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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200 全日制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一）培养目标 

为政府部门、大中型企业、咨询和研究机构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掌握坚实的统计基础

理论和宽广的统计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统计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统计专业技术或管理

工作、具有良好的统计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统计专门人才。 

（二）基本要求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 

2、掌握统计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并熟练应用统计分析软件，具备从事统计数据收集、整理、分

析、预测和应用的基本技能。 

3、能够独立从事实际领域的应用统计工作。 

4、掌握一门外语的实际运用。 

二、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三、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2年。 

四、培养方式 

1．定位统计职业导向，课程与实务并重，讲授与操作结合，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突出统

计实践能力培养。 

2．课程教学内容符合时代要求，课堂讲授、模拟训练、案例分析、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相结合，

改善教学效果。采取校内课程学习和校外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3. 阅读文献、听取专家讲座，参加实践和实习，提交相应报告，注重科研能力、社会活动能力、

写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4．学位论文实行双导师负责制，由校内、校外导师联合指导。校内导师由我校具有研究生指导

经历、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校外导师由来自相关单位生产实践部门的业务水平高、管理水平

高、责任心强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中高层管理人员担任，由我校按程序办理聘任手续。 

五、课程学习及培养环节 

1、课程设置 

课程教学内容体现宽广性、综合性、实用性和前沿性；加强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同等学力或

跨专业攻读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应补修相关领域本科阶段的主干课程 2～3门，成绩不

计入总学分。 

课程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低于 34学分。分公共学位课（5学分）、专业学位课（不低于 15学

分）、选修课（不低于 7学分）、案例实务课（3学分）和专业实践（4学分）五部分，具体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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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701518 
秋季 

春季 
考试  

[2]  专业学位第一外国语 48 3 800052 春季 考试  

专
业
学
位
课 

[3]  中级宏观经济学 32 2 700531 秋季 考试  

[4]  经济计量方法研究 32 2 700535 春季 考试  

[5]  多元统计分析 48 3 700551 
秋季 

春季 
考试  

[6]  时间序列分析 32 2 700769 秋季 考查  

[7]  抽样技术专题 32 2 700771 春季 考查  

[8]  统计试验设计 32 2 800010 秋季 考查  

[9]  统计软件 32 2 800053 春季 考查  

选
修
课 

[10]  环境统计模型 32 2 700772 春季 考试  

[11]  金融与投资统计 32 2 800011 秋季 考查  

[12]  寿险精算 32 2 800054 春季 考查  

[13]  风险管理与分析 32 2 700538 秋季 考查  

[14]  统计预测 32 2 700768 春季 考查  

[15]  经济统计研究 32 2 700770 春季 考查  

[16]  林业经济统计专题 32 2 700543 秋季 考试  

[17]  投资经济学专题 32 2 700757 春季 考查  

案
例 

实
务
课 

[18]  统计模拟实习 48 3 800055 春季 考核  

2.专业实践（4学分） 
在专家指导下参加不少于 6个月的专业实践，提交专业实践报告，考核通过取得 4学分。 

3.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包括制定培养计划、开题报告、专业实践报告等。 

六、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内容应与实际问题、实际数据和实际案例紧密结合，论文形式可以是与数据收集、整

理、分析相关的调研报告，数据分析报告，应用统计方法的实证研究等。 

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应至少有 2 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应有来自实际工作部门

的专家。答辩委员会应由 3～5位专家组成。导师可参加答辩会，但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 

七、学位授予 

修满规定学分、完成专业实习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北京林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合

格者，授予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 

八、本方案解释权归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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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400 全日制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复杂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和国家发展需要的，通晓现代商务基础理论，具备完

善的国际商务知识体系，熟练掌握现代国际商务实践技能，有较强的英语（和/或其它外语）交流能

力和国际商务分析与决策能力，胜任在涉外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从事国际商务经营运

作与管理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职业型的高级商务专门人才。 

（二）基本要求 

1、热爱祖国，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

高尚的职业道德及积极进取精神，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意识，身心健康。 

2、掌握商品与服务的进口与出口、跨国直接投资等国际商务活动的知识、理论与实务技能，具

有对复杂变化的国际商务环境的学习能力、分析技能和战略意识，具有组织协调国际商务工作的领

导潜质。 

3、有适应全球复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语言、政策与法规环境的能力，有较强的国际商

务分析与决策能力，具有组织协调国际商务工作的领导潜质。熟练地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外语，具

有较高的跨文化交流沟通能力。 

4、适合国家开放和发展的需要，有开拓新市场渠道、从事外包业务和垂直生产分工、管理海外

投资企业和谈判的能力。 

二、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三、学习方式与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年限一般为 2年。根据相关规定可适当延长，但不能超过 1年。 

四、培养方式 

1、全日制脱产学习。实行学分制，采取校内课程学习和校外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方式，与政

府机关、经济产业部门等单位联合培养，属研究生学历和学位教育。 

2、采用启发式和研讨式教学方法。授课内容少而精，需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际应用，把课堂

讲授、案例教学、团队学习、现场研究、模拟训练、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有机结合，培养研究生的

基本技能、丰富并夯实研究生的基本理论知识、强化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聘请实际部门有丰富经验的专家讲课或开设讲座。 

3、加强实践环节，建立实习基地。采取计算机模拟实习与实践实习相结合的实践性教学模式，

着重提高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模拟实习包括国际贸易实务模拟实习和企业竞争模拟训练。注重吸纳

和使用社会资源，合作建立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 

4、成立导师组，建立“双师制”。形成一支既有较高学术含量，又有显著职业背景、丰富实践

经验和较强解决问题能力的导师队伍，包括具有国外教育背景的专家，具有相当学历的商务官员、

实际商务工作专家等，促进导师队伍的多元化。 

五、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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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34学分。包括课程学习 28学分和国际商务实践 6学分，课程学习

中要求学位课 10学分，专业必修课 10学分，专业选修课 8学分。课程学习要求在 1学年之内完成。 

（一）课程设置如下：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位课 

（10学分）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701518 
秋季 

春季 
考试  

[2]  商务英语 48 3 800033 秋季 考试  

[3]  国际商务的经济学基础 48 3 800012 秋季 考查  

[4]  国际商务导论 32 2 800013 秋季 考查  

专业必修课 

（10学分） 

[5]  国际贸易实务 32 2 800014 秋季 考查  

[6]  国际投资专题 32 2 700777 春季 考查  

[7]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 32 2 800015 秋季 考查  

[8]  国际商务谈判（双语） 32 2 800056 春季   

[9]  国际商法 32 2 800016 秋季 考试  

专业选修课

（至少修 8学

分） 

[10] 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 32 2 700775 春季 考试 

国际贸

易实务

类课程 

[11] 国际运输与物流 32 2 700776 春季 考查 

[12]  国际结算实务（双语） 16 1 800057 春季  

[13]  海关实务 16 1 800018 秋季 考查 

[14]  跨国公司与国际经营 32 2 700541 春季 考查 

跨国经

营管理

类课程 

[15]  国际市场营销策划 16 1 800058 春季  

[16]  网络营销方法与技巧 16 1 800059 春季  

[17]  期货贸易实务 16 1 800060 春季  

[18]  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32 2 700774 春季 考查 

[19]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前沿 32 2 700528 春季 考查 

自由选

修课 

[20]  贸易与环境专题 32 2 700545 秋季 考查 

[21]  林产品市场与贸易专题 32 2 700778 春季 考查 

[22]  其他相关课程      

国际商务实践 

（6学分） 

[23] 国际贸易实务模拟实习 16 1 800017 秋季 考查  

[24] 企业竞争模拟训练 16 1 800061 春季   

[25] 专业实践  4  3   

课程设置说明： 

（1）研究生以前阶段未修过《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基础》、《统计

学》课程的，需要补修，补修课程随本科生学习，并通过考核，提交成绩证明，不计学分。 

（2）选修课分为自由选修课和方向选修课，其中单个方向至少修 6个学分，全部共修满 8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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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3）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考试分开卷考试和闭卷考试，考查主要指课程论文、竞赛

等其他形式的考核。学位课考核以考试方式为主。 

（二）国际商务实践（6学分） 

1、国际贸易实务模拟实习（1 学分）。国际贸易实务模拟实习通过计算机软件模拟，使学生能

够在短时间内全面、系统、规范地掌握国际贸易各业务环节的主要操作技能。 

2、企业竞争模拟训练（1学分）。企业竞争模拟（Business Simulation）通过计算机软件模拟，

使学生学习在变化多端的经营环境里，面对多个竞争对手，正确制定企业的决策，达到企业的战略

目标。它要求学生能全面、灵活地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的知识，包括生产管理、市场营销、财务会

计等知识和预测、优化、对策、决策等方法，培养学生的分析、判断和应变能力，并能培养团队合

作的精神。 

3、专业实践（4 学分）。研究生在专家指导下参加国际商务实践、实习，作为必修培养环节，

提交实践报告。应届本科生实习实践时间不少于 6个月。 

（三）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包括制定培养计划、开题报告、实践报告等。要求学生在第一学年末通过《国际商务

综合考试》。 

六、学位论文 

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结合必修的国际商务实践培养环节，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的

选题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重在反映学生运用所学理论与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论文形式可以是理论与政策研究、国际商务案例分析、国际市场调研报告、商业计划书、项目

可行性报告等多种形式。评价论文水平主要考核其综合运用所学国际商务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以及内容是否有创新，是否有实用价值。 

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有 1-2 名实际业务部门中具有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学位论文应至少有 2 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答辩委员

会应由 3～5位专家组成。导师可参加答辩会议，但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 

七、学位授予 

修满规定学分、完成专业实习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北京林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合

格者，授予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八、本方案解释权归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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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08 全日制艺术硕士艺术设计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要求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系统专业知识和高水平艺术设计技能的高层次、应用型艺术专门人才。 

2、培养要求 

（1）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为促进艺术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2）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高水平的艺术设计能力和较强的艺术理解力与表现力。 

（3）能够运用一门外语，在本专业领域进行对外交流。 

二、研究方向 

环境艺术设计、装潢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工业设计、景观与动画设计等。 

三、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四、学习年限与学习方式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三年。 

