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农业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科目参考书目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211 翻译硕士英语 参照教育部 2021 年考试大纲。 

241 二外日语 《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初、中级上、下册，中日合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年出版 

242 二外德语 《新编大学德语(第二版)》1-2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年出版。 

338 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第一版，田云、王征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20 年出版。 

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 

(095131农艺与种业领域园艺方

向) 

植物学：《植物生物学》，周云龙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植物生理学：《植物生理学》，肖浪涛、王三根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年出版； 

农业生态学：《农业生态学》，邹冬生，廖桂平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年出版。 

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 

(095131 农艺与种业领域作物、

种业、草业方向) 

植物学：《植物生物学》，周云龙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遗传学：《普通遗传学》，(第二版)杨业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5 月出版； 

植物育种学：《作物育种学总论》，张天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出版；《植物育种理论与方法》官春云主编，上海科技出版社，2004 出版。 

339 

农业综合知识一 

(095132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

域生物资源利用方向) 

植物学：《植物生物学》，周云龙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出版； 

遗传学：《普通遗传学》，(第二版)杨业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5 月出版； 

植物生理学：《植物生理学》，肖浪涛、王三根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年出版； 

339 

农业知识综合一 

(095132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

域植物保护方向) 

植物学：《植物生物学》，周云龙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植物生理学：《植物生理学》，肖浪涛、王三根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年出版； 

农业生态学：《农业生态学》，邹冬生，廖桂平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年出版。 

339 

农业综合知识一 

(095132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

域农业环境生态方向) 

植物生理学：《植物生理学》，肖浪涛、王三根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年出版； 

农业生态学：《农业生态学》，邹冬生，廖桂平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年出版； 

土壤学：《土壤学》(第三版)黄昌勇，徐建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出版。 

340 
农业知识综合二 

(095133畜牧领域) 

动物遗传学：《动物遗传学》,吴常信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8 月出版； 

动物生理学：《动物生理学》(第三版)，杨秀萍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出版； 

动物营养学：《动物营养学》第三版，周安国/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版。 

340 
农业知识综合二 

(095134渔业发展) 

动物遗传学：《动物遗传学》,吴常信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8 月出版； 

鱼类生理学：《鱼类生理学》(第一版)，林浩然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麦康森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版； 

水产动物育种学：《水产动物育种学》(第二版)，范兆廷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出版。 

四个模块选择三个模块考试。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341 
农业知识综合三 

(095135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 

食品卫生学：《食品卫生学》，何计国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3 年出版； 

食品安全管理与法规：《食品标准与法规》，张水华，余以刚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 年出版； 

食品分析与检验技术：《食品分析》，大连轻工业学院等编，中国轻工出版社，2008 年出版。 

341 

农业知识综合三 

(095136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

域农业工程相关三个方向) 

工程力学：《工程力学》(第一版)单辉祖，谢传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工程材料：《机械工程材料》第三版高为国，钟利萍，徐立主编，中南大学出版社，《机械工程材料综合练习与模拟试题》樊湘芳，叶江，滕浩，吴炜主编，中

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 

农业机械与装备：《农业机械学》，李宝筏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汽车拖拉机学》(第一、二册)，许绮川，鲁植雄，李文哲等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341 

农业知识综合三(095136农业工

程与信息技术领域农业信息技

术方向) 

程序设计：《C 语言程序设计》，肖捷、侯家利，中国铁道出版社，2016 年出版； 

数据库技术:《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 版)，王珊、萨师煊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出版； 

网络技术与应用：《计算机网络(第 6 版)》，谢希仁，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年出版。 

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 

(095137农业管理领域) 

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学》，李守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农业政策学：《中国农村公共政策》，刘伯龙、竺乾威、何秋祥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出版； 

管理学：《管理学原理》(第一版)，陈彤、章喜为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出版。 

342 
农业知识综合四 

(095138农村发展领域) 

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概论》(第 2版)，谭崇台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5 月出版； 

