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农业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考试参考书目

学院 专业 命题科目 类别 类型 参考书目
是否有考
试大纲

理学院

公共专业 数学 初试 学术

《高等数学》方桂英、崔克俭等编，科学出版社；《高等数学》
（上、下册)（第五版或第六版），同济大学编，高教出版社；《线
性代数》（第四版）同济大学编，高教出版社；《概率论》同济
大学编，高教出版社；《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四版），盛骤编，
高教出版社

有

公共专业 化学 初试 学术

《普通化学》赵士铎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 年；《普
通化学学习指导》张金桐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年；《分
析化学》武汉大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分析化学学习指
导》石军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年；《有机化学》李贵
深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年；《有机化学》李楠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年；《有机化学学习与解题指导》有机
化学教研室编，2005 年

有

农学院

071002动物学

普通昆虫学 初试 学术
《普通昆虫学》许再福主编，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
《普通昆虫学实验与实习指导》许再福主编，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

有

农业昆虫学 复试 学术
《农业昆虫学》洪晓月、丁锦华主编，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7 年，第二版

昆虫生态学 同等学力 学术
《昆虫生态学原理与方法》戈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昆虫生理学 同等学力 学术 《昆虫生理学》王荫长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年

071007遗传学

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生物化学》上、下册，朱圣庚、徐长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7 年，第四版

有

遗传学 复试 学术 《遗传学》朱军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年，第三版

细胞生物学 同等学力 学术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王喜忠、丁明孝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8 年，第四版

分子生物学 同等学力 学术
《分子生物学》朱玉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四
版



071300 生态
学

生态学概论 初试 学术
《生态学概论》曹凑贵、展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第三版

有

农业生态学 复试 学术
《农业生态学》陈阜、隋鹏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三版；《农业生态学：理论、实践与进展》黄国勤编著，
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 年

生态经济学 同等学力 学术 《生态经济学》梁山、姜志德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年

农业可持续发展导论 同等学力 学术
《农业可持续发展导论》黄国勤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年

090101作物栽
培学与耕作学

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植物生理学》潘瑞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012 年，
第七版；《基础生物化学》赵武玲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
社,2008 年；《生物化学》上、下册，王镜岩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2 年.

有

作物栽培学 复试 学术
《作物栽培学》胡立勇、丁艳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作物栽培学（总论） 同等学力 学术
《作物栽培学总论》董钻、沈秀瑛、王伯伦主编，中国农业出
版社，2010 年，第二版

耕作学 同等学力 学术 《耕作学》曹敏建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年，第二版

090102作物遗
传育种

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植物生理学》潘瑞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012 年，
第七版；《基础生物化学》赵武玲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
社,2008 年；《生物化学》上、下册，王镜岩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2 年

有

作物育种学
复试 学术

《作物育种学总论》张天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
第三版；《作物育种原理》杨光圣等主编，科学出版社，2009 年

遗传学 同等学力 学术 《遗传学》朱军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年，第 3 版

作物种子学 同等学力 学术
《作物种子学》高荣岐、张春庆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

090201果树学
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植物生理学》潘瑞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012 年，
第七版；《基础生物化学》赵武玲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
社,2008 年；《生物化学》上、下册，王镜岩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2 年

有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E5%BC%A0%E6%98%A5%E5%BA%86&search-alias=books


果树栽培学 复试 学术 《果树栽培学总论》（第四版），张玉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园艺植物栽培学 同等学力 学术
《园艺植物栽培学》范双喜、李光晨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
社，第二版

园艺植物育种学 同等学力 学术
《园艺植物育种学总论》景士西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第二
版

090202蔬菜学

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植物生理学》潘瑞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012 年，
第七版；《基础生物化学》赵武玲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
社,2008 年；《生物化学》上、下册，王镜岩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2 年

有

《蔬菜栽培学》（总论、
各论）

复试 学术
《蔬菜栽培学总论》、《蔬菜栽培学各论》程智慧主编，科学
出版社

园艺植物育种学 同等学力 学术
《园艺植物育种学总论》景士西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第二
版

园艺植物栽培学 同等学力 学术
《园艺植物栽培学》范双喜、李光晨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
社，第二版