五、培养方式 

培养过程应突出专业特点，以实践为主，兼顾理论及内在素质的培养。采用课堂讲授、技能技

巧的个别课与集体训练及艺术实践等相结合的培养方式。积极创造艺术实践条件，建立多种形式的

实践基地，加大实践环节的学时数和学分比例。实行导师负责制，并聘请高水平的艺术家配合指导

艺术实践。 

六、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艺术硕士艺术设计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总学分应不少于 50学分，包括学位课（含公共学位课，

即公共课；专业学位课，即专业必修课）、选修课和必修环节三部分，其中实践类课程应占 60%以上。

具体学分设置如下： 

1、必修课 17学分（其中公共课 9学分，专业必修课 8学分）。 

2、选修课不少于 21学分。 

3、专业实践 10学分。 

4、必修环节 2学分。 

具体课程安排为：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1]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32 2 800029 秋季 考试  

[2]  专业学位第一外国语 48 3 800052 春季 考试  

[3]  艺术原理 32 2 800001 秋季 考查  

[4]  设计概论（专业学位） 32 2 800047 秋季 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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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学
位
课 

[5]  美学 32 2 700506 秋季 考查 ★ 

[6]  中西文化史 32 2 700721 春季 考查 ★ 

[7]  摄影理论与实践 64 4 700726 春季 考查 ★ 

[8]  （艺术硕士）艺术考察与实践 16 1 800107 秋季 考察 
限材料学

院研究生 

选
修
课 

[9]  综合材料（实践） 64 4  春季 考查 
限（艺）

★ 

[10]  中西室内设计比较（实践） 64 4 800095 春季 考查 ★ 

[11]  线造型（实践） 64 4 800094 春季 考查 ★ 

[12]  装饰画设计（实践） 48 3 800097 春季 考查 ★ 

[13]  环境与景观设计（实践） 64 4  春季 考查 ★ 

[14]  中文字体设计与实践 48 3  春季 考查 限（艺） 

[15]  装潢艺术设计专题（实践） 48 3 800049 秋季 考查 
限（艺）

★ 

[16]  装饰艺术设计专题（实践） 48 3 800050 秋季 考查 
限（艺）

★ 

[17]  环境艺术设计专题（实践） 48 3 800098 秋季 考查 
限（艺）

★ 

[18]  
造型与专业技法表现Ⅰ、Ⅱ（专

业学位） 
64 4 800048 春季 考察 

限（艺）

★ 

[19]  工业设计专题（实践） 64 4  秋季 考查 
限（工）

★ 

[20]  产品设计方法论（实践） 64 4  秋季 考查 ★ 

[21]  产品开发设计（实践） 64 4  春季 考查 
限（工）

★ 

[22]  交通工具设计与实践 64 4  春季 考查 限（工） 

[23]  系统设计与实践 64 4  春季 考查 限（工） 

[24]  市场调查 64 4  春季 考查  

[25]  景观与动画技术专题（实践） 64 4  秋季 考查 
限（动）

★ 

[26]  景观动画渲染技术（实践） 64 4 800051 秋季 考查 
限（动）

★ 

[27]  虚拟现实理论与算法（实践） 64 4  春季 考查 
限（动）

★ 

[28]  景观动画建模技术（实践） 64 4 800041 秋季 考查 限（动） 

[29]  动画后期处理技术（实践） 64 4 800062 春季 考查 限（动） 

必修环节 [30]  开题报告  2     

说明： 

1、选修课是按照不同专业方向（艺术设计、景观动画、工业设计）的特点而设置，不同方向的

同学应在导师指导下选择与自己专业相对应的课程；除所列课程之外，研究生还可以在导师指导下

在全校或校外研究生课程中选修，均承认学分。 

2、由于专业的特殊性要求，许多课程需要一定的绘画造型基础。因此，本专业所开课程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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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专业学生选修。 

3、带★的课程为学术型硕士和艺术硕士共修的课程，不同之处是艺术硕士生在上完课堂讲授部

分的内容后，还需按照老师要求完成实践（实习）部分内容后，方可获得学分。 

七、专业实践（10学分） 

研究生必须从事不少于 12个月的专业实践，并结合实践进行论文（设计）研究工作。专业实践

结束后需撰写实践报告，分方向由专家组负责考核，考核通过者取得学分。 

八、补修及作品展示要求 

1、凡在本领域上欠缺本科层次业务基础的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

课程 2-3门。补修课程不计入学位要求学分。 

2、学生在学期间，应在规定时间内举办不少于两次不同内容的作品展示。 

九、毕业作品与学位论文 

1．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强调设计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毕业作品是学生们专业实践能力的专门

展示，应在毕业前举办毕业作品展览，组织专家组 3-5人，进行评分,成绩按百分制记分。作品须具

备较强的专业水平，作品数量由各专业方向导师协商确定。 

2．学位论文应是对毕业作品设计实践所进行的理论思考的全面阐释。字数要求不低于 5000字。

论文选题报告、印刷格式及体例要求按学校的规定执行。 

十、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并获得相应学分、达到毕业作品规定要求、通过论文答辩者，经院（校）学位委

员会讨论通过，授予艺术硕士专业学位。 

十一、本方案解释权归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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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101 全日制翻译硕士英语笔译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是与翻译相关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我校英语笔译领域翻译硕士

专业学位主要为新闻出版、外事商务、科技文化、影视译制等领域的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具

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型高层次专业人才。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符合提升国际竞争力需要及满足国家经济、

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笔译人才。 

二、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三、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2年。 

四、培养方式 

1、实行学分制。学生须通过规定课程的考试，成绩合格方能取得该门课程的学分；修满规定的

学分方能撰写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方可申请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2、采用研讨式、模拟式教学方式。部分课程采用项目翻译的方式授课，即承接各类文本的翻译

任务，学生课后翻译，教师课堂讲评，加强翻译技能的训练。 

3、重视实践环节。侧重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和翻译案例的分析，翻译实践贯穿教学全过程，要

求学生至少有 10-15万字的笔译实践。 

4、成立导师组，发挥集体培养的作用。导师组以具有指导硕士研究生资格的正、副教授为主，

并吸收外事与企事业部门具有高级翻译技术职务和翻译管理经验的人员参加。实行双导师制，即学

校教师与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研究水平的资深翻译工作者或编审共同指导。 

五、课程学习及培养环节 

1. 课程设置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课程教学内容体现宽广性、综合性、实用性和前沿性，加强案例教学和实

践教学。课程分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和选修课三部分，总学分不低于 32学分。具体设置如下：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701518 
秋季 

春季 
考试  

[2]  中国语言文化与翻译 32 2 800063 春季 考试  

专
业
学
位
课 

[3]  翻译概论 32 2 800034 秋季 考试  

[4]  英汉对比与翻译 32 2 700893 春季 考试  

[5]  高级英汉笔译 32 2 800035 秋季 考试  

[6]  文学翻译 32 2 800036 秋季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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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英语口译 32 2 800037 秋季 考试  

[8]  高级汉英笔译 32 2 800064 春季 考试  

选
修
课 

[9]  第二外国语日语 48 3  秋季   

[10]  影视译制 32 2 800038 秋季 考试  

[11]  商务笔译 32 2 800039 秋季 考试  

[12]  语言学与翻译 32 2 800040 秋季 考试  

[13]  新闻翻译 32 2 800102 春季 考试  

[14]  科技笔译 32 2 800065 春季 考试  

[15]  外事笔译 32 2 800066 春季 考查  

[16]  中国典籍英译 32 2 800067 春季 考试  

[17]  《世界文明史》读译 32 2 800068 春季 考试  

[18]  农林英语翻译 32 2 800069 春季 考试  

[19]  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 32 2 800070 春季 考试  

[20]  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 32 2 800071 春季 考查  

[21]  同声传译 32 2 800072 春季 考试  

除所列课程之外，研究生可以在导师指导下在全校研究生课程中选修。 

2. 实习（专业实践）（6学分） 

全日制翻译专业硕士学位英语笔译领域研究生必须从事不少于 6 个月的笔译实践，并结合实践

进行论文研究工作。实践研究的综合表现考核通过者取得相应学分。 

3. 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包括制定培养计划、开题报告、实践报告等。 

六、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可以采用以下形式（学生任选一种，字数均以汉字计算）： 

1. 项目。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中外文本进行翻译，字数不少于 10000字，并根据译文就翻

译问题写出不少于 5000字的研究报告。 

2. 实验报告。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就笔译的某个环节展开实验，并就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写出

不少于 10000字的实验报告。 

3. 研究论文。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撰写翻译研究论文，字数不少于 15000字。 

学位论文采用匿名评审，应至少有 2 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评阅，论文评阅人

中至少有一位是校外专家。答辩委员会由 3-5 名专家组成，委员中必须至少有一位具有丰富的笔译

实践经验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导师可以参加答辩会议，但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 

七、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成绩合格，取得规定学分，且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由

北京林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合格者，授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八、本方案解释权归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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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201 全日制工程硕士机械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机械工程领域硕士专业学位是与机械工程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性学位，着眼于机械工程

领域的科学技术进步，侧重于工程实际应用，培养应用型、复合式高层次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具

体要求为：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

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2、掌握机械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在本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从事应用研究、

工程设计、产品开发、项目实施和管理等能力。 

3、掌握一门外语。能较熟练地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并且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 

二、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2年。 

三、培养方式 

1．采取校内课程学习和校外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实行多学科综

合、宽口径的培养方式。工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实践教学，应届本科毕

业生的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年。 

2．学位论文实行双导师负责制，由校内、校外导师联合指导。校内导师由我校具有研究生指导

经历、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校外导师由来自相关单位生产实践部门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由我校按程序办理聘任手续。 

四、课程学习及培养环节 

1、课程设置 

全日制工程硕士机械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应修满 32学分（含专业实践 10学分）。课程教学

内容体现宽广性、综合性、实用性和前沿性；加强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课程分公共学位课、专业

