of Land Management

文法学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外国语学院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马克思主义学院 College of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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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办公电话号码

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及机构电话

学校办公室 87282027

计财处 87282022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87282037

校团委 87282012

保卫处 87282105

图书馆 87287195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87283707

校报编辑部 87282016

校广播台 87283460

校医院 87287330

住院部 87287183

学生宿舍管理办公室 87282932

教材科 87281025

研究生院各办公室电话

综合办公室 87282049

招生办公室 87280470、87281816

培养办公室 87282671

学位办公室 87282673、87281277

教育管理办公室 87281673

就业指导中心 87281952

学位点建设与评估办公室 8728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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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办公室电话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教学秘书 87282130

辅导员 87282131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教学秘书 87284166

辅导员 87284166

理学院
教学秘书 87280018

辅导员 87280018

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学秘书 87284070

辅导员 87284070

园艺林学学院
教学秘书 87281532

辅导员 87281036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教学秘书 87282426

辅导员 87288125

工学院
教学秘书 87282219

辅导员 87282120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院

教学秘书 87281255

辅导员 87281255

水产学院
教学秘书 87282676

辅导员 87282114

经济管理学院

土地管理学院

教学秘书 87284106

辅导员 87280381

文法学院
教学秘书 87286891

辅导员 87286891

外国语学院 教学秘书 8728029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学秘书 8767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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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校训

勤读 力耕

立己 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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