090401植物病
理学

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植物生理学》潘瑞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2 年，
第七版；《基础生物化学》赵武玲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
社,2008 年；《生物化学》上、下册，王镜岩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2 年

有

普通植物病理学 复试 学术
《普通植物病理学》许志刚，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四
版

植物化学保护 同等学力 学术
《植物化学保护学》徐汉虹，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第四
版

农业植物病理 同等学力 学术
《农业植物病理学》陈利锋、徐敬友，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年，第四版

090402农业昆
虫与害虫防治

普通昆虫学 初试 学术
《普通昆虫学》许再福主编，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
《普通昆虫学实验与实习指导》许再福主编，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

有

农业昆虫学 复试 学术
《农业昆虫学》洪晓月、丁锦华主编，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7 年，第二版

植物化学保护 同等学力 学术
《植物化学保护学》徐汉虹，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第五
版



害虫综合防治 同等学力 学术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学》张青文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
年

090403农药学

植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植物生理学》潘瑞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012 年，
第七版；《基础生物化学》赵武玲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
社,2008 年；《生物化学》上、下册，王镜岩主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2 年

有

植物化学保护 复试 学术
《植物化学保护学》徐汉虹，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第五
版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同等学力 学术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张清文，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 年，
第一版

农业植物病理学 同等学力 学术
《农业植物病理学》陈利锋、徐敬友，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年，第四版

095131 农艺与
种业

农业知识综合一（植物
学、植物生理学、农业

生态学）
初试 专业学位

《植物学》郑湘如、王丽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 年，
第二版；《植物生理学》潘瑞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第七版；《农业生态学》骆世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 年，
第三版

有

农业推广学 初试 专业学位
《农业推广学》高启杰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3 年，
第三版；《农业推广学》汤锦如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第三版；《中国农技推广》等国内外期刊杂志

有

农学概论 复试 专业学位
《农学概论》王辉(编者)，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二版

095137 农业管
理

农业知识综合四（管理
学、农村社会学、农村

政策学）
初试 专业学位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七版），周三多，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出版；《农村社会学》（第三版），刘豪兴，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5 年出版；《农业政策学》，孔祥智，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4 年出版

有

农业推广学 初试 专业学位
《农业推广学》高启杰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3 年，
第三版；《农业推广学》汤锦如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第三版；《中国农技推广》等国内外期刊杂志

有

现代农业经济学 复试 专业学位
《现代农业经济学》胡霞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现代农业经济学》王雅鹏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年，第
三版

农业可持续发展概论 同等学力 专业学位
《农业可持续发展概论》杨瑞文， 赵士熙主编，北京：中国
农业出版社，2006 年；《 农业可持续发展导论》黄国勤主编，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年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E7%8E%8B%E8%BE%89&search-alias=books


农业政策学 同等学力 专业学位
《农业政策学》张广胜、李忠旭、梁山编，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6 年

林学院

071001 植物学

植物生物学 初试 学术
《植物生物学》周云龙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三
版

有

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生物化学》上、下册，朱圣庚、徐长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7 年，第四版

有

植物学 复试 学术
《植物学上册》陆时万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二
版；《植物学下册》吴国芳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
二版

083400 风景
园林学

风景园林基础 初试 学术

《园林树木学》陈有民，中国林业出版社；《园林花卉学》刘燕，
中国林业出版社；《植物造景》苏雪痕，中国林业出版社；《中
国古典园林史》周维权，清华大学出版社；《西方园林史》朱建
宁，中国林业出版社；《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王向
荣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园林艺术原理》王晓俊，中国
农业出版社；《现代景观设计理论与方法》成玉宁，东南大学出
版社；风景园林行业法规规范、《中国园林》、《风景园林》等各
类期刊杂志。

有

园林设计（4 小时） 初试 学术 园林设计相关本科教材和参考书，此处不提供具体书目 有

园林植物 初试 学术
《园林树木学》臧德奎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年；
《园林花卉学》刘燕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6 年；

有

环境艺术设计（4小时） 初试 学术
《室内设计资料集》张绮曼、郑曙阳，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相关环境艺术设计和室内设计行业规范、标准等。