学位课和选修课三部分，其中公共学位课程 10学分、专业学位课程 6学分、选修课程 6学分。具体

设置如下：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701518 
秋季 

春季 
考试  

[2]  专业学位第一外国语 48 3 800052 春季 考试  

[3]  数值分析 32 2 700786 秋季 考试  

[4]  机械电子技术与设计 32 2 700516 秋季 考试  

[5]  创新设计与方法 16 1 800002 秋季 考试  

专
业
学
位
课 

[6]  数控加工工艺与技术 32 2 800003 秋季 考试  

[7]  工业机器人及控制技术 32 2 800073 春季 考试  

[8]  控制器技术 32 2 800004 秋季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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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修
课 

[9]  林业机械专论 32 2 700522 秋季 考查  

[10] 汽车结构 CAE技术 32 2 700728 春季 考查  

[11] 工程测试技术 32 2 700735 春季 考查  

[12] 计算机辅助设计 32 2 700736 春季 考查  

[13] 人机工程专论 32 2 700739 春季 考查  

[14] 现代生产与运营管理 32 2 700533 秋季 考查  

除所列课程之外，研究生可以在导师指导下在全校研究生课程中选修。 

2、专业实践（10学分） 

全日制机械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机械工程类实践，应届本科毕业生

的实践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 年，并结合实践进行论文研究工作。专业实践结束后需撰写实践报告，

由专家组负责考核，考核通过者取得学分。 

3、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包括制定培养计划、开题报告、实践报告等。 

五、学位论文 

1、论文选题应来源于机械工程领域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技术背景，可以是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备、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论文的内容可以是：工程设计、技术研究、软件开发、工

业工程、项目管理等。论文应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平和工作量，应注重在解决机械工程领域实际问题

上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应用价值，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问题

的能力，并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具有先进性、实用性。 

2、学位论文形式可以有多种，可采用研究类（应用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实验研究）、设计类

（规划设计、产品设计、工程设计、工艺设计、工业设计）、技术类（产品开发、技术研究或技术改

造）、软件类（工程软件或应用软件开发）、工程管理类（设备管理、项目管理、质量管理）、案例分

析、调研报告等形式。 

3、评审与答辩 

论文评审侧重于论文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包括

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进展，采用的工艺、技术和设计的先进性和实用性，所创

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 

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应至少有 2 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应有来自实际工作部门

的专家。答辩委员会应由 3～5位专家组成。导师可参加答辩会议，但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 

六、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成绩合格，取得规定学分，且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由

北京林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合格者，可授予机械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

业证书。 

七、本方案解释权归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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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211 全日制工程硕士计算机技术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计算机技术是进行计算机硬件系统设计、制造和软件开发并使其应用于各工程领域，主要培养

掌握计算机技术的理论基础、进行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研究、设计、开发、应用以及计算机系统维护

的应用型、复合式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具体要求为：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

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掌握计算机技术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能在 IT行业或企事业单位具有独立

从事有关计算机软件、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应用和维护等能力。 

3．掌握一门外语，可熟练地阅读本领域工程应用中所需的外文资料。 

二、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2年。 

三、培养方式 

1．采取校内课程学习和工程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实行多学科综

合、宽口径的培养方式，实践研究累计不少于 12个月。 

2．学位论文实行双导师负责制，由校内、校外导师联合指导。校内导师由我校具有研究生指导

经历、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校外导师由来自相关单位生产实践部门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由我校按程序办理聘任手续。 

四、课程学习及培养环节 

1、课程设置 

工程硕士计算机技术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内容体现宽广性、综合性、实用性和前沿

性；加强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同等学力或跨专业攻读计算机技术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

应补修相关领域本科阶段的主干课程 2～3门，成绩不计入总学分。课程分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

和选修及其他课程三部分，总学分要求为 30 学分；其中学位课 17 学分，选修及其他课程 7 学分，

工程实践研究 6学分。具体设置如下：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1]  专业学位第一外国语 48 3 800052 春季 考试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701518 
秋季 

春季 
考试  

专
业
学
位
课 

[3]  多元统计分析 48 3 700551 
秋季 

春季 
考试 

基础理论

类课程 [4]  高级数据库技术 48 3 700902 春季 考试 

[5]  计算机算法设计与分析 32 2 700672 秋季 考试 

[6]  数字图像及视频分析 32 2 700905 春季 考试 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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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真实感图形学 32 2 700674 秋季 考查 类课程 

选
修
及
其
他
课
程 

[8]  景观动画渲染技术 32 2 700679 秋季 考查  

[9]  虚拟现实理论与算法 32 2 700908 春季 考查  

[10] 模式识别 32 2 700907 春季 考查  

[11] 高级计算机网络技术 32 2 700673 秋季 考试  

[12] 高级软件工程 48 3 700903 春季 考试  

[13] 高级软件测试 32 2 800074 春季 考查  

除所列课程之外，研究生可以在导师指导下在全校研究生课程中选修。 

2、工程实践研究（专业实践）（6 学分） 

全日制计算机技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从事不少于 6 个月的工程实践，并结合实践进行论

文研究工作。实践研究的综合表现考核通过者取得相应学分。 

3、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包括制定培养计划、开题报告、实践报告等。 

五、学位论文 

（1）论文选题应服务于 IT 信息技术或企事业信息化管理领域，论文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先

进性和工作量，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信息技术领域的设计、开发和

应用推广等问题的能力。 

（2）论文形式可以是研究论文、项目设计、调研报告等。 

（3）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考查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信息技术在行业中的

技术应用的能力；审查学位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  

攻读计算机技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方可申

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应至少有 2 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应有来自信息技术企业

工作部门的专家。答辩委员会应由 3～5位专家组成。导师可参加答辩会议，但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

委员。 

六、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成绩合格，取得规定学分，且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由

北京林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合格者，可授予计算机技术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

毕业证书。 

七、本方案解释权归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汇编 

 15 

085212 全日制工程硕士软件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培养系统地掌握软件工程专业知识、能够从事软件工程领域研究、具有良好软件设计与实现能

力、软件项目管理能力、沟通与组织协作能力、具备较强行业竞争能力的创新型高级软件工程人才。

学生毕业后能够从事相关领域的软件工程技术研究、软件开发、软件测试、软件项目管理等工作。

具体要求为： 

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

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

工作作风，身心健康；积极为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服务。 

2．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工程素质，掌握坚实的软件理论和系统深入的软件工程知识，掌握解决

软件工程问题的现代技术手段和先进技术方法，具备承担软件项目开发和管理工作的能力、团队协

作精神、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软件架构师、系统设计师和高级程序员，以及面向大型 IT

企业所需要的工程师、技术人员、业务骨干。 

3．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和翻译工程领域的外文资料。 

二、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2年。 

三、培养方式 

1．采用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2．专业实践是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环节，鼓励工程硕士研究生到企业实习，可

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工程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专业实

践，应届本科毕业生的专业实践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年。 

3．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技术背景，研究方向包括软件工程、数据

库技术、嵌入式系统、软件测试、计算机网络。 

四、课程学习及培养环节 

1、课程设置 

研究生培养实行学分制。课程学习总学分不少于 24学分，其中学位课 18学分，选修及其他课

程不少于 6 学分。课程教学内容体现宽广性、综合性、实用性和前沿性，加强专业实践。同等学力

或跨专业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应补修相关领域本科阶段的主干课程 2～3门，成绩不计

入总学分。课程分学位课和选修及其他课程两大部分，学位课包含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专业

学位课包括基础理论类课程和专业技术类课程两部分，具体设置如下：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701518 
秋季 

春季 
考试  

[2] 专业学位第一外国语 48 3 800052 春季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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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学
位
课 

[3] 多元统计分析 48 3 700551 
秋季 

春季 
考试 

基础理论

类课程 [4] 高级数据库技术 48 3 700902 春季 考试 

[5] 计算机算法设计与分析 32 2 700672 秋季 考试 

[6] 高级软件工程 48 3 700903 春季 考试 专业技术

类课程 
[7] 软件体系结构 32 2 800078 春季 考试 

选
修
及
其
他
课
程 

[8] 高级计算机网络技术 32 2 700673 秋季 考试  

[9] 高级软件测试 32 2 800074 春季 考查  

[10] 移动互联网技术 32 2  春季 考查  

[11] 嵌入式系统设计原理 32 2 700678 秋季 考查  

[12] 基于移动技术的系统开发 24 1.5 700904 春季 考查  

除所列课程之外，研究生可以在导师指导下在全校研究生课程中选修。 

2、专业实践（6学分） 

专业实践结束后需撰写实践报告，由专家组负责考核，考核通过者取得学分。 

3、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包括制定培养计划、开题报告、实践报告等。 

五、学位论文 

（1）论文选题应具有明确的工程技术背景或来源于实际工程需求，同时应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工作量，可以是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

术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2）论文形式可以是工程项目技术报告、关键技术的研究论文等。论文的内容可以是：工程设

计与研究、技术研究或技术改造方案研究、工程软件或应用软件开发、工程管理等。 

（3）鼓励实行双导师制，其中一位导师来自北京林业大学，另一位导师来自企业的与本领域相

关的专家。也可以根据学生的论文研究方向，成立指导小组。论文工作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 

（4）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考查作者综合运用工程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审查学位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 

攻读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获得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成绩

合格，方可申请论文答辩。 

论文应有 2 位本领域或相近领域的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答辩委员会应由

3～5位与本领域相关的专家组成。导师可以参加答辩会议，但是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 

六、学位授予 

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北京林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七、本方案解释权归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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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228 全日制工程硕士林业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工程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性学位，本工程领域主要培养我国林业

工程及其相关领域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具体要求为：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

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2、掌握林业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在林业工程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

从事工程设计、工程实施、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工程管理等能力。 

3、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和翻译工程领域的外文资料。 

二、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2年。 

三、培养方式 

1、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2、课程设置体现厚基础理论、重实际应用、博前沿知识，着重突出专业实践类课程和工程实践

类课程。 

3、要求在企业的实践教学的时间累计不少于 6个月，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

少于 1年。 

4、实行学分制，总学分要求修满 25学分。 

5、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技术背景，由校内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导

师与企业选派的责任心强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导师联合指导。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工程硕士林业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总学分要求不少于 31学分，包括课程学习 25学分和专

