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林硕士 

风景园林硕士（095300）学位授予标准 

 风景园林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 
学位授予标准 

一、专业学位内涵和发展趋势 
风景园林是一个结合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科学的综合应用型专

业领域，核心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城乡规划和生态文明建设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未来具有非常广阔的行业发展空间。 

湖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领域依托风景园林、园林、园艺、艺

术设计四个方向进行建设。园艺专业创办于 1951 年，2003 年和 2006

年，获得园艺学一级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艺术设计专业创办

于 2006 年。园林专业于 1985 年开始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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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学一级学科下自设园林环境工程博士点，2011 年 11 月，获得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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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获得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授予权。学科现有稳定的师资队伍、完善的

办学条件，已形成稳定的研究方向。学科采用产学研联合培养学生的

方式，与多家企业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办学中注重学生专业实践

能力的培养，为社会输送了大批实践型、应用型人才。 

本学科主要包含如下四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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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绿地系统规划、园林植物种植设计、庭园设计和风景区规划、

农业园规划设计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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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性理论及与



社会、历史、政治等因素相关性的基础性理论。以人居环境景观、遗

产景观、历史建筑的保护与管理等相关理论研究为主。 

3．园林植物资源与应用：乡土园林植物资源开发与园林利用，

资源收集、驯化、选育、繁殖、栽培等技术，以及植物配置的科学与

艺术。 

4．地域文化与环境景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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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地域

文化的艺术化表达。 

二、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一）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 学术道德 

获本专业学位者应具有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恪守学术规范；

尊重他人的学术成果；遵循学术伦理，坚守科学研究的社会责任。在

对自己或他人的作品进行介绍和评价时，应遵循客观、公正、准确的

原则，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和论证。 

2. 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 

获本专业学位者应具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和较为深厚的学术素养；

具有国际视野和探索意识；具备良好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能力。具有

问题意识和主动探究精神，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具

有专业发展意识和终身学习的积极态度；具有一定的亲和力、良好的

人际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身体和心理状况能够应对在复杂条件

下从事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工作的挑战，能够深入不同地域开展实地调

研及项目建设工作。 

获本专业学位者应热爱风景园林事业，深刻理解风景园林规划设

计工作的意义，具有奉献精神和开拓、创新意识。具有从事风景园林

行业的职业理想，认识并理解园林景观设计师（规划师）的职业价值，



履行设计师（规划师）职业道德规范，树立并维护职业信誉。认真对

待学术研究与实践工作，积极应对各种环境的挑战。 

（二）获本专业学位应掌握的知识 

1．专业知识 

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一般需掌握园林历史、园林生态、

园林植物、园林环境艺术、园林建筑、工程技术与管理等方面的基本

理论，具备较为扎实的规划与设计基础。其中基础知识层面需掌握生

物学、植物学、生态学等生物科学，城市规划、建筑学等工程类学科， 

地质学、自然地理、土壤学、气象等自然科学，园艺学、林学等农业

应用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 

实践知识层面应掌握庭园、花园、公园等地形地貌特征，及其道

路、建筑、叠石堆山及种植设计等微观设计知识，以及城市绿地系统

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等宏观规划知识及相关行业标准。此外还需掌

握涉及土地利用、自然资源的经营管理、农业区域的变迁与发展、大

地生态的保护、城镇的绿地系统规划相关知识；会运用一定的现代尖

端科学技术如航测遥感技术和卫星遥感技术来辅助园林规划设计等

内容。 

2．其他知识 

能及时了解国内外本学科理论与方法发展的动态，具有一定的外

语交流能力。作为应用型人才，硕士毕业生还需要了解本专业的就业

发展情况，包括对园林局、规划设计研究院、苗圃公司、园林设计公

司、旅游规划设计公司、风景旅游区、房地产公司等就业单位的了解，

以及对大中专院校教师、建筑与环境工程、市政园林、公用事业、城

乡规划建设管理等相关行业的了解。 

（三）获本专业学位应获得的实践训练 

通过职业岗位轮训和实践研究，在城市生态规划、城市绿地系统



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园林绿地规划设计及城市景观设计等方面进

行规划设计实践，了解并掌握日常的园林规划与设计的完整流程与实

用方法，熟识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绿地建设等方面的行业标准及政

策，了解相关文件报批程序，为从事本行业奠定基础。 

（四）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能力 

1. 获取知识的能力 

掌握本学科学术研究前沿动态，有效获取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

探究知识的来源，参与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项目实践，学会通过实践

经验的总结以加强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提高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实践

