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景园林学 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学位授予标准 

一、学科概况与学科方向 

（一）学科概况 

风景园林学是以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并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为宗

旨的应用型学科。我校风景园林学科包含风景园林、园林、观赏园艺

和艺术设计四个专业。园林和观赏园艺专业均创建于 1985 年，艺术

设计专业创建于 2006 年，风景园林专业创建于 2011 年。2005 年在

园艺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观赏园艺学博士点和硕士点。2006 年经

教育部批准设立城市规划与设计（含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硕士点，

并于同年在园艺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园林环境工程博士点，2011

年，获风景园林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14 年开办风景园林本

科专业，同年开始与波兰佛罗茨瓦夫环境与生命科学大学联合培养硕

士研究生，2015 年获风景园林全日制专业学位授予权，2017 年获非

全日制风景园林专业研究生招生权。目前已构建具有培养博士、硕士

（学硕、专硕）和学士三个层次的学科发展框架。 

学科现有教授 5 人，副教授 14 人，高级工程师 2 人，博士研究

生导师 4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13 人，青年教师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的 7人。学科团队人员来自多所高校，专业领域涵盖园林、园艺、建

筑、土木工程、生态、环境艺术和生物技术，是一个多学科融合、优

势互补，年龄、职称、学历和学缘结构合理的教学、科研团队；已经

形成了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园林植物应用与园林生态、环境景观与

地域文化、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四个稳定的研究方向；学科发展坚持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突出学科优势，



建立学、研、产紧密结合的创新型风景园林人才培养体系；探索国际

交流研究生人才培养机制，为开拓师生视野、提高专业素养、拓展渠

道；并承担百余项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研究课题和社会服务项目，紧密

结合美丽乡村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成立了观赏植物研究所和湖南

新农村建设规划设计研究所，搭建了虚拟仿真实验室，拥有良好的研

究条件；先后主持国家级课题 4 项和省级科研课题 30 余项，获省级

科研成果及奖项 9项；主编和参编全国统编教材 8部，出版专著 5部，

发表学术论文 400余篇；开展了广泛的国际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多

次选派教师到美国、泰国、波兰、英国和日本等国作访问学者和开展

科研合作。同时与社会企业合作共建了十余个校外园林实习基地，为

培养创新型技术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已为社会输送了大批风景园

林学术骨干和专业人才，为湖南风景园林事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二）学科方向 

1.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各类园林绿地规划与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重点开展乡村景观及产业规划研究； 

2. 园林植物应用与园林生态：乡土园林植物资源开发和抗逆生理

的研究，资源收集、驯化、选育、繁殖、栽培等技术，以及城市生态

环境监测与评价； 

3. 环境景观与地域文化：园林绿地中与人的视觉感受和审美意境

有关的景观空间、色彩、造型、构成以及小品设施设计； 

4.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研究风景园林起源、演进、发展变迁及其

成因，以及研究风景园林基本内涵、价值体系、应用性理论的基础性学

科。 



二、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一）获得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 学术素养 

应热爱自然，关心环境，关注各种风景园林现象，具有探究风景

园林学科问题的热情、兴趣和悟性，了解国内、外风景园林学发展动

态，具备将风景园林理论研究和实践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有不断提升

学术水平和综合能力的意识；具备较好的学术洞察、实地调研、归纳

分析和团队合作的能力；严于自律、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 

2. 学术道德 

应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应具备优良的个人品德、严

谨求实的科学作风，在学术研究过程和学术研究成果中，杜绝任何捏

造数据、歪曲研究结果或剽窃他人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应对他人的

观点、图片、照片、表格、数据等成果能够进行正确辨识，并在自己

的研究论文或报告中加以明确和规范的标示；应具备高尚的学术行

为，有严守学术规范的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二）获得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1. 掌握园林植物种植设计、各类园林绿地规划与设计的理论与方