业实践 6学分，课程学习分学位课和选修课，其中学位课 9学分，其余学分由选修课程取得。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701518 
秋季 

春季 
考试  

[2]  专业学位第一外国语 48 3 800052 春季 考试  

专
业
学
位
课 

[3]  高等木材学 32 2 700714 春季 考试 二选

一 
[4]  高等木材化学 32 2 700709 春季 考试 

选
修
课 

[5]  木材加工新技术 32 2 700504 春季 考查  

[6]  木质复合材料与胶粘剂 32 2 700715 秋季 考查  

[7]  木材功能性改良 32 2 700716 春季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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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8]  工程木制材料 16 1 700717 春季 考查  

[9]  木材干燥理论 16 1 700514 秋季 考查  

[10]  传热传质 16 1 700513 秋季 考查  

[11]  家具设计与工艺专论 32 2 700718 秋季 考查  

[12]  木材机械加工技术 32 2 700719 秋季 考查  

[13]  高等有机化学 32 2 700502 秋季 考查  

[14]  林产化学加工专题 32 2 700503 秋季 考查  

[15]  高等有机合成 32 2 700713 春季 考试  

[16]  高等制浆与造纸分析方法 32 2 700510 秋季 考查  

[17]  功能高分子材料 32 2 700712 春季 考查  

[18]  化工分离工程与新技术 32 2 700684 秋季 考试  

[19]  植物提取物及生物质能源进展 32 2 700710 春季 考查  

[20]  林产化工生物技术 32 2 700711 春季 考查  

[21]  现代制浆造纸技术 32 2 700512 秋季 考查  

[22]  仪器分析Ⅰ（光谱） 56 3.5 700683 秋季 考试  

[23]  仪器分析Ⅱ（色谱、质谱和波谱） 64 4 700929 春季 考试  

必
修
环
节 

[24]  开题报告    秋季   

[25]  学位讨论（Seminar）    春季   

[26]  专业实践  6     

五、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设计）是综合衡量工程硕士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应在导师的指导下，由攻读工程

硕士学位者本人独立完成。 

（一）开题报告 

要查阅一定数量的中外文献资料，写出反映所选研究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书面报告。开题报告

应在第三学期末或第四学期初完成，组织形式可见有关规定。开题报告获得通过的研究生方可进行

课题研究（设计）。 

（二）学位论文（设计）要求 

1.选题直接来源于企业生产实践或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 

2.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先进性和工作量。 

3.能表明工程硕士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4.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有新思想、新方法或新进展，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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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句简练、通顺，数据可靠、图表清晰，严格准确地表达其成果，实事求是地提出结论。 

6.为检查工程硕士论文（设计）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取得导师及单位集体指导，在论文（设计）

工作过程中安排至少一次专题报告，汇报论文（设计）中期工作。 

六、论文评审与答辩 

（一）论文评审应审核：论文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

力；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其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进展；其新工艺、

新技术和新设计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其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 

（二）攻读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获得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

成绩合格，方可申请论文答辩。 

（三）论文除经导师写出详细的评阅意见外，还应有 2 位本领域或相近领域的专家评阅。答辩

委员会应由 3～5位与本领域相关的专家组成。 

七、学位授予 

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八、本方案解释权归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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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229 全日制工程硕士环境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环境工程领域较好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环境工程学科的发展与

动向，熟悉环境污染控制工程和生态环境修复工程的基本技能与研究方法，掌握解决环境工程领域

实际问题的先进技术与方法，具有创新意识，能够从事环境工程技术研发、工程设计、运行和管理

等方面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2、培养要求 

（1）环境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

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和创新意识，具有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

风。 

（2）环境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研究生应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较好掌握环境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

和水、气、声、固体废物及物理性污染物等污染防治环境影响及风险评价、环境规划和资源保护等

方面的专业知识，能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在本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从事

研究与开发、工程设计与组织实施、技术攻关与技术改造、新技术推广与应用、工程设施运营和管

理，制定环境规划和进行环境管理与决策等能力。能够胜任实际环保工程、设备或装置的分析计算、

开发设计和使用维护等工作。 

（3）掌握一门外语，并能进行阅读和撰写专业论文。 

二、培养方式与学习年限 

1．学制一般为 2年。其中，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0.75年，采取全日制学习方式。 

2．采用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并重的培养方式，即同时强调知识和能力的培养，特别注重工程实

际能力的培养；凡修满 28学分，且提交学位论文，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北京林业大学学位评定

委员会审核批准，则授予工程硕士学位。 

3．实行双导师制，鼓励聘请校外具有工程实践经验、并有高级职称的专家作为副导师。每位工

程硕士生在课程学习之前确定指导教师，指导教师与学生共同商定论文选题，并负责指导学生完成

其学位论文。 

三、课程学习与培养环节 

环境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分为学位课（包含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选

修课和必修环节 3部分，总学分不少于 28学分，包括课程学习不低于 22学分和必修环节 6学分，

课程学习中学位课要求不低于 11学分。学分具体设置如下：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

注 

学
位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701518 
秋季 

春季 
考试  

[2] 专业学位第一外国语 48 3 800052 春季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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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

注 

专
业 

学
位
课 

[3] 废水处理模型与模拟 32 2 800005 春季 考试  

[4] 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 32 2 700740 秋季 考试  

[5] 环境样品检测技术 32 2 700743 春季 考试  

选
修
课 

[6] 环境评价、规划与管理数学模型 32 2 700742 春季 考查  

[7] 现代环境生物技术 32 2 700523 秋季 考查  

[8] 高等环境化学 32 2 700741 春季 考查  

[9] 高级氧化技术 16 1 700744 春季 考查  

[10] 膜分离过程模型与模拟 16 1 700525 秋季 考查  

[11] 废水生物处理新技术 16 1 700745 秋季 考查  

[12]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16 1 800006 秋季 考查  

[13] 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工程 16 1 800007 秋季 考查  

[14] 土壤污染控制工程 16 1 800008 秋季 考查  

[15] 环境污染的生态修复技术 16 1 700746 春季 考查  

[16] 面源污染控制技术 16 1 800009 秋季 考查  

必
修
环
节 

[17] 开题报告  1  秋季   

[18] 专业实践  4  秋季   

[19] 学位与学术论文撰写  1  春季   

四、学位论文工作 

学生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论文的工作程序应包括开题报告、预答辩、

答辩等环节。各环节均须导师参与并签署书面意见。 

1．论文选题 

环境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的论文选题应来自于环境工程领域实践，应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能

够解决一定的实际环境问题。导师应组织专家听取学生的开题报告，并经讨论后最终确定论文选题。 

2．论文质量 

（1）论文自开题报告后的实际工作时间不应少于一年。其间，学校还将组织专家进行中期考核

以检查学生论文工作的进展情况。 

（2）学位论文应能体现论文作者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要

求有一定的分析结果，而且特别注重其研究结果在工程上的实用性和技术先进性。 

（3）鼓励学位论文结合企业实际需要，运用已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新工艺、新产品、新方法、

新设备和新材料的研究和开发，要求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3．论文评阅与发表论文 

（1）工程硕士学位论文必须通过论文预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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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预答辩的工程硕士学位论文才能正式进行评阅。论文应由 2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

家评阅，其中 1位是校外工程技术专家。 

（3）关于工程硕士研究生毕业发表论文的要求：工程硕士在参加正式答辩之前，应至少发表 1

篇正式出版的与其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含已收录论文，需提供录用证明）。 

4．论文答辩 

（1）在收到至少 2名论文评阅人同意进行论文答辩的评阅意见之后，方可组织对工程硕士学位

论文的正式答辩。 

（2）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3～5名环境工程领域的专家组成。 

五、学位授予 

按要求完成课程学习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工程硕士研究生，符合授予学位条件者，经北京林

业大学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工程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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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106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草业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草业领域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是与草原牧区、农区草业、城镇草坪与绿地、运动场（含高尔夫

球场）草坪等方面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主要为草业技术研究、应用、开发及推广、农牧区

发展、草业教育等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一）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草业领域专业学位获得者应较好地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

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祖国，热爱农业，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艰苦奋斗，求实创新，

积极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服务。 

（二）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草业领域专业学位获得者应掌握本领域相应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

业知识、相关的生产环节与管理、市场动态、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具有创新意识和新型草业推广

理念，能够独立从事本领域高层次的专业技术推广和管理工作。 

（三）基本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二、招生对象 

主要为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历）人员。 

三、学习方式和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2年，最长不超过 3年。 

四、培养方式 

（一）采取校内课程学习和校外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采用多学

科综合、宽口径的培养方式。培养单位应建立草业领域的校外实践基地，鼓励采用顶岗实践的方式

进行专业实践，累计不少于 6个月。 

（二）学位论文实行导师负责制，鼓励由具有实践经验并有高级技术职称的校内外导师联合指

导。 

五、课程学习及必修环节 

根据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草业领域的培养目标和要求，本领域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应体现宽广

性、综合性、实用性和前沿性，突出专业技能及技术集成能力的培养。加强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

在领域主干课中应有 1 门运用本领域的主要理论和技术解决农业推广实践问题的案例研究课程；在

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 6个月的实习实践训练。总学分不少于 30学分（含专业实践 6学分和必修环

节 2学分）。 

同等学历或跨专业攻读农业推广硕士草业学位的研究生，应补修相关草业本科阶段的主干课程

2-3门，成绩不计入总学分。具体课程设置如下：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701518 
秋季

春季 
考试  

[2]  专业学位第一外国语 48 3 800052 春季 考试  

[3]  技术推广理论与实践 32 2 700949 秋季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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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4]  农业科技与“三农”政策 32 2 700952 秋季 考试  

[5]  现代传播学 32 2 700951 秋季 考试  

专
业
学
位
课 

[6]  草业科学导论 32 2 800021 秋季 考查  

[7]  草业推广理论与实践 32 2 800022 秋季 考查  

[8]  运动场草坪建植与管理 32 2 800023 秋季 考查  

[9]  生态绿地建植与管理 32 2 800024 秋季 考查  

选
修
课 

[10]  草坪土壤与营养 32 2  秋季 考查  

[11]  高尔夫球场规划设计 32 2 700554 秋季 考查  

[12]  草坪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32 2 800099 秋季 考查  

必修 

环节 
[13]  开题报告  2     

（四）专业实践（6学分） 

专业实践结束后需撰写实践报告，由专家组负责考核，考核通过者取得学分。 

（五）必修环节 

应包括制定培养计划、开题报告、实践报告等。 

六、学位论文 

（一）论文选题应服务于草业事业发展、草业科技推广、牧场经营管理、草业与生态环境建设

等，论文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先进性和工作量，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