农业经济学：《现代农业经济学》，王雅鹏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年； 

农业政策学：《农村政策学》，钟甫宁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出版。 

343 兽医基础 《动物生理学》(第三版)，杨秀萍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家畜病理学》(第五版)，马学恩，王凤龙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 年版。 

344 风景园林基础 

《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三版)，周维权著，清华大学出版社；《风景园林工程》，孟兆祯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环境心理学》，胡正凡，林玉莲主编，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园林生态学》(第二版)，冷平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花卉学》，包满珠 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园林树木学》，陈有民主编，中国

林业出版社；《城市园林绿地规划》，杨赉丽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 

346 体育综合 《学校体育学》，沈建华，陈融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9 月出版；《运动训练学》，田麦久，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17年 4 月出版。 

357 英语翻译基础 

《英语笔译实务》(三级)最新修订版，外文出版社；《汉英英汉美文翻译与鉴赏(中英对照)》，刘士聪主编，译林出版社，2010 年版；《翻译学核心术语》，王

东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年出版；《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张培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英语世界》、《英语文摘》刊载的时事、外交、经贸、

文化、科技类文章。 

431 金融学综合 
《货币金融学》(第二版)，蒋先玲，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出版；《国际金融学》(第五版)，杨长江，姜波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出版；《商业银行经

营学》(第五版)，戴国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出版。 

448 汉语写作与百科知识 
《应用文写作》，王首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或其它公文类教材；百科知识要求对中外(外国以英美国家为主)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科学技

术和时事有一般性了解，无具体参考书。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510 园林设计(6 小时) 
《园林设计》，唐学山、李雄、曹礼昆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出版；《风景园林设计》，王晓俊主编，江苏科技出版社，2004 年出版；《园林工程制图》，

吴机际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景观设计学》，西蒙兹(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年出版。 

511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6 小时) 
《风景园林设计》(第三版)，王晓俊主编，江苏科技出版社；《园林设计》，唐学山，李雄，曹礼昆编著，中国林业出版社：《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刘滨谊主

编，东南大学出版社。 

61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修订版。 

611 教育学基础综合(自命题) 参照教育部 2021年考试大纲。 

612 
基础英语(词汇、语法、阅读、

写作) 

《高级英语(修订本)》(1、2 册)，张汉熙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出版；《现代大学英语精读》(1-4册)，杨立民总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613 普通生物学(一) 
《陈阅增普通生物学》(第四版)，吴相钰，陈守良，葛明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出版；《普通生物学-生命科学通论》，陈阅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年出版；《基础生命科学》(第二版)，吴庆余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614 生态学概论 《生态学概论》第二版，曹凑贵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615 植物学 《植物学》， 强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出版；《植物学》，贺学礼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 

616 化学(自命题) 参照教育部 2021 年考试大纲。 

617 数学(自命题) 参照教育部 2021年考试大纲。 

618 动物生物化学 《动物生物化学》(第五版)，邹思湘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年出版。 

619 水域生态学 《养殖水域生态学》，董双林，赵文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年出版；《鱼类生态学》，殷名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出版。 

620 食品营养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第 8 版)，孙长颢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年出版。 

621 公共管理学(一) 《公共行政学》(第四版)，张国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出版。 

622 风景园林综合知识 

《风景园林工程》，孟兆祯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2 年出版；《园林生态学》(第二版)，冷平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出版；《园林树木学(修订

版)》，陈有民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3 年出版；《花卉学》(第三版)，包满珠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年出版；《园林艺术原理》，王晓俊主编，中

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出版。 

623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第五版)，天津大学张文勤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7月出版。 

624 作物生理学 《植物生理学》萧浪涛 王三根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年出版；《高级作物生理学》，王建林 关法春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625 生物信息学 《生物信息学》(第一版)，陈铭、何华勤、徐程著，科学出版社，2012 年出版。 

626 园林植物 
《园林树木学(第二版)》， 陈有民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园林树木 1200 种》，张天麟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年出版；《园林花卉

学(第三版》，刘燕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6 年出版；《植物生理学》，萧浪涛，王三根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年出版。 

81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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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修订版。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811 
综合知识(语言学基础知识、翻