有

园林建筑设计 复试 学术 不提供具体书目

园林树木栽植养护 复试 学术
《园林树木栽植养护学》叶要妹、包满珠主编，中国林业出版
社，2017 年，第四版

环境设计专业理论 复试 学术
《世界现代设计史》王受之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年，
第二版

090701 林木遗
传育种

森林生态学 初试 学术
《森林生态学》（修订版）薛建辉主编，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9 年

有

林木遗传育种学 复试 学术
《林木育种学》陈晓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一
版

090702 森林培
育

森林生态学 初试 学术
《森林生态学》（修订版）薛建辉主编，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9 年

有

https://book.jd.com/writer/苏雪痕_1.html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CE%F7%B7%BD%CF%D6%B4%FA%BE%B0%B9%DB%C9%E8%BC%C6%B5%C4%C0%ED%C2%DB%D3%EB%CA%B5%BC%F9&xuanze=2


森林培育学 复试 学术
《森林培育学》翟明普、沈国舫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6
年，第三版

090703 森林保
护学

森林生态学 初试 学术
《森林生态学》（修订版）薛建辉主编，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9 年

有

林业微生物学 复试 学术
《微生物学教程》周德庆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第三
版

090704 森林经
理学

森林生态学 初试 学术
《森林生态学》（修订版）薛建辉主编，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9 年

有

测树学 复试 学术 《测树学》孟宪宇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 年，第三版

090705 野生动
植物保护与利

用

森林生态学 初试 学术
《森林生态学》（修订版）薛建辉主编，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9 年

有

野生植物资源开发与利
用

复试 学术
《野生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樊金拴，科学出版社，2013 年，
第一版

090706 园林植
物与观赏园艺

森林生态学 初试 学术
《森林生态学》（修订版）薛建辉主编，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9 年

有

园林植物遗传育种学 复试 学术 《园林植物遗传育种学》程金水，中国林业出版社

090707 水土保
持与荒漠化防

治

森林生态学 初试 学术
《森林生态学》（修订版）薛建辉主编，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9 年

有

水土保持学 复试 学术
《水土保持学》余新晓、毕华兴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3
年

0953 风景园
林硕士

风景园林基础 初试 专业学位

《园林树木学》陈有民，中国林业出版社；《园林花卉学》刘燕，
中国林业出版社；《植物造景》苏雪痕，中国林业出版社；《园
林工程》孟兆祯，中国林业出版社；《园林建筑设计》成玉宁，
中国农业出版社；《中国古典园林史》周维权，清华大学出版社；
《西方园林史》朱建宁，中国林业出版社；《园林艺术原理》王
晓俊，中国农业出版社；《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王
向荣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风景园林行业法规规范、《中国
园林》、《风景园林》等期刊杂志

有

园林设计（4 小时） 初试 专业学位 园林设计相关本科教材和参考书，此处不提供具体书目 有

环境艺术设计（4小时） 初试 专业学位
《室内设计资料集》张绮曼、郑曙阳，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相关环境艺术设计和室内设计行业规范、标准等

有

园林植物 初试 专业学位
《园林树木学》臧德奎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年；
《园林花卉学》刘燕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6 年

有

https://book.jd.com/writer/苏雪痕_1.html
http://book.kaoyantj.com/kaoyanbook_search.asp?shuming=%CE%F7%B7%BD%CF%D6%B4%FA%BE%B0%B9%DB%C9%E8%BC%C6%B5%C4%C0%ED%C2%DB%D3%EB%CA%B5%BC%F9&xuanze=2


园林设计评析 复试 专业学位 不提供具体书目

环境艺术设计评析 复试 专业学位 不提供具体书目

园林树木栽植养护 复试 专业学位
《园林树木栽植养护学》叶要妹、包满珠主编，中国林业出版
社，2017 年，第四版

0954
林业硕士

林业基础知识综合（植
物学、土壤学）

初试 专业学位
《植物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强胜主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土壤学》黄昌勇、徐建明主
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年，第三版；

有

森林生态学 初试 专业学位
《森林生态学》（修订版）薛建辉主编，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9 年

有

林学概论 复试 专业学位 《林学概论》徐小牛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8 年

动科院

090501动物遗
传育种与繁殖

动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动物生物化学》邹思湘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第
五版；《现代动物生物化学》汪玉松、邹思湘、张玉静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三版