法。 

2. 掌握生态学原理在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工程营造等方面的应

用，包括园林生态工程设计、园林生态工程技术等方面内容。 

3. 研究乡土园林植物资源开发与抗逆生理研究，资源收集、驯化、

选育、繁殖、栽培等技术，以及城市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 

4. 了解园林绿地中景观建筑的造型、结构、材料和营造技术。 

5. 运用园林绿地中与人的视觉感受和审美意境有关的景观空间、

色彩、造型、构成以及小品设施设计。 

6. 了解风景园林起源、演变、发展变迁及其成因等学科历史，研



究风景园林理论、风景园林美学、风景园林批评、风景园林使用后评

价、风景园林自然系统理论、风景园林社会系统理论等基本内涵和价

值体系。 

7. 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外文专业文献。 

（三）获得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 获取知识的能力 

硕士研究生应具备通过文献、网络、实践调查、科研活动和学术

交流等各种途径进行学科研究动态分析，具备处理、甄别本学科各类

信息的能力。通过学位论文的写作训练，基本掌握新知识获取的各种

途径和方法，具备分析提炼知识的基本能力。 

2. 科学研究能力 

硕士研究生应具有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本学科某一领域内科

学研究工作的能力。硕士研究生需系统掌握学科基础理论及相关知

识，进一步巩固专业技能。硕士研究生应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方

法和工作程序，包括研究选题、明确主要的研究内容和关键的科学问

題、制定研究方案，并能独立开展研究，总结研究成果，具备一定的

统计分析和专业技术软件操作能力，按照学术规范，在导师指导下独

立撰写学术论文。通过课程学习和论文研究工作，系统掌握学科领域

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实践能力 

研究生在学期间，应深入实际或基层生产一线，结合专业所长，

完成 1-2个实践项目，将基本理论与项目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提高

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 

4. 学术交流能力 

硕士研究生应具备阐述学术观点和有效展开学术讨论的学术交

流能力。较好地掌握基本知识，如基本术语、理论或技术规范等，以



及研究所涉及的相关知识，具备一定的学术鉴别能力，掌握演示性交

流基本方法和技能。在国际交流中，具有基本的英语学术交流能力。 

5．其他能力 

风景园林学科具有交叉学科的特征，研究生应加强相关学科的了

解，拓宽知识内涵；必须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

提升自身组织能力、协调能力、领导能力及语言交流能力。 

（四）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 规范性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应突出其学术性、科学性、创新性和规范性，

全面反映研究生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

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1）学位论文应综合运用风景园林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相关学术基

础理论、科学方法、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对面临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

研究。 

（2）学位论文需要遵守国家和学校规定的学位论文基本格式。

一般应包括以下部分：标题，中英文摘要、关键词，独创性说明，选

题的依据与意义，国内外文献资料综述，论文主体部分 （研究内容、

材料与方法、结果与分析等），主要结论、讨论，参考文献，必要的

附录，致谢和作者简历等。 

（3）获本学科硕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独

立完成，工作量应不少于 1年。学位论文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难度，

实事求是地反映作者所完成的工作。论文内容应以研究生本人从事的

园林规划设计实践、园林工程实践、实验、观测和调查的研究材料为

主。论文的写作与装订，应参照湖南农业大学学位论文的统一格式标

准完成。 

（4）硕士论文书面审阅应有不少于 3 位校外专家评阅通过方可



申请答辩。答辩委员会由 5 位及以上（不含导师）专家组成，专家

需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 质量要求 

风景园林学科硕士学位论文要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理论意义或实

用价值。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学位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要对风景园林学的理论或工程

实践某一方面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不得简单重复。 

（2）学位论文字数不少于 3 万字，试验设计合理，数据详实可

靠，图片扼要清晰，分析讨论合理，结论明确，客观恰当。 

（3）研究生必须遵守学术行为规范，严格对待论文署名并确保

数据的真实性，所发表的论文必须在投稿前经指导教师审查和签字同

意。 

（五）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要求 

需以湖南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其导师

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公开在 EI、SCIE、CSSCI、CSCD 来

源期刊或北大版中文核心期刊及以上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

文 1 篇。 

学生毕业后发表相关文章或进行与学位论文相关的成果鉴定，须

经指导教师同意，且以湖南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联合培养的按

照双方协议执行，但必须保证湖南农业大学署名并列第一。 

 