译理论、现代汉语) 

《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戴炜栋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年出版；《英汉比较与翻译》秦洪武，王克非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年出版；

《英汉-汉英翻译教程》，彭长江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现代汉语(增订四版)》上、下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出版。 

812 分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第二版)卢向阳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出版；《现代分子生物学》(第三版)，朱玉贤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出版。 

813 农业生态学 《农业生态学》，邹冬生，廖桂平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年出版。 

814 环境学概论 《环境学概论》(第二版)，刘培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出版。 

815 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第 5版)，李春葆、尹为民、蒋晶珏、喻丹丹、蒋林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年出版。 

816 实验化学 《实验化学》(第二版)，张金桐、叶非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 2 月出版。 

818 电工电子学 
秦曾煌主编，《电工学(上册)》(电工技术部分)(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秦曾煌主编，《电工学(下册)》(电子技术部分)(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819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第四版) 赵明华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年出版 

820 食品科学基础 《食品工艺学》，夏文水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年出版。 

821 农学概论(一) 《农学概论》，杨文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现代作物栽培学》，官春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 

822 植物生理学 《植物生理学》，萧浪涛，王三根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植物生理学学习指导》，萧浪涛，王三根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8 年版。 

823 土壤和植物营养学 《土壤肥料学》(第二版)，吴礼树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 

825 植物保护概论 《植物保护通学论》(第二版)，韩召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  

826 动物生理学 《动物生理学》(第三版)，杨秀萍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 

827 水生生物学与鱼类学 《水生生物学》第二版，赵文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 年出版《鱼类学》，谢从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出版。 

828 草学概论 《草坪学》，徐庆国 张巨明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4 年出版；《牧草饲料作物栽培学》，王建光 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年出版。 

829 管理学 《管理学》(马工程重点教材)(第 1 版)，陈传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出版； 

830 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第六版)(微观部分、宏观部分)，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出版。 

831 公共政策学 《公共政策学》(第二版)，宁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出版。 

832 土地资源学 《土地资源学》(第二版)，王秋兵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 

836 普通生物学(二) 《普通生物学》(第四版)，陈阅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出版。 

837 园艺植物栽培学与育种学 
《园艺植物栽培学》，范双喜，李光晨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 年出版；《园艺植物育种学总论》(面向 21世纪课程教材)，景士西主编，中国农业出版

社，1999 年出版。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838 作物育种学(一) 《作物育种学总论》，张天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年出版；《植物育种理论与方法》，官春云主编，上海科技出版社，2004 年出版。 

839 饲料与饲养学 《饲料与饲养学》，单安山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年出版。 

840 鱼类生态学 《鱼类生态学》殷名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年出版。 

841 食品工艺学 《食品工艺学》，林亲录，秦丹，孙庆杰主编，中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出版； 

842 信息化概论 《信息技术导论》，黄正洪，赵志华，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出版。 

844 农村公共管理 《农村公共管理》李燕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9年出版。 

845 兽医临床诊断学 《家畜病理学》(第五版),马学恩。王凤龙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 年版。《兽医临床诊断学》<第 3 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 

847 自然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第四版),伍光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04 月出版。 

848 农业推广学 《农业推广理论与实践》，高启杰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849 生物统计学 《试验统计》(第四版)，盖钧镒 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年出版。 

850 机械设计 

《机械设计》(第九版)，濮良贵，陈国定，吴立言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机械设计学习指南》 (第四版)，濮良贵，纪名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机械设计作业集》 (第四版)，李育锡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机械设计(第九版)同步辅导及习题全解》(新版)，段用文主编.中国水

利水电出版社，2013年版。 

851 园林生态 《生态学(第二版)》，杨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出版；《园林生态学(第二版)》，冷平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出版。 

852 生物资源利用概论 《生物资源学导论》，陈集双、欧江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08月出版 

f001 动物生产学 
《猪生产学》，杨公社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出版；《家禽生产学》第二版，杨宁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出版；《牛生产学》第三版，昝林森