解决草业行业或与草业相关领域应用技术问题的能力。 

（二）论文形式可以是研究论文、项目（产品）设计、调研报告等。 

（三）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考查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草业行业或与草业相

关领域应用技术实际问题的能力；审查学位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 

攻读草业领域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

合格，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应至少有 2 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应有来自实际工作部门

的专家。答辩委员会应由 3-5位专家组成。导师可参加答辩会议，但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 

七、毕业生与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取得规定的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评

定委员会审核，授予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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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110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农业相关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我校农村与区域发展领

域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主要为农业技术研究、应用、开发及推广，农村发展，农业教育等企事业

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具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较好地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

方针、政策；热爱祖国，热爱农业，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艰苦奋斗，求实创新，积极为我国农业

现代化和农村发展服务。 

（二）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掌握农业推广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

以及相关的管理、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较强的专业技能和技术传授技能，

具有创新意识和新型的农业推广理念，能够独立从事较高层次的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工作。 

（三）基本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二、招生对象 

主要为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三、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2年。 

四、培养方式 

1．采取校内课程学习和专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实行多学科综合、

宽口径的培养方式，专业实践累计不少于 6个月。 

2．学位论文实行双导师负责制，由校内、校外导师联合指导。校内导师由我校具有研究生指导

经历、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校外导师由来自相关单位生产实践部门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由我校按程序办理聘任手续。 

五、课程学习及必修环节 

本学科总学分要求为 33学分，包括课程学习 27学分和专业实践 6学分，课程学习中学位课要

求为 21学分，课程学习要求在 1学年之内完成。 

1、课程设置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课程教学内容体现宽广性、综合性、实用性和前沿性；加强案例教学

和实践教学。同等学力或跨专业攻读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应补修相关领域本科阶段的

主干课程 2～3门（如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农业经济学等），成绩不计入总学分。课程分公共

学位课（11学分）、专业学位课（10学分）和选修课（6学分）三部分，具体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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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701518 
秋季 

春季 
考试  

[2]  专业学位第一外国语 48 3 800052 春季 考试  

[3]  技术推广理论与实践 32 2 700949 秋季 考试  

[4]  农业科技与“三农”政策 32 2 700952 秋季 考试 张大红 

[5]  现代传播学 32 2 700951 秋季 考试  

专
业
学
位
课 

[6]  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 32 2 700696 秋季 考查 金彦平 

[7]  农村公共管理 32 2 800019 秋季 考查 陈  凯 

[8]  区域经济学 32 2 700534 秋季 考查 张  颖 

[9]  农村社会学 32 2 700956 秋季 考查 方少勇 

[10]  科学研究方法 16 1 800076 春季 考查 李  悦 

[11]  案例研讨 16 1 800077 春季 考查 王忠平 

选
修
课 

[12]  农业政策专题 32 2 700761 春季 考查 王忠平 

[13]  公共经济学 32 2 700773 春季 考查 宋洪峰 

[14]  土地经济学 32 2 700549 秋季 考查 周建华 

[15]  项目管理 32 2 700548 秋季 考查 夏自谦 

[16]  林业技术经济学 32 2 700783 春季 考查 张大红 

[17]  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2 2 700530 春季 考查 温亚利 

[18]  发展经济学专题 32 2 700537 秋季 考查 王立群 

除所列课程之外，研究生可以在导师指导下在全校研究生课程中选修。 

2、专业实践（6学分） 

研究生必须从事不少于 6 个月的专业实践，并结合实践进行论文研究工作，由专家组织考核，

考核通过者取得相应学分。 

3、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包括制定培养计划、开题报告、实践报告等。 

六、学位论文 

1、论文选题应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民和生态环境建设，论文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先进性和

工作量，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和农村等问题的

能力。 

2、论文形式可以是研究论文、项目设计、调研报告、战略规划等。 

3、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考查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业技术推广、农业

和农村实际问题的能力；审查学位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 

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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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应至少有 2 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应有来自实际工作部门

的专家。答辩委员会应由 3～5位专家组成。导师可参加答辩会议，但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 

七、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成绩合格，取得规定学分，且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由

北京林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合格者，可授予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

业证书。 

八、本方案解释权归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汇编 

 28 

095112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农业信息化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

案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农业推广是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主要为农业技术研究、应

用、开发及推广，农村发展，农、林业教育等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具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

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具体要求为： 

1.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较好地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

针、政策；热爱祖国，热爱农业，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艰苦奋斗，求实创新，积极为我国农、林

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服务。 

2.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掌握农业推广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

相关的管理、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较强的专业技能和技术传授技能，具有

创新意识和新型的农业推广理念，能够独立从事较高层次的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工作。 

3.基本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二、招生对象 

主要为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三、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2年。 

四、培养方式 

1.采取校内课程学习和校外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实行多学科综

合、宽口径的培养方式。建立适合不同领域专业特征的校外农业推广实践基地，鼓励采用顶岗实践

的方式进行专业实践，累计不少于 6个月。 

2.学位论文实行导师负责制，由校内、校外导师联合指导。校外导师必须由业务水平高、责任

心强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由我校按程序办理聘任手续。 

五、课程学习及必修环节 

农业推广硕士农业信息化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总学分要求不低于 30 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 11

学分，专业学位课（即领域主干课）不低于 8学分，选修课不低于 5学分，专业实践 6学分。学分

具体设置如下： 

1、课程设置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课程应突出专业技能及技术集成能力的培养。教学内容应具备宽广性、

综合性、实用性和前沿性。加强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在领域主干课中应有 1 门运用本领域的主要

理论和技术解决农业推广实践问题的案例研究课程；在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 6个月的专业实践。 

同等学力或跨专业攻读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应补修相关领域本科阶段的主干课程

2～3门，成绩不计入总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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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701518 
秋季 

春季 
考试  

[2]  专业学位第一外国语 48 3 800052 春季 考试  

[3]  技术推广理论与实践 32 2 700949 秋季 考试  

[4]  农业科技与“三农”政策 32 2 700952 秋季 考试  

[5]  现代传播学 32 2 700951 秋季 考试  

专
业
学
位
课 

[6]  地理信息系统 32 2 700675 秋季 考查  

[7]  信息化专题 32 2 700677 秋季 考查  

[8]  信息科学原理 40 2.5 700900 春季 考查  

[9]  森林资源信息管理 32 2 700899 春季 考查  

[10]  农林信息化案例研究 32 2  秋季 考查  

选
修
课 

[11]  农业信息获取与处理 32 2 800078 春季 考查  

[12]  数据库技术 32 2 700676 秋季 考查  

[13]  基于移动技术的系统开发 24 1.5 700904 春季 考查  

[14]  高级信息系统 48 3 700901 秋季 考查  

除所列课程之外，研究生可以在导师指导下在全校研究生课程中选修。 

2、专业实践（6学分） 

专业实践结束后需撰写实践报告，由专家组负责考核，考核通过者取得学分。 

3、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包括制定培养计划、开题报告、实践报告等。 

六、学位论文 

(1)论文选题应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民和生态环境建设，论文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先进性和

工作量，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和农村等问题的

能力。 

(2)论文形式可以是研究论文、项目(产品)设计、调研报告、战略规划等。 

(3)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考查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业技术推广、农业

和农村实际问题的能力；审查学位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 

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应至少有 2 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应有来自实际工作的专

家。答辩委员会应由 3～5位专家组成。导师可参加答辩会议，但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 

七、毕业与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

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八、本方案解释权归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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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113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农业相关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我校食品加工与安全领

域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以发展现代农业和食品产业为宗旨，为相关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从

事生产、开发、质量安全控制、分析检验等技术与管理方面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具体要

求为： 

1．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艰苦奋斗，

求实创新；树立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2．应掌握本领域的基本理论、系统、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管理、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具有

创新意识和独立从事本领域的研究、开发、管理等工作的能力。 

3．基本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二、招生对象 

主要为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三、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2年。 

四、培养方式 

1．采取校内课程学习和校外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实行多学科综

合、宽口径的培养方式，实践研究累计不少于 12个月。 

2．学位论文实行双导师负责制，由校内、校外导师联合指导。校内导师由我校具有研究生指导

经历、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校外导师由来自相关单位生产实践部门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由我校按程序办理聘任手续。 

五、课程学习及必修环节 

根据农业推广硕士的培养目标和要求，本领域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应体现宽广性、综合性、实

用性和前沿性。同等学力或跨专业攻读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应补修相关领域本科阶段

的主干课程 2～3门，成绩不计入总学分。 

1．课程分学位课（包括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和选修课两部分，设置如下：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公
共
学
位
课（1

1

学
分
）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701518 
秋季

春季 
考试  

[2] 专业学位第一外国语 48 3 800052 春季 考试  

[3] 技术推广理论与实践 32 2 700949 春季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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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4] 农业科技与“三农”政策 32 2 700952 秋季 考试  

[5] 现代传播学 32 2 700951 春季 考试  

专
业
学
位
课
（1

1

学
分
） 

[6] 现代食品加工技术 32 2 800079 春季 考查  

[7] 农产品加工与贮藏工程进展 48 3 700596 秋季 考查  

[8] 食品质量安全与检测 32 2 700833 春季 考查  

[9] 食品生物技术专题 32 2 800080 春季 考查  

[10] 食品安全专题 32 2 800081 春季 考查  

选
修
课
（4

学
分
） 

[11] 食品物性学 32 2 700609 秋季 考查  

[12] 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32 2 700774 春季 考查  

[13] 食品微生物学进展 32 2 700597 秋季 考查  

[14] 企业经营管理 32 2 700546 秋季 考查  

[15] 人文营养专题 32 2 800082 春季 考查  

[16] 生物资源学 32 2 700603 秋季 考查  

2．专业实践（6 学分）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从事不少于 6 个月的农业推广实践，并结合实践进行