能力。 

2. 实践研究能力 

能够科学的掌握学科的应用性技术与实践研究能力，具备将相关

理论应用到实际项目的设计与实施中，能够独立承担项目、汇报项目、

以及良好的合作沟通能力。 

3. 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 

在园林规划设计实践中，锻炼发现问题的能力，掌握分析解决这

些问题的方法，逐步培养独立承担规划设计项目、提出与实施规划设

计方案、跟进实际规划设计项目逐步建成落实的能力。 

4. 学术交流能力 

专业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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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科学研究能力 

风景园林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科研成果要求需满足以下条

件之一： 

（1）须以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

第二，以湖南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和通讯作者单位，在省级刊物



以上（含省级刊物）公开发表 1篇学术论文。 

（2）须以第一作者参加园冶杯、艾景杯、湖南省工业设计大赛、

湖湘景观设计大赛等省级（包含省级）以上行业竞赛，并获得优胜奖

以上奖励（含优胜奖）。或以前三位排名作者参加大广赛、金犊奖、

霍普杯建筑设计大赛、人居环境设计学年奖、亚洲设计学年奖、全国

新人杯室内设计大赛、全国手绘艺术大赛、设计再造、红点奖等国家

级、国际级以上（含国家级、国际级）以上行业竞赛，并获得优胜奖

以上奖励（含优胜奖、入围奖）。 

（3）须以第一专利设计(发明)人，或以导师为第一专利设计(发

明)人，学生为第二专利设计(发明)人，以湖南农业大学为专利申请

人，授权与风景园林领域相关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或发明专利

1项。 

6.其他能力 

具有与各类规划设计人员合作进行城市生态规划、城市绿地系统

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园林绿地规划设计及城市景观设计等工作的

能力。 

（六）学位论文要求 

1. 选题要求 

（1）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与本领域相关的应用课题或待研究

解决的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并有一定的工作

量，要体现学生能综合运用理论和方法，并解决工程技术问题或社会

实践问题的能力。 

（2）学位论文选题要撰写选题报告，应包括研究内容和目标、

相关工作综述、研究设计内容和时间安排、以及成果验收标准。研究

生应按照开题计划，认真执行，选题如更改，须重新公开论证。 



2. 学位论文形式与规范要求 

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硕士毕业论文形式要求为毕业论文形式，毕业

论文字数要求最低限为 30000 字。 

毕业论文共包含四个主要环节：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查重

与送审、毕业答辩 

（1）开题报告 

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在第 3学期中开展。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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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应由所在学位点组织相关专家公开论证，

开题报告通过者，以书面形式报所在学院审批后备案，方可进入学位

论文阶段。 

（2）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根据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检查其学习

进展情况。目的是及时了解和帮助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发现和解决学

习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其学业进步和综合能力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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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论文查重与书面审阅 

论文答辩之前，所有论文必须经过专业系统对论文的学术不端行

为进行检测与重复率筛查，重复率高超过 20%的论文，必须经过修改

并重新查重，且重复率低于 20%时方可进入论文送审环节； 

论文书面审阅分校级送审和院级送审两种等级，待送审论文评阅

意见书返回后，学生需对照该评阅意见，认真修改论文，通过表格将

评阅意见进行综合整理、分述，并说明论文的修改工作（或解释说明

不修改的理由）。在硕士论文正式答辩前填写完整，连同论文评阅书，



提交答辩委员会，并作为论文工作的评定依据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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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论文答辩 