有

动物遗传学 复试 学术 《动物遗传学》李宁主编，21 世纪教材，中国农业出版社

090502动物营
养与饲料科学

动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动物生物化学》邹思湘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第
五版；《现代动物生物化学》汪玉松、邹思湘、张玉静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三版

有

动物营养与饲料学 复试 学术
《动物营养学》周安国、陈代文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第三版；《饲料学》王成章、王恬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 年，第二版

饲料添加剂学 同等学力 学术
《饲料添加剂学》陈代文、吴德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第二版

饲料分析与质量检测 同等学力 学术
《饲料分析及饲料检测技术》张丽英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
社，2016 年，第四版

090504特种经
济动物饲养

动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动物生物化学》邹思湘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第
五版；《现代动物生物化学》汪玉松、邹思湘、张玉静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三版

有

养蜂学 复试 学术
《养蜂学》曾志将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 年，第
三版

畜牧学 同等学力 学术
《畜牧学概论》李建国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第二
版



特种经济动物饲养 同等学力 学术
《特种经济动物生产学》熊家军主编，科学出版社，2018 年，
第二版

0905Z1 动物
健康与安全生

产

动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动物生物化学》邹思湘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第
五版；《现代动物生物化学》汪玉松、邹思湘、张玉静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三版

有

家畜环境卫生学 复试 学术
《家畜环境卫生学》颜培实，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四
版

猪生产学 同等学力 学术 《猪生产学》杨公社，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年

家禽生产学 同等学力 学术 《家禽生产学》杨宁，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第四版

0905Z2水生生
物生产学

动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动物生物化学》邹思湘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第
五版；《现代动物生物化学》汪玉松、邹思湘、张玉静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三版

有

鱼类增养殖学 复试 学术
《鱼类增养殖学》王武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年
《水产动物行为与行为生态学》 龚世圆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 年

名特水产动物养殖学 同等学力 学术
《名特水产动物养殖学》王为民、温海深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 年

水生动物营养与饲料学 同等学力 学术
《水产动物营养学与饲料科学》 麦康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 年；《水生动物营养学与饲料科学》黄峰主编，化学工业出
版社，2011 年

090601基础兽
医学

动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动物生物化学》邹思湘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第
五版；《现代动物生物化学》汪玉松、邹思湘、张玉静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三版

有

动物生理学 复试 学术
《动物生理学》杨秀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二
版

家畜组织学与胚胎学 同等学力 学术
《家畜组织学与胚胎学》沈霞芬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第四版

兽医药理学 同等学力 学术
《兽医药理学》陈杖榴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第三
版

090602预防兽
医学

动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动物生物化学》邹思湘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第
五版；《现代动物生物化学》汪玉松、邹思湘、张玉静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三版

有

兽医微生物学及免疫学 复试 学术 《兽医微生物学》陆承平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年，第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0%DC%BC%D2%BE%F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五版；《物免疫学》杨汉春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3 年，
第二版。

兽医传染病学 同等学力 学术
《兽医传染病学》陈溥言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年，第
五版

兽医寄生虫学 同等学力 学术
《兽医寄生虫学》李国清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5 年，
第二版

090603临床兽
医学

动物生理学与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动物生物化学》邹思湘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第
五版；《现代动物生物化学》汪玉松、邹思湘、张玉静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三版

有

兽医临床诊断学 复试 学术 《兽医临床诊断学》王俊东、刘宗平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家畜内科学 同等学力 学术 《家畜内科学》王建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第四版

家畜病理学 同等学力 学术 《家畜病理学》林曦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第四版

095133 畜牧

农业知识综合二（动物
生理学、动物遗传学、
动物营养与饲料、动物

繁殖学）

初试 专业学位

《动物生理学》杨秀平、肖向红、李大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第三版；《动物遗传学》李宁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 年，第三版；《家畜育种学》张沅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1 年；《动物营养学》周安国、陈代文主编，中国农业出版
社，2011 年，第二版；《饲料学》王成章、王恬主编，中国农
业出版社，2011 年，第二版；《家畜繁殖学》杨利国主编，中
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第二版