论文研究工作。专业实践结束后需撰写实践报告，由专家组负责考核，考核通过者取得学分。 

3．必修环节 

必修环节包括制定培养计划、开题报告、实践报告等。 

六、学位论文工作 

1．论文选题能密切结合当地的农业生产、食品工业、食品质量安全检测和监督方面的实际，以

解决生产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技术水平为目的。 

2．论文形式可以采用调查研究报告、项目策划书、研究论文、科技发明成果报告、新产品或样

机研制报告、工程设计、项目（产品）设计等。 

3．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考察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林）业信息化领

域有关问题的能力；审查学位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  

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应至少有 2 名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应有来自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

答辩委员会应由 3～5位专家组成。导师可参加答辩会议，但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成员。 

七、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成绩合格，取得规定学分，且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由

北京林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合格者，可授予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

业证书。 

八、本方案解释权归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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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300 全日制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是与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性学位，北京林业大学全日制风景园林硕士

专业学位将以培养掌握风景园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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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

握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风景园林工程与技术、园林植物应用与园林生态等

领域基础理论的同时，能够承担风景园林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创新性、应

用型和复合型高层次风景园林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爱国敬业，遵纪守法，积极为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掌握风景园林相关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一定的艺术素养，具备

承担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和科研工作的能力。 

（三）具备综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招生对象 

主要为风景园林、园林、城市规划、建筑学、艺术设计、观赏园艺等相关专业，具有国家承认

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或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人员。 

三、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脱产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2年。 

四、培养方式 

（一）全日制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由课程学习、实习实践、学位论文（设计）三

个主要环节组成。 

（二）采取案例式和启发式教学方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中实习实践时间原则上累积不少于 12个月。 

（三）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由校内、外指导教师联合指导。指导教师

聘任（认定）依据《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聘任）办法》进行。 

（四）研究生在学期间的管理工作，可参照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管理工作进行。 

五、课程设置与必修环节 

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划分两个研究方向进行培养，方向一为风景园林，方向二为风景园林植

物应用。根据研究方向不同，对于课程设置做不同的要求。 

根据全国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制订全日制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精神，全日制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课程分学位课（必修课）、选修课和

必修环节三部分。具体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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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一：风景园林 

类别 序号 课程门类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1]  
政治理论 

（2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6 2 701518 

秋季

春季 
考查  

[2]  
外国语 

（3学分） 
专业学位第一外国语 48 3 800052 春季 考试  

专
业
学
位
课 

[3]  风景园林历史

与理论 

（2学分） 

外国现代风景园林发展 16 1 700911 春季 考查  

[4]  
中国传统园林的继承与

发展 
16 1 700914 春季 考查  

[5]  

风景园林规划

与设计 

（7学分） 

风景园林设计 studio1 32 2 700693 秋季 考查 

 

[6]  风景园林设计 studio2 48 3  春季 考查 

[7]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研讨

I 
16 1 700692 秋季 考查 

[8]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研讨

II 
16 1 700909 春季 考查 

[9]  

植物应用与技

术 

（2-3学分） 

园林植物景观规划与设

计 
32 2 700701 

春秋 

均开 
考查  

[10]  生态学专题 

（2学分） 

生态与设计 16 1 700694 秋季 考查  

[11]  自然与生态 16 1  春季 考查  

[12]  
实习 

（1学分） 
实习 

1

次 
1 800017 

春秋 

均开 
  

选修课 

（不少于 4

类课程、7学

分） 

[13]  

园林植物应用

类课程 

园艺理疗 16 1  春季 考查  

[14]  室内绿化美化设计 24 1.5  秋季 考查  

[15]  会展花卉花艺设计 24 1.5  春季 考查  

[16]  建筑绿化 16 1 800044 秋季 考查  

[17]  
园林文化与艺

术类课程 

插花艺术与理论 24 1.5  春季 考查  

[18]  风景美术写生实习 32 2 
800084 春秋

均开 
考查  

[19]  风景园林工程

技术类课程 

风景园林工程技术 16 1  秋季 考查  

[20]  风景园林工程管理 16 1  秋季 考查  

[21]  

城市规划与建

筑设计类课程 

城市规划方法与实践 16 1 700698 秋季 考查  

[22]  城市生态与规划理论 16 1  秋季 考查  

[23]  中国建筑史 16 1  秋季 考查  

[24]  建筑形式引论 16 1  秋季 考查  

[25]  景观建筑赏析 16 1  秋季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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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建筑设计 16 1  秋季 考查  

[27]  
风景资源管理

类课程 

资源环境保护与利用 16 1 700912 春季 考查  

[28]  世界遗产概论 16 1 800085 春季 考查  

[29]  观赏植物资源 48 3 700920 春季 考查  

[30]  

旅游类课程 

户外游憩规划与管理 48 3 700915 春季 考查  

[31]  旅游规划 48 3 700916 春季 考查  

[32]  生态旅游管理 32 2 700917 春季 考查  

[33]  旅游研究讲座 24 1.5 700918 春季 考查  

[34]  野地娱乐管理 32 2 700688 秋季 考查  

[35]  遗产旅游 32 2 700919 秋季 考查  

必修环节 
[36]  

风景园林 

专业实践 
  4 

 
   

[37]  开题报告   2     

方向二：风景园林植物应用 

类别 
序

号 
课程门类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16

学
分
） 

公
共
学
位
课 

[1]  
政治理论 

（2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6 2 701518 

秋季

春季 
考查  

[2]  
外国语 

（3学分） 
专业学位第一外国语 48 3 800052 春季 考试  

专
业
学
位
课 

[3]  风景园林历

史与理论 

（2学分） 

外国现代风景园林发展 16 1 700911 春季 考查  

[4]  
中国传统园林的继续与

发展 
16 1 700914 春季 考查  

[5]  

风景园林规

划与设计

（4-7学分） 

园林植物规划与种植设

计 
64 4 800042 

春秋 

均开 
考查  

[6]  

植物应用与

技术 

（2-3学分） 

园林植物品种分类 32 2  春季 考查  

[7]  生态学专题

（2学分） 

生态与设计 16 1 700694 秋季 考查  

[8]  自然与生态 16 1 800083 春季 考查  

[9]  
实习 

（1学分） 
实习 

1

次 
1 800043 

春秋 

均开 
  

选修课 

（不少于

4类课程、

7学分） 

[10]  

园林植物应

用类课程 

园艺理疗 16 1  春季 考查  

[11]  室内绿化美化设计 24 1.5  秋季 考查  

[12]  会展花卉花艺设计 24 1.5  春季 考查  

[13]  建筑绿化 16 1 800044 秋季 考查  

[14]  
园林文化与

艺术类课程 

插花艺术与理论 24 1.5  春季 考查  

[15]  风景美术写生实习 32 2 800084 
春秋 

均开 
考查  

[16]  风景园林工

程技术类课

程 

风景园林工程技术 16 1 700699 秋季 考查  

[17]  风景园林工程管理 16 1 700699 秋季 考查  

[18]  风景资源管 资源环境保护与利用 16 1 700912 春季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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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理类课程 世界遗产概论 16 1 800085 春季 考查  

[20]  观赏植物资源 32 2 700920 春季 考查  

[21]  

旅游类课程 

户外游憩规划与管理 48 3 700915 春季 考查  

[22]  旅游规划 48 3 700916 春季 考查  

[23]  生态旅游管理 32 2 700917 春季 考查  

[24]  旅游研究讲座 24 1.5 700918 春季 考查  

[25]  野地娱乐管理 32 2 700688 秋季 考查  

[26]  遗产旅游 32 2 700919 秋季 考查  

[27]  

园林植物生

产管理类课

程 

园林植物繁殖与生产技

术 
24 1.5  秋季 考查  

[28]  
园林植物景观营造与养

护管理 
24 1  春季 考查  

[29]  
园林植物新材料评价与

开发 
16 1  春季 考查  

必修环节 
[30]  

风景园林 

专业实践 
  4     

[31]  开题报告   2     

六、学位论文（设计） 

（一）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的论文（设计）选题应当是风景园林建设中存在的重要问题或者

是具有一定规模和功能要求的规划设计项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二）学位论文（设计）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应有先进性和一定的难度及工作量。 

（三）风景园林方向必须完成设计，风景园林植物方向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学位论文或设计。 

（四）风景园林硕士专业设计采用公开展览，全体校内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和部

分校外指导教师组成评审专家组对设计进行分开评阅；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应有不少于 2 位

专家评阅，其中至少有 1 位专家为校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设计）答辩委员会应由 3～5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 1名校外具有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担任答辩委员。 

七、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必修环节，成绩合格，修满 30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设计）答辩者，经北京

林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合格者，可授予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

书。 

八、本方案解释权归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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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400 全日制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系统的林业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熟练运用现代林业技术，适应林业及生态建设发展

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林业专门人才。 

（二）基本要求 

1、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

具有奉献林业及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精神。 

2、掌握现代林业基础理论，具有创业创新意识和林业技术应用、管理和研发的能力。 

3、具备林业行业和生态建设领域的基本执业能力。 

4、基本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外文专业文献。 

二、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三、学习方式与年限 

全日制学习年限一般为 2年。 

四、课程设置 

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低于 28学分（含专业实践 6学分）。 

（一） 课程设置如下： 

 

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701518 
秋季

春季 
考试  

[2]  林业硕士专业外语 48 3 800046 秋季 考试  

[3]  森林生态系统理论与应用 32 2 800025 秋季 考试  

[4]  森林资源与林业可持续发展 32 2 800101 秋季   

[5]  科技创新方法 16 1 800086 秋季 考查  

专
业
学
位
课 

[6]  现代森林培育理论与技术 32 2 800026 秋季 考试 

选择

2-3门 

[7]  森林灾害防控技术及应用 32 2 800087 春季  

[8]  生态环境建设与管理 32 2 800045 秋季 考查 

[9]  林木遗传改良与良种工程 32 2 800030 秋季  

[10]  现代林业信息技术 32 2 800027 秋季 考试 

[11]  现代林业经营理论与技术 32 2 800088 秋季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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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选
修
课 