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由风景园林系组织专家组进行答辩，论文答辩

后须将论文及时进行再次修改，并将修改后重新打印的论文与《论文

修改报告书》、《论文概要》等一起存档。其它方面按学校有关硕士学

位论文的相关规定执行。答辩委员会由 3（不含导师）—5 位专家组

成，专家需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3. 质量要求 

风景园林硕士学位论文的规范性主要包括论文的选题、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和论文撰写等，具体为： 

（1）学位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风景园林领域。论文应对现实

研究有较强的应用性、借鉴性。应针对风景园林领域诸多问题提出相

应的创新性研究。 

（2）学位论文选题要进行文献检索。文献综述应对选题所涉及

的风景园林技术问题或研究课题的国内外状况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

要有对选题涉及的代表性学术专著和专论的评价及选题的学术意义。 

（3）学位论文必须综合运用风景园林和相邻学科（如生物学、

生态学、社会学、土壤学、植物保护学、建筑学、美学等）的相关学

术基础理论、科学方法、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对风景园林的主要问

题进行分析研究。 

（4）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要围绕选题，通过规划设计实践，充

分验证此研究方法。 

（5）学位论文需要遵守国家和授予权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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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完成

与诚信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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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硕士毕业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

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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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景园林硕士（095300）培养方案 

 风景园林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案 

学院名称 园艺园林学院 

专业学位类别 风景园林 类别代码 095300 

覆盖专业领域 
（方向） 

1.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2.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3.园林植物资源与应用； 
4.地域文化与环境景观。 

培养 
方式 

全日制/非全日制 

学分要求 
课程学分不少于：23 学分 基本学制

与学习年

限 

基本学制：全日制：3 年 
非全日制 3 年 

培养环节学分：11 学分 
最长学习年限：全日制 4
年，非全日制 5 年 

培养目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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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从事特定

职业工作的素养和创业精神；具有严谨治学态度，恪守学术道德和职业道

德行为规范，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掌握风景园林领域的知识体系和各种专业技能，具有一定的艺术

素养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培养具有新型设计思维，能够综合运用交叉

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胜任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风景园林植物应用、

风景园林工程与管理、地域文化与景观设计、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等领域

相关岗位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专门技术人才。 
3．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阅读风景园林领域外文资料，具有

一定的写作和听说能力。 
4．身体和心理状况良好，能应对风景园林职业领域范围内各项工作

的挑战。 

培养方式与方法 

1．由课程学习、实习实践、学位论文三个主要环节组成。 
2．采取案例教学和启发式教学方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培养

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强调实践教学，鼓励学生进入风景园林企事业联合培养实践基地