有

畜牧学 初试 专业学位

《猪生产学》董修建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年；
《家禽生产学》杨宁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年，第四版；
《养牛生产学》莫放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3 年；《家
畜环境卫生学》颜培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四
版

有

动物营养学 复试 专业学位
《动物营养学》周安国、陈代文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第三版

动物遗传学 同等学力 专业学位 《动物遗传学》李宁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第三版

饲料学 同等学力 专业学位
《饲料学》王成章、王恬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第
二版

0952 兽医硕士
兽医基础 初试 专业学位

《兽医基础》李玉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年；
《兽医学》高作信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第三版

有

兽医学 初试 专业学位 《兽医学》高作信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第三版 有



兽医学综合知识 复试 专业学位 《兽医学》高作信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第三版

动物生物化学 同等学力 专业学位 《动物生物化学》邹思湘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第五版

兽医微生物学及免疫学 同等学力 专业学位
《兽医微生物学及免疫学》王国栋、杜磊、冯晓敏主编，西南
交通大学出版社

国土院

090300 农业
资源与环境

土壤学 初试 学术
《土壤学》黄昌勇、徐建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年，
第三版

有

农业资源环境概论 复试 学术 《资源环境概论》王敬国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120203旅游管
理

旅游学 初试 学术
《旅游学概论》李天元主编，高等院校旅游专业系列教材•建国
六十周年优秀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六版

有

旅游管理学 复试 学术
《旅游管理学》田里、李雪松，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 年，
第二版

旅游经济学 同等学力 学术
《旅游经济学原理》厉新建、张辉，旅游教育出版社，2016 年，
第三版

旅游规划 同等学力 学术
《旅游规划》马耀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一版

120405 土地
资源管理

管理学 初试 学术 《管理学》周三多，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四版 有

土地资源学 初试 学术
《土地资源学》刘黎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第五
版

有

土地经济学 复试 学术
《土地经济学》毕宝德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第六版

地籍管理 同等学力 学术 《地籍管理》叶公强，中国农业出版社，第二版

土地信息学（含 3S技术） 同等学力 学术 《土地信息系统》刘耀林，中国农业出版社，第二版

095132 资源利
用与植物保护

农业知识综合一（植物
学、植物生理学、农业

生态学）
初试 专业学位

《植物学》郑湘如、王丽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 年，
第二版；《植物生理学》潘瑞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第七版；《农业生态学》骆世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 年，
第三版

有

生物化学 初试 专业学位
《生物化学》上、下册，朱圣庚、徐长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7 年，第四版

有

土地资源学 复试 专业学位 《土地资源学》刘黎明，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第五版

资源与环境概论学 复试 专业学位 《资源与环境概论》王敬国，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作物保护学 复试 专业学位 《植物保护学》徐洪富，高等教育出版社

土壤学或农业昆虫学 同等学力 专业学位
《土壤学》黄昌勇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第三版；《农业昆虫
学》洪晓月，中国农业出版社，第三版

农业资源利用与管理或
植物病理学

同等学力 专业学位
《农业资源利用与管理》黄云，中国林业出版社，第三版；《农
业植物病理学》陈利锋，中国农业出版社，第三版

工学院

082800农业工
程

理论力学 初试 学术
《理论力学（Ⅰ）》哈尔滨工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组室编， 高
等教育出版社，第七版

有

电工技术 初试 学术 《电工学》秦曾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七版 有

机械原理 复试 学术 《机械原理》郑文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七版

单片机原理 复试 学术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教程》张元良、吕艳、周志民主编，清华
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经管院

020101政治经
济学

政治经济学 初试 学术 《政治经济学教程》宋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有

西方经济学 复试 学术
《西方经济学》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第七版

120201会计学
会计学 初试 学术

《中级财务会计》林斌、刘斌主编，立信会计出版社，最新版；
《中级财务会计学》吴丽萍主编，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
社，最新版

有

财务管理 复试 学术
《财务成本管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最新版

120202企业管
理

管理学 初试 学术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周三多、陈传明等，复旦大学出版社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或最新版

有

西方经济学 复试 学术
《西方经济学》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七
版

120204技术经
济及管理

管理学 初试 学术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周三多、陈传明等，复旦大学出版社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或最新版