经
济
政
策
与

项
目
管
理
类 

[12]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32 2 700801 春季 考查  

[13]  水土保持法律法规 32 2  春季   

生
态
环
境
工
程

技
术
类 

[14]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32 2 800032 秋季 考试  

[15]  工程绿化学 32 2 700619 秋季 考查  

[16]  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32 2 800090 春季 考查  

[17]  水土保持工程学 32 2 800091 春季 考试  

资
源
监
测

与
评
价
类 

[18]  森林资源监测与评价 32 2 700799 春季 考查  

[19]  森林资源信息管理 32 2 700899 春季 考查  

[20]  森林生物识别与鉴赏 32 2 700851 春季 考查  

资
源
保
护
、
开
发
与
利
用
类 

[21]  现代城市林业进展专题 32 2 800092 春季 考查  

[22]  林火控制 32 2 800028 秋季   

[23]  经济林生物技术与应用 32 2 700571 秋季 考查  

[24]  林业有害生物综合管理 32 2 700796 春季   

[25]  现代林木良种繁育技术 32 2 800031 秋季   

[26]  植物分类学专题 32 2 700853 春季 考查  

[27]  生物资源学 32 2 700603 秋季 考查  

[28]  植物形态及系统学 32 2  秋季   

[29]  森林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 32 2  春季   

林
业
装
备
与 

信
息
技
术
类 

[30]  3S技术原理与应用 32 2 700555 秋季 考查  

[31]  遥感在资源环境中的应用 32 2 700557 秋季 考查  

技
术
推
广

与
传
播
类 

[32]  技术推广理论与实践 32 2 700949 秋季 考查  

[33]  现代传播学 32 2 700939 秋季 考查  

说明：对于选修课，培养单位可根据培养目标、研究生的工作需要和学校办学特色从以上几类

课程中选择。其中全日制研究生不低于 8学分，非全日制研究生不低于 12学分。 

（二）专业实践（6学分） 

研究生必须从事不少于 6 个月的林业生产实践，并结合实践进行论文研究工作。专业实践结束

后需撰写实践报告，考核通过者取得学分。 

五、学位论文 

（一）学位论文选题应紧密联系林业和生态建设，应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先进性和工作量，能

体现研究生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林业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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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形式可以是技术研发论文、管理策划、项目规划与设计等。 

（三）评审与答辩 

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考察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林业和生态建设实际

问题的能力；审查学位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 

学位论文应至少由 2名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家评阅。答辩委员会应由 3-5位专家组成。论

文答辩形式可多种多样，答辩成员中须有林业实践领域具有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 

六、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等培养环节，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位授予单

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林业硕士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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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00 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旨在培养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具有职业道德、战略眼光和开拓精神，掌握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

企业管理专业知识与技能，能够在工商企业和经济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的高级工商管理人才。具

体要求是： 

1、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

本路线、各项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努力为人民服务，有高尚的道德

品质与文化素养； 

2、掌握比较宽广的现代管理知识和必要的基础理论，了解国内外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新发展

和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包括开拓创新、应变、判断、决策、组织指挥与协调能力； 

3、比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较顺利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二、学习方式及年限 

实行弹性学制，一般为 2年。要求最低学分为 45学分，其中课程 39学分，毕业论文 6学分。 

三、培养方式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核心课、必修课和选修课，考试通过，且修满 39学分，方能进入

撰写论文阶段，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完成论文撰写与答辩过程；论文答辩通过可按学位申请程序授予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四、课程学习及培养环节 

采取校内课程学习和校外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实行多学科综合、

宽口径的培养方式。 

（一）课程学习 

1、MBA课程分为核心课程与选修课程两类，其中核心课程国家工商管理硕士专业指导委员会规

定的核心课程，是 MBA 学生必须掌握的管理学和经济学基础知识和技能。选修课程则突出不同管理

领域内的专业知识与技能。通过选修课的学习，MBA 学生可以确定自己的主修方向，在广泛掌握现

代管理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对特定的管理领域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具备从事相应专业管理的特长。 

2、MBA 设立专业主修方向，学生在学院设立的任一专业方向选满 4-5 门课（至少 10 个学分）

以上，便可将该方向作为自己的主修方向。如果学生不愿选择具体的主修方向，也可以根据自己的

意愿选修不同专业方向的课程，修满学分。 

3、MBA教学特别强调课堂讨论、案例教学和课外资料阅读的重要性，学生将组成各类学习小组

进行案例讨论、文献阅读和学习交流。 

（二）实践与实习 

1、各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在课程进行过程中安排适当学时有学生参与实验和案例讨论，并安排

适当的实习和参观活动。 

2、MBA全日制班学生将在第一学年暑假参加为期 3周的专业（工作）实习。在学完课程以后参

加 3周的综合实习。学院 MBA就业服务办公室将协助安排学生前往企业进行工作实习。同时，学院

还将不定期地举办学生与企业之间的联谊活动，并邀请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为学生举办讲座。 

3、学员的学业成绩以考试（包括口试）、作业、课堂讨论、案例分析、专题报告、文献阅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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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综合评定。在学期间，适当聘请国内外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商管理专家讲课或开设讲座。 

五、课程设置 

（一）课程说明 

1、核心课程（必修课） 

MBA 的核心课程具备以下两点基本要求：（1）内容大体涵盖 MBA 需要掌握的管理学和经济学基

础知识和技能；（2）每一课程的内容较全面，以保证 MBA 学生在不选修该领域其他专业课程的情况

下对该领域的基础知识仍有相对全面的了解。 

2、公共选修课 

MBA的公共选修课有助于提高 MBA学生的素质，面向全体 MBA学生。 

3、专业方向必修课（选择专业方向的必修课程） 

专业方向必修课体现了较强的专业方向（领域）特点，以使 MBA 学生在全面了解管理学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的前提下对自己喜好的专业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有较深入的了解，能够从事相对

较为专业的管理工作（如市场营销、财务与金融、财务报告与内部控制等等）。因此，专业方向必修

课主要按照专业方向（领域）开设，并在相关专业方向讲授较为深入的内容，并要求 MBA 学生选择

一个专业方向作为自己的主修方向。 

4、其他选修课程 

学生可以选修经济管理学院为硕士生开设的各种经济学、管理学和其它相关学科课程，经学院

同意，学生也可以根据北京林业大学跨系选修课程的规定选修其他院系开设的研究生课程。 

（二）课程名称与设置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6 2 701518 

秋季 

春季 
考试  

[2]  专业学位第一外国语 48 3 800052 春季 考试  

专
业
学
位
课
（
核
心
课
） 

[3]  现代管理专题 32 2 700764 春季 考试  

[4]  会计学 48 3  秋季   

[5]  数据、模型与决策 32 2  秋季   

[6]  管理经济学 48 3 800103 春季   

[7]  财务管理 32 2  秋季   

[8]  战略管理 32 2  春季   

[9]  市场营销 32 2  秋季   

[10]  现代生产与运营管理 32 2 700533 秋季 考查  

[11]  管理信息系统 32 2  秋季   

[12]  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32 2 700774 春季 考查  

[13]  企业管理研究方法 32 2 700532 秋季 考查  

选
修
课 

专
业
选
修
课 

[14]  创业管理 32 2 700536 春季 考查  

[15]  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32 2  春季   

[16]  组织行为理论专题 32 2 700784 春季 考查  

[17]  管理沟通 32 2  秋季   



北京林业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汇编 

 41 

[18]  绩效管理专题 32 2 700539 秋季 考查  

[19]  中级微观经济学 32 2 700766 春季 考试  

[20]  ERP与企业战略沙盘模拟 32 2  秋季   

[21]  人员素质测评 32 2  秋季   

[22]  电子商务 32 2  春季   

实
习 

[23]  专业实习 3周      

[24]  综合实习 
6个

月 

 
    

（三）其他必修环节 

（1）开题报告。开题报告是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开展毕业论文之前必须要完成的重要环节，学院

应在导师的指导下，确定论文题目和编写完整的研究计划。 

（2）毕业论文（设计）答辩。 

六、毕业论文与学位授予 

（一）导师 

研究生完成论文过程中，同时实行单导师和双导师负责制，可由校内导师单独担任导师，也可

由校内、校外导师联合指导。校内导师由我校具有研究生指导经历、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校

外导师由来自相关单位生产实践部门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专业技术

人员担任，由我校按程序办理聘任手续。 

（二）毕业论文 

MBA 学员在校期间应在导师指导完成一篇毕业论文（6 学分），论文的形式可以是案例或案例分

析等形式。 

论文选题应紧密结合我国改革与建设、工商企业管理或原单位的实际需要。论文形式可以是专

题研究，也可以是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报告、企业诊断报告以及编写高质量的案例等。但无论什么形

式，评估论文水平主要是考核学员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看其内容是否有新

见解或实用价值。 

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设计）应有不少于 2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评阅，答辩委员会应由 3-5位

专家组成，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在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应有一名

是实际工作部门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方可按学位申请程序授予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 

通过课程考试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设计）答辩的研究生，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审核批准，授予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七、本方案解释权归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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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00 全日制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面向会计核算与管理领域，培养具有从事会计、财务管理、审计职业所需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知

识与技能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基本要求包括：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具有高尚

的社会伦理和正确的人生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主动的进取精神，具有严谨的科研作风的和积

极的创新意识，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理念。 

2．掌握现代会计理论与实务及其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了解本专业发展前沿，具有对多变的

商业环境的适应能力、国际视野和战略意识，具有较强的会计业务工作能力和管理者潜质。 

3．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一门外国语，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文资料。 

4．身心健康。 

二、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人员。 

非会计类专业背景的考生在入学后、开课前需参加会计学综合知识考试（包括中级财务会计、

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等内容），考核合格后可以按全日制会计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学习，考

核不合格者则需补修相关专业课程（包括中级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等内容）后继

续学习。 

三、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习年限一般为 2年。 

四、培养方式 

1、鼓励采用案例教学方法并逐步增加在教学中使用案例的比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培养

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开辟第二课堂，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开设

讲座或承担部分课程。 

2、综合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包括考试、作业、案例分析、课堂讨论、撰写专题报告等。 