 

 



园林学（0834）培养方案 

风景园林学学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培养方案 

学院名称 园艺园林学院 

一级学科名称 风景园林学 
一级学科

代码 
0834/0973 

学科方向 

1.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2.园林植物应用与园林生态； 

3.环境景观与地域文化； 

4.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培养 

方式 
全日制 

学分要求 

课程学分不少于：25 学分 基本 

学制与学

习年限 

基本学制：3 年 

培养环节学分： 6 学分 最长学习年限：4 年 

培养目标 

德：具有坚定理想信念、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学风严谨。学习和掌握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爱祖国，拥护党

的领导，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恪守学术道德行为规范，

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智：1.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以培养能够承担风景园林学科研究及行业发展需求的高级专业技术管理人才

为目标；要求学生在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园林植物资源与应用、环境景观

与地域文化、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等不同的研究领域有所成就，培养学生运

用系统的风景园林理论知识和必要的园林实践技能为社会培育具有创新性、

实践型、国际化的风景园林设计师或园林工作者。 

2.具有一定的从事科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要求熟悉风景园林学科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学科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势；具有

独立从事风景园林研究和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及与他人和谐协调的团队意

识；具有承担本学科各项工作的良好体魄和素养。 

3.具有应用外语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基本能力。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言，且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能够以外国语为工具，在

本专业领域阐述学术观点和有效展开学术讨论的学术交流能力。 

体：良好的身体素质和体魄。 

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中英文）名称 
学

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 

学院 

授课 

方式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S0000Z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 
2 36 1 

马列

院 

理论讲

授 

留学生必

修中国概



（6 学分） 
S0000Z002 自然辩证法 1 18 1 

马列

院 

理论讲

授 

况和汉语 

S0000 Z003 基础外语 3 48 1、2 
外国

语院 

理论讲

授 

专业 

必修课 

（8 学分） 

S0834T101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2 32 1 
景艺

院 

混合式

教学 

 

S0834T102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2 32 1 
景艺

院 

混合式

教学 

S0834T103 
风景园林研究方法与

论文写作 
2 32 1 

景艺

院 

混合式

教学 

S0834T104 
风景园林植物资源与

利用 
2 32 1 

景艺

院 

混合式

教学 

专业 

选修课 

（不少于

10 学分） 

S0834T201 风景园林研究进展 2 32 2 
景艺

院 

混合式

教学 

所有方向

必选 

S0834T202 乡村景观与产业规划 2 32 2 
景艺

院 

混合式

教学 

风景园林

规划与设

计方向必

选 

S0834T203 植物生理生态专题 2 32 2 
景艺

院 

混合式

教学 

园林植物

应用与园

林生态方

向必选 

S0834T204 风景园林社会学原理 2 32 2 
景艺

院 

混合式

教学 

所有方向

任选 

S0834T205 景观生态规划 2 32 2 
景艺

院 

混合式

教学 

S0834T206 环境景观与地域文化 2 32 2 
景艺

院 

混合式

教学 

S0834T207 
园林生态工程技术专

题 
2 32 2 

景艺

院 

混合式

教学 

公共 

选修课 

（至少 1学

分） 

从学校统一开设的课程目录中选修，具体课程见《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公共选修课一览

表》。 

在导师的指导下，除修完本学科要求的课程外，研究生还可选修其他学科的课程。 

补修课 

（本科生

阶段主干

课程，不少

于 3 门）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跨学科或同等学力报考被录取的硕士生必选，在中