有

西方经济学 复试 学术
《西方经济学》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七
版

120301农业经
济管理

管理学 初试 学术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周三多、陈传明等，复旦大学出版社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或最新版

有

西方经济学 复试 学术
《西方经济学》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七
版

120302林业经 管理学 初试 学术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周三多、陈传明等，复旦大学出版社或 有



济管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或最新版

西方经济学 复试 学术
《西方经济学》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七
版

095138 农村发
展

农业知识综合四（管理
学、农村社会学、农村

政策学）
初试 专业学位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七版），周三多，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出版；《农村社会学》（第三版），刘豪兴，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5 年出版；《农业政策学》，孔祥智，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4 年出版

有

农业推广学 初试 专业学位
《农业推广学》高启杰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3 年，
第三版；《农业推广学》汤锦如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第三版；《中国农技推广》等国内外期刊杂志

有

农业经济学 复试 专业学位 《农业经济学》孔祥智等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西方经济学 同等学力 专业学位
《西方经济学》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第七版

发展经济学 同等学力 专业学位
《发展经济学教程》彭刚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三版

1253 会计硕士

会计学综合（包括：中
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
管理会计、成本会计及

审计）

复试 专业学位
中级财务会计（吴丽萍主编），财务管理（荆新等主编），管理
会计（孙茂竹等主编），成本会计（于富生等主编），审计（中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主编）。

政治理论 复试 专业学位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8 年版

计信院
081200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

数据结构 初试 学术
《数据结构（C 语言版）》严蔚敏、吴伟民主编，清华大学出版
社出版

有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复试 学术
《数据库系统概论》王珊、萨师煊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五版

编译原理 同等学力 学术 《编译原理》张素琴、吕映芝等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软件工程 同等学力 学术 《软件工程》张海藩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120401行政管
理

管理学 初试 学术 《管理学》周三多，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四版 有

行政管理学 初试 学术 《行政管理学》夏书章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五版 有

公共管理学 复试 学术 《公共管理学》陈振明，中国人民大学版社，2017 年，第二版

https://book.jd.com/writer/%E4%BA%8E%E5%AF%8C%E7%94%9F_1.html
http://book.jd.com/writer/%E5%BC%A0%E6%B5%B7%E8%97%A9_1.html
http://book.jd.com/publish/%E6%B8%85%E5%8D%8E%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人文院 公共经济学 同等学力 学术 《公共经济学》蒋洪，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三版

公共行政学史 同等学力 学术 《公共行政学史》何艳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120403教育经
济与管理

管理学 初试 学术 《管理学》周三多，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四版 有

教育学 初试 学术
《教育原理》（修订版）孙喜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教育学》（修订三版）邵宗杰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有

教育经济学 复试 学术 《教育经济学》靳希斌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年

教育管理学 同等学力 学术
《教育管理学》陈孝彬、高洪源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第三版

学校管理学 同等学力 学术
《学校管理学》萧宗六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四
版

120404社会保
障

管理学 初试 学术 《管理学》周三多，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四版 有

社会保障概论 初试 学术 《社会保障概论》郑功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 有

公共管理学 复试 学术 《公共管理学》陈振明，中国人民大学版社，2017 年，第二版

公共经济学 同等学力 学术 《公共经济学》蒋洪，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三版

公共行政学史 同等学力 学术 《公共行政学史》何艳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理学院 070300化学

无机化学 初试 学术 《无机化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校编，第三版 有

有机化学 初试 学术
《有机化学》王积涛、王永梅等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三版

有

分析化学 复试 学术
《分析化学》武汉大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五
版

无机化学实验 同等学力 学术
《无机化学实验》大连理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主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第二版

有机化学实验 同等学力 学术
《有机化学实验》兰州大学、复旦大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二版

083201食品科
学

食品化学与食品微生物
学

初试 学术
《食品化学》阚建全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二版；《食品微生物》周德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第二版

有

食品加工与贮藏技术 复试 学术
《食品技术原理》赵晋府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现代食品
加工技术》孙君社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食品院 食品分析 同等学力 学术 《食品分析与检验》高向阳编，中国计量出版社，第一版