主编，2017，中国农业出版社。 

f002 动物遗传育种学 《动物遗传学》(第二版), 李宁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出版；《家畜育种学》(第二版)， 张沅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 年出版。 

f003 动物营养与饲料学 《动物营养学》(第 3 版)，周安国，陈代文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出版;《饲料学》，王成章主编，第三版，出版时间，2019 年。 

f004 水产学概论 《鱼类增养殖学》，申玉春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年出版；《鱼类增养殖学》王武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年出版。 

f005 鱼类增养殖学 《鱼类增养殖学》，王武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出版。 

f007 家畜内科学 《兽医内科学》(第四版)，王建华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出版。 

f009 兽医药理学 《兽医药理学》(第 4 版)，陈杖榴、曾振灵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 年出版。 

f011 电脑制图和手绘效果图 无 

f012 风景园林综合 包含园林植物、园林史、园林建筑设计、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园林规划设计等内容。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f013 公共管理学(二) 
《公共行政学》(第四版)，张国庆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出版；《公共政策学》(第二版)，宁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出版；《公共管理硕士

MPA系列教材》，张成福、党秀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出版。 

f014 管理学原理(一)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 5 版)，周三多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f016 无机化学 《无机化学》(第五版)，大连理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5 月出版。 

f017 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第二版)，张薇主编，化学化工出版社，2014 年出版。 

f018 成人教育概论 《成人教育槪论》，祝捷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2 版。  

f019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潘懋元，王伟廉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年出版;《高等教育哲学》，布鲁贝克主编，浙江教育 出版社，2002 年出版;《高等教育生态学

引论》，郭丽君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出版。 

f021 教育学原理 《教育学原理》，成有信主编，大象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f023 心理学基础 《普通心理学》，彭聃龄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出版;《心理咨询的理论与实务》，江光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出版。 

f024 职业技术教育学 《职业教育学》胡斌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出版 

f026 货币金融学 《货币金融学》(第二版)，蒋先玲，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出版。 

f027 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原理》，曼昆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出版。 

f028 农业经济学 《现代农业经济学》，王雅鹏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年出版。 

f029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f03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修订版。 

f031 草学基础 
《牧草及饲料作物育种学》(第二版)，云锦凤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 年出版；《饲草饲料加工与贮藏学》，贾玉山 玉柱 主编，科学出版社，2018 年出

版。 

f032 农学概论(二) 《农学概论》(第 3版)，李天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 年出版。 

f033 烟草学 
《烟草栽培学》，刘国顺主编，2003 年 7月，中国农业出版 社；《烟草育种学》，杨铁钊主编，2003年 7 月，中国农业出版社；《烟草调制学》，宫长荣主编，

2003年 7 月，中国农业出版社； 《烟草化学》，王瑞新主编，2010年 8 月，中国农业出版社。  

f034 种子学 《种子学》，胡晋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出版；《种子生产学》，胡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出版。 

f035 作物学概论 
《现代作物栽培学》，官春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现代植物育种学》，刘忠松等编著， 科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植物育种理论与方法》，

官春云主编，上海科技出版社，2004 年出版。 

f036 作物遗传育种学 
作物育种学》，孙其信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出版；《作物育种学总论 》(第三版)，张天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现代植物育种学》，

刘忠松等编著， 科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植物育种理论与方法》，官春云主编，上海科技出版社，2004 年出版。 

f037 作物栽培学 《现代作物栽培学》，官春云主编，f025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出版；《现代植物育种学》，刘忠松等编著， 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f038 汉英笔译 无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f040 管理学 《管理学》(马工程重点教材)(第 1 版)，陈传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出版。 

f041 会计学 《财务会计学》(第 11版)，戴德明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出版；《财务管理学》(第 8 版)，荆新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 

f042 会计综合 《财务会计学》(第 11版)，戴德明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出版；《财务管理学》(第 8 版)，荆新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 

f043 思想政治理论 参照教育部 2021 年考试大纲。 

f046 基因工程 《基因工程》(第二版)，陈宏主编。 

f047 生物工程概论 
《现代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导论(第二版)》，贺小贤主编，科学出版社，2019 年 1月出版，《微生物学教程》第四版，周德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出