3、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40学分（含专业实践 6学分）。 

4、成立导师组或实行双导师制，发挥集体培养作用，并适当吸收企业与政府部门中相关人员参

加论文指导工作。 

5、加强实践环节。 

6、重视和加强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的培养。 

五、课程学习及实践培养环节 

1．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的课程包括学位课和选修课（含方向课和任选课）2类。学位课为

8门，全部为必修课，22学分；选修课要求 12个学分。 

类别 序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公
共 

学
位
课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701518 
秋季 

春季 
考试  

[2]  专业学位第一外国语 48 3 800052 春季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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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学
位
课 

[3]  管理经济学 48 3 800103 春季 考查  

[4]  高级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48 3 800104 春季 考试  

[5]  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48 3 800105 春季 考试  

[6]  高级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48 3 800106 春季 考试  

[7]  高级审计理论与实务 48 3  秋季 考试  

[8]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 32 2 800093 秋季 考查  

方
向
课
（6

学
分
）
和
任
选
课
（6

学
分
） 

[9]  企业会计准则专题 32 2 700779 春季 考查  

[10]  绩效管理专题 32 2 700539 秋季 考查  

[11]  会计师事务所管理* 32 2  春季 考查  

[12]  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 32 2  春季 考查  

[13]  中国税制* 32 2  春季 考查  

[14]  经济计量方法研究 32 2 700535 秋季 考试  

[15]  国际金融 32 2 700967 秋季 考查  

[16]  风险管理与分析 32 2 700538 秋季 考查  

[17]  投资经济学专题 32 2 700757 春季 考查  

[18]  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 32 2 700775 春季 考查  

[19]  资本运作与风险投资 32 2 700550 秋季 考查  

[20]  高级信息系统 48 3 700901 春季 考试  

[21]  跨国公司与国际经营 32 2 700541 春季 考查  

[22]  林业财务与会计专题 32 2 700542 春季 考查  

[23]  资产评估理论与方法 32 2 700754 秋季 考查  

[24]  战略管理 32 2  秋季 考试  

说明：①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成绩按测验考试（包括口试）、平时作业、课堂讨

论、案例分析、课堂讨论、课程报告、文献阅读等方面的情况综合评定。②除上述所列课程之外，

研究生可以在导师指导下在全校研究生课程中选修。 

2．专业实践（6学分） 

研究生赴企事业单位等机构的实践是必修的培养环节，实践的组织形式应结合学生实践经验积

累的和就业的需要，以及学位论文研究工作的需要，采取集中或分散方式，累计时间不少于 6个月。

研究生应提交实践计划，撰写实践总结报告，通过后获得相应的学分，以此作为授予学位的重要依

据。 

3.必修环节 

应包括制定培养计划、开题报告、实践报告等。 

4．对已录取的非会计类专业背景的考生（指非会计、财务、审计专业），在入学后、开课前需

参加会计学综合知识考试（包括中级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和审计），考核合格后可以按全

日制会计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学习，考核不合格者则需在入学后至少需补修会计学本科专业 4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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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骨干课程。 

六、学位论文 

1．论文选题应服务于各行各业会计、财务管理、审计工作的需要，论文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先进性和工作量，能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财会问题的能力。 

2．论文要体现专业学位特点，突出学以致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论文应具有一定的创新和实

用价值。 

3．论文形式上可以是研究报告（论文）、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报告、财会管理规划等。 

4．学生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后，论文必须由 3名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一位必须

是校外专家或学者。评阅合格者，学生方可提请论文答辩委员会组织论文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3～5名具有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包括校外专家的成员组成。 

七、学位授予 

完成后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成绩合格，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北京林业

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合格者，授予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证书，同时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

证书。 

八、本方案解释权归北京林业大学。 

专业学位课课程替代说明 

序号 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 经济管理学院现有可替代的课程 学术型课程学时调整 

1 高级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财务会计理论研究  

2 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企业理财理论研究 由 40学时调为 48学时 

3 高级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现代管理会计 由 32学时调为 48学时 

4 高级审计理论与实务 审计理论与方法专题 由 40学时调为 48学时 

注：“经济管理学院现有可替代的课程”均为针对学术性会计学硕士生开始的课程。 

选修课课程替代说明 

序号 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 经济管理学院现有可替代的课程 课程来源 

1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与分析 金融学 

2 投资学 投资经济学专题 金融学 

3 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 国际金融 金融学 

4 企业并购 资本运作与风险投资 管理科学与工程 

5 管理信息系统 高级信息系统 管理科学与工程 

6 国际商务与国际结算 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 国际贸易学 

7 数量分析方法 经济计量方法研究 统计学 

8 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 绩效管理 行政管理 

注：“经济管理学院现有可替代的课程”均为针对学术型其他专业硕士生开设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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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00 全日制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和要求 

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是与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性学位，北京林业大学全日制旅游管理硕士

专业学位以旅游专业实践与应用为导向，旨在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旅游职业素养，具备国际化视

野及全球经营意识，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和战略思维能力，能够胜任现代旅游业实际工作的复合型、

创新型管理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爱国敬业，遵纪守法，积极为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掌握旅游管理、规划及相关旅游接待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较

好的沟通能力，具备承担旅游规划、开发咨询和项目管理的能力；具备运营、管理旅游企业能力及

目的地营销、旅游市场研究等方面的能力。 

（三）具备国际化视野及全球化的经营服务意识，具有较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二、招生对象 

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并具有 3年或以上实践工作经历人员。 

三、学习方式及年限 

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为 2-3年。 

四、培养方式 

（一）全日制旅游管理专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由课程学习、实习实践、学位论文三个主

要环节组成。 

（二）采用开放式、多元化的师资配备。在坚持本土化教学师资的前提下，聘请国内外知名的、

具有丰富教学经验与管理实践经验的教师以及国内外知名旅游企业的领军人物、资深高管人员、旅

游行政管理人员为研究生授课。 

（三）采用启发式与研讨式教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注意实际应用，重视培养研究生的思维

能力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结合中国旅游业发展实际中的案例进行教学，充分运用课堂讨

论引导研究生进行创造性思考，其中实习实践时间原则上累积不少于 12个月。 

（四）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由校内、校外指导教师联合指导。校内指

导教师由本单位相关学科具有高级职称教师担任，并推荐实践部门的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员担任

校外指导教师。 

（五）研究生在学期间的管理工作，可参照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管理工作进行。 

五、课程设置与必修环节 

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主要培养方向包括旅游规划、生态旅游、旅游景区与遗产管理、旅游企

业管理、度假区开发与旅游地产、会展与节事策划、旅游电子商务 7个方向。 

全日制旅游管理专业硕士专业学位课程分核心专业课程（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和必修环节三部

分。具体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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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

号 

课程 

门类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课程

编号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注 

（一）学

位课（必

修课程，

要 求 达

到 19分） 

[1]  
公共 

学位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6 2 701518 春季 考查  

[2]  专业学位第一外国语 48 3 800052 春季 考试  

[3]  

专业 

学位课 

旅游产业经济分析 16 1  秋季 考查 旅游

经济

及管

理 
[4]  旅游投资与财务管理 32 2  秋季 考查 

[5]  旅游规划 48 3 700916 春季 考查 
旅游

规划

及开

发 
[6]  

旅游目的地开发与管理 32 2  春季 考查 

户外游憩规划与管理 48 3  春季 考查 

[7]  旅游营销 32 2  秋季 考察 旅游

营销

及服

务 
[8]  服务管理 16 1  秋季 考察 

（二）选

修课（不

少于 2个

方向、8

学分）。 

[9]  旅游规

划 

方向 

旅游规划案例分析 32 1  秋季 考查  

[10]  城市景观规划与设计 40 2.5  春季 考查  

[11]  旅游景区规划 40 2.5  秋季 考查  

[12]  生态旅

游 

方向 

生态旅游管理 32 2 700917 春季 考查  

[13]  野地娱乐管理 32 2 700688 秋季 考查  

[14]  旅游景

区与遗

产管理

方向 

旅游景区管理 32 2  春季 考查  

[15]  

遗产旅游 32 2 700919 秋季 考查  

治疗游憩项目开发与管

理 
24 1.5  秋季 考查  

[16]  旅游企

业管理

方向 

组织行为理论专题 32 2 700784 春季 考查  

[17]  旅游企业管理专题 24 1  春季 考查  

[18]  度假区

开发与

旅游地

产方向 

旅游度假区开发与管理 32 2  秋季 考查  

[19]  旅游地产认识与实践 24 1.5  春季 考查  

[20]  

旅游电

子商务

方向 

旅游网络营销 48 3  春季 考查  

[21]  会展与

节事策

划方向 

会展策划与管理 32 2  秋季 考查  

[22]  大型活动策划与管理 24 1.5  春季 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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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环节 

1、旅游企业管理或旅游规划专业实践（必修，5学分，其中须完成专业实践认知 Seminar） 

2、实地考察综合专业实习（选修） 

（1）国内实习线路（任选一条） 

①张家界、凤凰综合实习 

②成都、九寨沟综合实习 

③香港、澳门、深圳综合实习 

（2）海外实习线路（任选一条） 

①东南亚度假区旅游接待业综合实习 

②日韩旅游综合实习 

③欧洲城市及文化遗产综合实习 

（四）必修环节（1学分） 

开题报告是旅游管理专业硕士必须完成的环节，在第 3 学期末进行，根据学生完成情况由教师

组成的评委进行评分和开题评议。 

六、学位论文 

（一）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论文选题应当探索、研究、解决在旅游规划、旅游管理及运营、

生态旅游、旅游营销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问题。 

（二）学位论文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应当具有实际研究意义及一定的创新性，同时应具

有一定的难度及达到旅游管理专业硕士论文的工作量。 

（三）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应有不少于 2位专家评阅，其中至少有 1位专家为校外具有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旅游管理专业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设计）答辩委员会应由 3～5位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 1名其他学科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担任答辩委员，

导师可参加答辩会议，但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 

七、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必修环节，成绩合格，修满 33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北京林业大学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合格者，可授予旅游管理专业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八、本方案解释权归北京林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