食品营养学 同等学力 学术 《食品营养学》孙远明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097203农产品
加工及贮藏工

程

食品化学与食品微生物
学

初试 学术
《食品化学》阚建全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二版；《食品微生物》周德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第二版

有

食品加工与贮藏技术 复试 学术
《食品技术原理》赵晋府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现代食品
加工技术》孙君社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食品分析 同等学力 学术 《食品分析与检验》高向阳编，中国计量出版社，第一版

食品营养学 同等学力 学术 《食品营养学》孙远明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083202食品营
养

食品化学与食品微生物
学

初试 学术
《食品化学》阚建全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二版；《食品微生物》周德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第二版

有

食品加工与贮藏技术 复试 学术
《食品技术原理》赵晋府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现代食品
加工技术》孙君社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食品分析 同等学力 学术 《食品分析与检验》高向阳编，中国计量出版社，第一版

食品营养学 同等学力 学术 《食品营养学》孙远明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083203食品安
全

食品化学与食品微生物
学

初试 学术
《食品化学》阚建全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二版；《食品微生物》周德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第二版

有

食品加工与贮藏技术 复试 学术
《食品技术原理》赵晋府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现代食品
加工技术》孙君社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食品分析 同等学力 学术 《食品分析与检验》高向阳编，中国计量出版社，第一版

食品营养学 同等学力 学术 《食品营养学》孙远明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095135 食品加
工与安全

农业知识综合三（食品
卫生学、食品安全管理
与法规、食品分析与检

验技术）

初试 专业学位

《食品分析与检测》刘绍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 年；
《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王世平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二版；GB500922—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黄曲霉
毒素 B 族和 G 族的测定；
《食品分析与检测》孙汉巨主编，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
年；《食品安全学》陈卫平、王伯华、江勇主编，华中科技大
学出版社，2013 年，第一版；《食品安全与卫生学》白晨、黄
玥编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年第一版

有



食品化学与食品微生物
学

初试 专业学位
《食品化学》阚建全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二版；《食品微生物》周德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第二版

有

食品加工与贮藏技术 复试 专业学位
《食品技术原理》赵晋府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现代食品
加工技术》孙君社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食品分析 同等学力 专业学位 《食品分析与检验》高向阳编，中国计量出版社，第一版

食品营养学 同等学力 专业学位 《食品营养学》孙远明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生工院

083600生物工
程

微生物学 初试 学术
《微生物学教程》周德庆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
三版

有

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生物化学》上、下册，朱圣庚、徐长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7 年，第四版

有

微生物综合 复试 学术
《工业微生物育种学》科学出版社，施巧琴、吴松刚主编，2013
年，第四版

分子生物学 同等学力 学术
《现代分子生物学》朱玉贤、李毅等编，高等教学出版社，2013
年，第四版

普通生物学 同等学力 学术 《普通生物学》魏道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二版

071005微生物
学

微生物学 初试 学术
《微生物学教程》周德庆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
三版

有

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生物化学》上、下册，朱圣庚、徐长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7 年，第四版

有

微生物综合 复试 学术
《工业微生物育种学》科学出版社，施巧琴 吴松刚主编，2013
年，第四版

分子生物学 同等学力 学术
《现代分子生物学》朱玉贤、李毅等编，高等教学出版社，2013
年，第四版

普通生物学 同等学力 学术 《普通生物学》魏道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二版

071009细胞生
物学

细胞生物学 初试 学术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王喜忠、丁明孝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第四版

有

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生物化学》上、下册，朱圣庚、徐长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7 年，第四版

有

分子生物学 复试 学术
《现代分子生物学》朱玉贤、李毅等编，高等教学出版社，2013
年，第四版

普通生物学 同等学力 学术 《普通生物学》魏道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二版



普通遗传学 同等学力 学术
《遗传学》（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朱军，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2 年，第三版

071010生物化
学与分子生物

学

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生物化学》上、下册，朱圣庚、徐长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7 年，第四版

有

分子生物学 复试 学术
《现代分子生物学》朱玉贤、李毅等编，高等教学出版社，2013
年，第四版

植物生理学 同等学力 学术 《植物生理学》武维华主编，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三版