期考核前完成，不计学分。 

风景园林生态理论 

风景园林植物景观设计 

培养环节 培养环节有关要求 学分 考核时间 



1. 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课程

计划 

课程学习计划一般由硕士研究生在入学后1

个月内，在导师的指导下按照学科专业培养

方案要求制定。经导师审核后，硕士研究生

本人从学校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提交。 

0 入学后 1 个月内 

论文

计划 

论文计划包括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的安排、

论文工作各阶段的主要内容、完成期限等；

计划应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研究

方向、研究范围、研究内容以及要求，一般

在第二学期内制定并提交。 

0 第 2 学期 

2. 学术活动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主动参加各种学术

交流活动，主要形式有听学术讲座、作学术报告、

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等。至少参加学院及以上的

学术报告 8 次，在一级学科范围内作学术报告 3

次。学术活动一般在毕业资格审核前完成，硕士研

究生应填写“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记录册”，提交相

关的原始证明材料，经导师审定签字后交所在学院

核定并留存。 

2 第 1-5 学期 

3. 实践活动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深入实际或基层生

产一线，结合专业所长，完成 1-2 个实践项目，在

实践中提高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实践活动包括专

业实践、社会实践、管理实践和创新创业活动等。 

1 第 3-5 学期 

4. 文献阅读与综述报

告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应尽早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确

定论文研究方向，并在进行学位论文开题论证前广

泛阅读本学科国内外有关研究文献；同时须撰写 2

篇及以上的文献综述报告，由指导教师批阅，经指

导教师审核签字后，交所在学院备查。 

1 第 2 学期 

5. 开题报告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在查阅文

献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早确定课题方向，制订

论文工作计划，并就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

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作出论证，写出书

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报告。开题报告会考核

小组至少由 3 名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的专家组

成。经评审通过的开题报告，应上传至研究生管理

信息系统，并以书面形式交所在学院备案。开题报

告未获通过者，应在本学院或学科规定的时间内重

新开题。开题报告通过者如因特殊情况须变更学位

论文研究课题，应重新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时间距

离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一般不少于 1 年。 

1 第 3 学期 

6. 中期考核（含学位论

文中期检查） 

中期考核是在硕士研究生完成课程学习后、进入学

位论文研究阶段的一次全面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

括思想政治表现、基本理论知识掌握情况、科研创

新能力、学位论文研究进展等。原则上要求在第四

学期末完成。中期考核具体要求按《湖南农业大学

全日制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执行。 

1 第 4 学期 



7. 其他要求 
科学硕士在校期间需有以下任一经历：参与市厅级以上部门组织的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或设计竞赛或参与科研项目并结题方可申请学位授予 

本学科推荐书目、文献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文献 考核办法 
备注（必读

或选读） 

1 
生命的景观——景观规划的生

态学途径 
【美】佛雷德里克·斯坦纳 综述报告 必读 

2 人性场所 【美】克莱尔·库珀·马库斯 综述报告 必读 

3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 吴良镛 综述报告 必读 

4 景观规划的环境学途径 威廉.M.马什 综述报告 必读 

5 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 程绪珂 综述报告 必读 

6 
景观设计学——场所规划与设

计及手册 
【美】约翰.M.西蒙兹 综述报告 必读 

7 中国古典园林史 周维权 综述报告 必读 

8 中国古典园林分析 彭一刚 综述报告 必读 

9 世界现代设计史 王受之 综述报告 必读 

10 西方现代景观理论与实践 王向荣，林箐 综述报告 必读 

11 景观规划与环境影响设计 【英】汤姆•特纳著,王珏 综述报告 必读 

12 设计结合自然 
【美】麦克哈格(Mcharg,Ian L.)

著, 芮经纬译 
综述报告 必读 

13 风景园林 北京林业大学. 综述报告 选读 

14 中国园林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综述报告 选读 

15 建筑学报 中国建筑学会 综述报告 选读 

16 生态学报 中国生态学会 综述报告 选读 

17 植物生理学报 
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

学会 
综述报告 选读 

 

一级学科带头人：龙岳林 

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核）：龙岳林、朱凡、甘德欣、尹建强、唐贤巩、黄炼、王

佩之、李小马、熊辉、谭洁、朱宁 

学院院长（审核）： 何长征 

培养方案修（制）订工作组成员：龙岳林、朱凡、吕长平、何长征、甘德欣、尹

建强、唐贤巩、宋建军、张宏志、何丽波、黄炼、王佩之、李小马、熊辉、彭荧

（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