进行实践学习。 
4．对于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累积不少于 1 年。 

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中英文）名称 学分 
开课

学期 
任课 
教师 

开课 
学院 

授课 
方式 

备注 



公共 
必修课 

（6 学分） 

Z0000Z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 
2 1 周亦乔 马列院 

理论教

学 
留学生必

修中国概

况和汉语 
Z0000Z002 自然辩证法 1 1 谭铁军 马列院 

理论教

学 

Z0000Z003 基础外语 3 1 
邱银香   
何亚平 

外语院 
理论 
讲授 

专业 
必修课 

（8 学分） 

Z0834B101 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2 1 何丽波 园艺院 
混合式

教学 
 

Z0834B102 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2 1 周晨 园艺院 
混合式

教学 
 

Z0834B103 风景园林研究专题 2 1 甘德欣 园艺院 
混合式

教学 
 

Z0834B104 
风景园林案例分析与

讨论 
2 1 唐贤巩 园艺院 

案例教

学 
 

专业 
选修课 

（不少于 
8 学分） 

Z0834B201 
园林植物资源与应用

专题 
2 1 

彭尽晖 
许璐 

园艺院 
混合式

教学 各方向必

选 
Z0834B202 

风景园林工程与技术

专题 
2 1 胥应龙 园艺院 

案例教

学 

Z0834B203 景观生态学专题 2 2 
宋建军 
寻瑞 

园艺院 
混合式

教学 
风景园林

规划与设

计方向必

选 
Z0834B204 

乡村景观与产业规划

专题 
2 2 

龙岳林 
熊辉 

园艺院 
混合式

教学 

Z0834B205 
遗产景观保护与管理

专题 
2 2 

何丽波

吴璨 
园艺院 

混合式

教学 
风景园林

历史与理

论方向必

选 
Z0834B206 历史建筑专题 2 2 

向智莉

卢显伟 
园艺院 

混合式

教学 

Z0834B207 
植物景观规划与设计

专题 
2 2 

吴铁明 
周湛曦 
文斌 

园艺院 
混合式

教学 
园林植物

资源与应

用方向必

选 Z0834B208 
园林植物种质资源创

新 
2 2 

陈己任 
李炎林 
解盼 

园艺院 
混合式

教学 

Z0834R201 环境艺术设计方法 2 2 
姚磊 
黄炼 

体艺院 
混合式

教学 
地域文化

与环境景

观方向必

选 
Z0834R202 地域文化与社会创新 2 2 

熊瑛 
朱宁 

体艺院 
混合式

教学 

Z0834B209 风景园林社会学专题 2 2 甘德欣 园艺院 
混合式

教学 

各方向任

选 
Z0834R203 村落形象设计研究 2 2 王佩之 体艺院 

混合式

教学 

Z0834B210 园林植物综合利用 2 2 
吕长平 
张宏志 
李达 

园艺院 
混合式

教学 



Z0834B211 
环境艺术设计表现技

法 
2 2 李达 园艺院 

混合式

教学 

Z0834B212 景观美学 2 2 李达 园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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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学科或同等学历报考被录取的硕士生必选，须在

中期考核之前完成，不计总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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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入学后，指导教

师应按照培养方案要求，本着因材施

教的原则，指导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制定个人课程计划。 

0 
入学后 1 个月内完

成 

论文计划 

学生的论文研究计划应在指导老师

的指导下完成论文研究方向、研究范

围、研究内容以及要求、研究工作具

体安排（含各阶段的主要内容、进行

方式、大致完成期限）等。 

0 第 2 学期 

2. 学术活动 

学校要求：至少主讲 2 次学术报告，累计参加学

术交流活动（行业高水平学术会议、实践性学科

竞赛等）不少于 4 次。 
强化研究生班讨论课程的落实，要求风景园林专

硕研究生至少参加 40 学时的研究生班讨论课和

其他学术报告。每位研究生须主讲三次报告。满

足如上条件才能考核评分，未达到规定学时的不

参与成绩评定。 

2 第 1-5 学期 

3.文献阅读与综述报

告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阅读一定数

量的必读书目和研究文献 (具体要求及数量参

照各领域学位授予标准)，并撰写 2 篇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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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学期 



4. 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

重要环节，充分的、高质量实践训练是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保证。实践研究应贯穿于

课程教学、实习实践、学位论文研究等培养全过

程，包括专业技能实践、职业岗位轮训、实践研

究等，学位论文应紧密结合实践研究进行。通过

职业岗位轮训和实践研究，在城市公园、城市绿

地、农业产业园、农业旅游休闲观光园、种苗繁

育基地、生态农庄、康养庄园等方面进行规划设

计实践，了解并掌握日常的园林规划与设计的完

整流程与实用方法，熟识风景园林专业行业标准

及政策，为从事本行业奠定基础。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保证不少于半

年的全脱产的专业实践研究，可采取集中和分段

相结合方式。应届本科毕业生入学的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实践研究时间不少于一年。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应在第 3 学期初做好专业

实践计划书，第四学期初开始实施专业实践活

动。实施过程中，学校将组织开展对实践环节的

落实情况并进行中期检查。实践环节结束后，填

写《湖南农业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实践环

节总结报告》，并于第 5 学期初参加专业实践考

核，考核合格后方视为修满 6 学分；考核不及格

者，不得申请毕业答辩。 

6 

专业实践计划书

提交时间为第 3 学

期， 
实践活动实施时

间为第 4 学期，实

践环节总结报告

提交时间为第 5 学

期初。 

5. 开题报告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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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