版；《酶工程》第三版，罗贵民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年出版。 

f048 生物化学(二) 《基础生物化学》(第 2 版)，郭蔼光主编，2009年出版。 

f049 微生物学 《微生物学》(第三版)，周德庆主编。 

f050 植物生物学 《植物生物学》(第三版)周云龙主编。 

f051 食品化学 《食品化学》(第二版)，夏延斌、王燕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年出版。 

f052 食品微生物学与有机化学 《食品微生物学》(第三版)，江汉湖等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出版；《有机化学》(第二版)，李贵深、李宗澧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年出版。 

f053 农业工程概论 《农业工程概论》，张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f054 体育概论 《体育概论》(第二版)，杨文轩、陈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出版。 

f055 数据库原理 《数据库系统概论》(第 5版)，王珊、萨师煊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出版。 

f056 茶树栽培、加工与茶叶生物化学 
《茶树栽培学》(第五版)，骆耀平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年出版；《茶叶生物化学》(第三版)，宛晓春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年出版；《制茶学》

第三版，夏涛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 年出版。 

f057 观赏园艺综合 
《花卉学(第三版)》，包满珠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园林树木学(第二版)》，陈有民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1 年出版；《园林植物遗传育

种学》，程金水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年出版。 

f058 果树栽培与育种 
《果树栽培学总论》(第三版)，郗荣庭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出版；《果树栽培学各论》，陈杰忠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出版；《果树育种学》

(第二版)，沈德绪主编，2001 年出版。 

f059 蔬菜学基础 
《蔬菜栽培学总论》(第二版)，山东农业大学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出版；《园艺植物育种学总论》，景士西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年出版；《蔬

菜栽培学各论(南方本)》(第三版)，吕家龙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年出版。 

f060 药用植物功能成分提取与利用 《天然产物提取工艺学》，徐怀德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年出版；《功能性食品学》，郑建仙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 年出版。 

f061 园艺学概论 《园艺学概论》(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程智慧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f062 普通昆虫学 《普通昆虫学》(第二版)， 雷朝亮、荣秀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f063 普通植物病理学 《普通植物病理学》(第四版)，许志刚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 



科目 

代码 
科目名称 参考书目 

f065 植物化学保护 《植物化学保护》(第五版)  徐汉虹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 年 7 月出版。 

f066 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刘耀林等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20；《地里信息系统教程》，汤国安，刘学军，闾国年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出版。 

资源与环境概论：《资源与环境概论》(第二版)，王敬国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1 年出版。 

f067 地质与地貌学 《地质与地貌学》(南方本 第二版)，刘凡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 年出版。 

f068 环境工程学 
《水污染控制工程》下册第三版，高廷耀，顾国维，周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出版；《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第三版，郝吉明，马广大，王书肖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出版；《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宁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出版。 

f069 环境化学 《环境化学》(第二版)，戴树桂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f070 环境生态学 《环境生态学导论》(第二版)，盛连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 

f071 环境微生物学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第四版)，周群英，王士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出版。 

f072 环境学概论(二) 《环境学概论》(第二版)，刘培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出版。 

f073 农业资源与环境分析 《土壤农化分析》(第三版)，鲍士旦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年出版。 

f074 土地管理学(含地籍管理) 《土地管理学总论》(第六版)，陆红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年出版；《地籍管理》(第二版)，叶公强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年出版。 

f075 土地资源学 《土地资源学》(第五版)，刘黎明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f076 外国语言文学综合 无 

f077 生态学概论 《生态学概论》第二版，曹凑贵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f078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周志华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年出版。 

f079 园林植物遗传与育种 无 

f080 中药化学 《天然产物化学》，妖新生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7年出版。 

f081 兽医传染病学(一) 《兽医传染病学》第六版，陈溥言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年出版。 

f082 兽医传染病学(二) 《兽医传染病学》第六版，陈溥言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 年出版。 

f083 经济学基础 《经济学原理》(第 8 版)，曼昆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