植物生物学 同等学力 学术 《植物生物学》周云龙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第四版

071011生物物
理学

普通物理 初试 学术 《物理学教程》马文蔚，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二版 有

生物化学 初试 学术
《生物化学》上、下册，朱圣庚、徐长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7 年，第四版

有

生物物理学 复试 学术 《生物物理学》袁观宇主编，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一版

细胞生物学 同等学力 学术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王喜忠、丁明孝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1 年，第四版

分子生物学 同等学力 学术
《现代分子生物学》朱玉贤、李毅等编，高等教学出版社，2013
年，第四版

085273 生物与
医药

生物化学 初试 专业学位
《生物化学》上、下册，朱圣庚、徐长法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7 年，第四版

有

微生物学 初试 专业学位
《微生物学教程》周德庆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第
三版

有

生物学综合 复试 专业学位 《普通生物学》魏道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二版

细胞生物学 同等学力 专业学位
《细胞生物学》翟中和、王喜忠、丁明孝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1 年，第四版

分子生物学 同等学力 专业学位
《现代分子生物学》朱玉贤、李毅等编，高等教学出版社，2013
年，第四版

政治学

030501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初试 学术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点教材，普通
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陈先达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四版

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初试 学术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有



院
政治经济学原理 复试 学术

《政治经济学教程》宋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版，第十二版

030503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

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初试 学术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点教材，普通
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陈先达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四版

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初试 学术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有

政治经济学原理 复试 学术
《政治经济学教程》宋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版，第十二版

030505 思想政
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初试 学术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点教材，普通
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陈先达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四版

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初试 学术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有

政治经济学原理 复试 学术
《政治经济学教程》宋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版，第十二版

职师院

040106高等教
育学

高等教育学
复试 学术

《高等教育学》杨德广、谢安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高等教育史 同等学力 学术 《高等教育史》刘海峰、史静寰，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

教育管理学 同等学力 学术 《教育管理学》陈孝彬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40108职业技
术教育学

职业教育理论与方法 复试 学术
《职业教育理论与方法》黄国清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

教育管理学 同等学力 学术 《教育管理学》陈孝彬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职业教育史 同等学力 学术 《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米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

040110教育技
术学

教育技术学 复试 学术 《教育技术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何克抗，2007 年

学与教的理论 同等学力 学术 《学与教的理论》李芒，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多媒体技术 同等学力 学术 《多媒体技术实用教程》缪亮，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年

045101 教育管
理

教育综合 初试 专业学位
教育综合包括：
《教育学》王道俊、郭文安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2009

有



年；《中国教育史》孙培青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第三版；《外国教育史》吴式颖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
心理学》陈琦、刘儒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二
版

教育管理学 初试 专业学位
《新编教育管理学》吴志宏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第二版

有

学校管理心理学 复试 专业学位
《学校管理心理学》熊川武、江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二版

管理学 同等学力 专业学位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周三多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
第五版

教育学 同等学力 专业学位
《教育学》王道俊、郭文安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2009 年，
第七版

MPA 中
心

1252 公共管理
硕士

政治理论 复试 专业学位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8 年版），
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公共管理学 复试 专业学位
《公共管理学》陈振明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二版

外语院
045108 学科教
学（英语）

教育综合 初试 专业学位

教育综合包括：
《教育学》王道俊、郭文安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2009
年；《中国教育史》孙培青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第三版；《外国教育史》吴式颖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
心理学》陈琦、刘儒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二
版

有

英语综合 初试 专业学位 考察英语基本功，不指定参考书目 有

英语语言学 复试 专业学位
《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戴炜栋、何兆熊主编，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2018 年

软件院
095136 农业工
程与信息技术

农业知识综合三（农业
机械与装备、C 语言程序
设计、数据库技术与应

用）

初试 专业学位

《农业机械学》李宝筏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年；《C 程
序设计》谭浩强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四版；《数
据库系统概论》王珊、萨师煊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第四版

有

数字电子技术 初试 专业学位 《数字逻辑》何火娇主编，中国铁道出版社，2017 年，第三版 有

机械原理 复试 专业学位 《机械原理》郑文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七版；

数据结构 复试 专业学位 《数据结构(C 语言版)》严蔚敏、吴伟民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bq.kongfz.com/detail_6795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