论证，写出书面报告，并在开题报告会上报告。

开题报告应由所在学位点组织相关专家公开论

证，开题报告通过者，以书面形式报所在学院审

批后备案，方可进入学位论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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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 3 学期中 

6. 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根据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个人培养

计划，检查其学习进展情况。目的是及时了解和

帮助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发现和解决学习中存

在的问题，促进其学业进步和综合能力发展。中

期考核应在完成实践环节后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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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期末 

本学科推荐书目、文献 



序号 著作或期刊名称 作者 考核办法 
备注（必读

或选读） 

1 《园冶》 【明】计成著，倪泰一译 综述报告 必读 

2 《设计结合自然》 
麦克哈格，芮经纬译，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综述报告 必读 

3 《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安全》 傅伯杰，高等教育出版社 综述报告 必读 

4 《环境心理和行为研究》 腾翰，经济管理出版社 综述报告 必读 

5 
《世界景观设计：文化与建筑的历

史精装本》 

【美】伊丽莎白·巴洛·罗杰

斯著，韩炳越，曹娟译，

中国林业出版社，2015 
综述报告 必读 

6 
《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

践》 
王向荣, 林箐著，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2002 
综述报告 必读 

7 
《集体记忆、公众历史与城市景观：

多伦多市肯辛顿街区的世纪变迁》 
李娜著，上海三联书店，

2017 
综述报告 必读 

8 人性场所 【美】克莱尔·库珀·马库斯 综述报告 必读 

9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 吴良镛 综述报告 必读 

10 景观规划的环境学途径 威廉.M.马什 综述报告 必读 

11 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 程绪珂 综述报告 必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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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中国古典园林史 周维权 综述报告 必读 

14 中国古典园林分析 彭一刚 综述报告 必读 

15 世界现代设计史 
王受之，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综述报告 必读 

16 西方现代景观理论与实践 王向荣，林箐 综述报告 必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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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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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服务设计与创新实践》 
宝莱恩(德)、乐维亚(挪)，
清华大学出版社 

综述报告 必读 

20 《社区研究与社会创新设计》 季铁，湖南大学出版社 综述报告 必读 

21 
《乡村景观营建的整体方法研究

——以浙江为例》 
孙炜玮著,东南大学出版社 综述报告 必读 

22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五书 》 楼庆西，清华大学出版社 综述报告 必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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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美]罗伯特.文丘里,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 
 选读 

25 《中国民居建筑》 
陆元鼎,华南理工大学出版

社 
 选读 



26 
《湖湘文化通论》 
 

聂荣华，万里，湖南大学

出版社 
 选读 

27 
《通用设计方法》综述报告，必读 
 

【美】贝拉.马丁等，中央

编译出版社出版 
 选读 

28 《自然珍藏图鉴丛书（植物）》 南方日报出版社  选读 

29 《4000 种观赏植物原色图鉴》 
徐晔春编，吉林科学出版

社 
 选读 

30 《园林树木 1600 种》 
张天鳞编著，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 
 选读 

31 《中国纹样图典》 陆晔编著，学苑出版社  选读 

32 《日本传统纹样 1008》 三采文化出版社  选读 

33 风景园林 北京林业大学.  选读 

34 中国园林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选读 

35 建筑学报 中国建筑学会  选读 

36 城市规划学刊 同济大学出版社  选读 

37 生态学报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选读 

38 生态应用学报 中国科学院  选读 

 
专业学位领衔人（审核）：甘德欣                     

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核）：刘仲华、杨国顺、邓子牛、于晓英、龙岳林、孙小武、

刘东波、刘明月、何长征、罗军武、钟晓红、甘德欣 

学院院长（审核）：杨国顺 

培养方案修（制）订工作组成员（审核）：龙岳林、周晨、唐贤巩、宋建军、何

丽波、吴铁明、吕长平、彭尽晖、张宏志、陈己任、李炎林、尹建强、熊瑛、王

佩之、姚磊、黄炼、朱宁、黄程前、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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