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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理工大学农药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于 1997 年批准设立。与国内同类学科比较，近年来在

农药分子设计、农药合成化学、生物农药与农药生物化学等方面具有优势和鲜明的研究特色。具体表现

为：在国际上发表论文数(SCI)及其引用数居领先地位；科研成果获奖数及其级别均居突出地位；科技成

果转化成绩显著；承担的国家项目名列前茅；学科拥有先进的教学与科学研究设施，有一支由中国工程院

院士、973 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863 领域（主题）专家、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上海市科技精英、曙光人才等组成的优秀导师队伍。在农药创

制领域，方向明确、特色鲜明、队伍整齐、仪器设备先进、研究条件完善，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在国内领

先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本专业现有教授 11 人，副教授 2 人，讲师 2 人。主要研究领域有：绿色化学

农药创制；基于靶标受体结构的分子设计及定量构效关系研究；重要农药及其中间体的开发；生物农药研

制及产业化开发；农药的作用机制及其毒理学研究；新型潜在高效农药的筛选、发现与应用。  

一、培养目标  

    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针，要求本学科硕士学位获得者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知

识；具备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熟悉本学科的发展现状、方向以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具有独立从事与植

物保护有关的病虫草害防治研究、农药毒理与应用技术研究、有害生物控制相关的新产品开发等科学和技

术创新能力；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具有良好的写作能力和其它实际应用

能力。能胜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和其他单位的教学、科研和技术管理工作。  

二、学制和学习年限  

    硕士生的学制为 3年，学习年限不超过 5年，课程学习学分有效期自研究生入学开始为 5 年。  

三、研究方向  

    1. 农药分子设计与生物信息学 

  2. 绿色农药创制 

  3. 生物农药 

  4. 农药毒理学  

四、课程设置和学习  

    1. 本学科硕士生应完成不少于 36 学分的课程学习，一般在入学后的前 4 个学习单元内完成。 

    2. 根据资源共享和学科交叉的原则，硕士生可选修其他高校具有优势、符合本学科培养要求的课

程。经导师和学院核准后，学校承认校外学分。硕士生可选修数学或其他同类学科的专业核心课与专业选

修课作为本学科的专业选修课，学分认可。 

    3. 研究生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政治和外语课程不及格的研究生，可在学制内参加重考。数学和专业

核心课程不及格的研究生，可在学制内参加重考或重修相同性质的课程；参加重考或重修的研究生必须经

选课后取得考试资格，重考与他届研究生同卷同堂进行，不再另行安排。政治、外语、数学和专业核心课

程重考或重修不合格累积 4 学分及以上者，按退学处理。 



    4. 每门课程的选修人数至少 6人才能开课（专业招生人数少的除外）。  

五、中期检查  

    1. 硕士生中期检查在第 3 学期初进行，由研究生所在学院负责。 

  2. 中期检查前必须完成本学科学位课程的学习并获得相应学分。 

  3. 中期检查的内容包括课程学习的学分和成绩、思想表现、参加学术活动情况和开题报告等。考核

前必须完成至少两次文献分析报告，通过实验技能考核。 

  4. 开题报告：硕士生应首先搜集有关文献资料并进行实际调查，把握学科发展前沿，重视文献知识

产权，写好文献综述，在此基础上，写出开题报告，经导师审核通过者方可进入学位论文工作。  

六、提前攻博  

    为使创新拔尖人才脱颖而出，鼓励优秀的硕士研究生提前攻博。提前攻博的相关条件和实施办法按照

《华东理工大学关于优秀硕士生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  

七、论文发表  

    按照《华东理工大学药学院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成果要求的暂行规定》执行。对学术型硕

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位论文作如下原则性规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申请硕士学位前须至少在国内外

核心期刊或国际学术会议（不含双边学术会议）上发表与学位论文内容有关的学术论文（不含摘要和综述

文章）1 篇或申请专利 1 项。国内核心刊物的界定以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的《中文核心刊物要目总览（最

新版）》为准。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需经药学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学术论文须以“华东理工大学”为第

一署名单位，研究生署名必须前两位，1 篇学术论文只能用于 1 名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但所发表的论文

内容不得同时出现在其他署名者的学位论文研究内容中。研究生和论文通讯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均需为

“华东理工大学”。交叉学科共同第一作者的 SCI 论文允许共同第一作者同时使用。  

八、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是硕士生基础理论知识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具体体现，是硕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 

  研究生从事学位论文的工作内容及其所产生成果的知识产权属华东理工大学。与外单位联合培养研究

生或联合开展学位论文的，根据合作合同判定。 

  学位论文的评阅、答辩和学位申请与授予等工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华

东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规定进行。 

华东理工大学农药学二级学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36 学分，4 个学习单元内完成) 

学习单元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位课

必修/ 

选修

学时/

学分 １ ２ ３ ４

1.公共课(学位课) ，≥8学分 

009M010100A001 自然辩证法概论（理科） 学位课 必修课 18/1  √   

009M030500A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学位课 必修课 36/2 √    

011M050200A009 国际英语交流 学位课 必修课 16/1   √ √

011M050200A010 高级英语阅读 学位课 必修课 16/1 √    

011M050200A011 学术英语写作 学位课 必修课 16/1  √   

006M070100A001 数理统计方法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   

006M070100A002 最优化方法 

三选一或在

专业核心课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   



006M070100A003 计算方法 中补足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     

2.专业核心课 (学位课) ，≥12 学分 

018M090401B116 农药化学 学位课 必修课 64/4 √ √   

018M090401B141 农药合成工艺实践 学位课 必修课 64/2  √ √ √

018M090401B118 农药生物测定技术 学位课 必修课 48/2  √   

018M090401B139 农药合成反应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   

018M090401B001 农药生物学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018M090401B140 农药分子作用行为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   

018M090401B003 生物农药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   

018M090401B142 农药环境行为及风险评估 学位课 选修课 32/2 √    

3.专业选修课(非学位课) ，可以多选数学、学位课、其它专业学位课和非学位课，满足总学分 

018M090401C143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018M090401C144 植物病理学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018M090401C145 昆虫生理生化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018M090401C146 农药分子设计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018M100701B111 药物波谱解析 非学位 选修课 48/3   √ √

018M100701C115 高等有机化学 非学位 选修课 48/3 √ √   

018M100701B128 现代仪器分析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   

018M081704C137 工艺安全管理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018M081704C138 产品安全监管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4.综合素养课(非学位课) ，≥4 学分 

014M040300D002 健身（必修） 非学位 必修课 16/1 √ √ √ √

009M010100D003 科学导论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009M030500D001 科研道德与科学研究规范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015M030101D001 专利实务 

至少

选修

1 学

分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017M120500D018 文献检索与检索案例研究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012M120100D002 思危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2013 版)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   

012M120200D002 创新创业领导力及执行力(2013 版)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   

013M050400D002 创新设计学(2013 版)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   

009M010100D004 科学研究与实践(2013 版)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010M030301D001 公益创业(2013 版)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

012M120200D003 创业财务(2013 版)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

012M120200D005 创新创业经典导读(2013 版)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

012M120200D004 商务沟通(2013 版) 非学位 选修课 16/1    √ √

012M020200D004 创新思维与执行力(2013 版) 非学位 选修课 32/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