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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承担

着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高水平人才的重要任务，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的重要驱动力。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尤其是农林院校研究

生教育国际化程度很低，主要表现在： 

1.具有海外交流经历的研究生规模很小。虽然国家对研究生出国

交流的财政投入在逐年增加，但是由于海外交流成本很高，受众面仍

然很小，出国交流人数占研究生总人数比例仍然很低，农林学科研究

生的国际化交流程度更弱，急需提高。   

2.研究生校园国际化交流氛围不浓厚。研究生绝大部分为中国本

土学生，只有不到 5%的研究生为留学生，校园内国际化学术交流平

台很少，难以形成多元文化共存的校园氛围。    

3.研究生课程国际化程度不高。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实施缺乏国际

化理念，全英文课程建设不成体系，不能满足人才培养需求，农林学

科的研究生国际交流综合素质和一流高校相比处于弱势。 

4.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制度机制不完善。学校研究生国际化教育尚

处于发展阶段，各级管理部门权利义务不明确，认识不一致，国际化

运作机制不成熟。 

二、国际化培养体系构建 

南京农业大学党委十届十三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建设世界一

流农业大学的发展目标，以世界一流、中国特色、南农品质的有机结

合为发展理念，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构建与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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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的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体系，是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重要途

径。 

近年来，在学校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推动下，我校研究生教育以培

养具有国际视野及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理念为引领，突破传统的

“小规模、贵族式”国际化教育方式，积极探索新路径，在理念、形

式和内容上做出转变，探索“大规模、大众化”的研究生国际化教育。 

突破传统,双管齐下，扩大本校研究生“派出”和国外学生“请

进”规模。创新国家公派选派机制、设立校级短期出国访学和研究生

国际学术交流基金、设立直博生国外访学计划，扩大优秀研究生到国

际农林优势学科交流学习规模；举办国际农林院校研究生国际学术会

议，为农林学科研究生建立了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逐步提升留学生

招生规模和培养水平，为校内研究生提供不出国门的国际交流机会。 

 

 

 

 

 

 

 

 

 

 

 

图 1  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体系创新与实践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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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多所世界顶尖涉农大学课程设置，结合自身学科特点，建立

与世界接轨、体现农林院校特色的全英文课程体系，多措并举，切实

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三、国际化培养体系构建经验与措施 

（一）加强研究生国际化培养，多形式多渠道不断扩大研究生出

国学术交流规模 

为拓宽研究生国际视野，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

选派优秀研究生到国际一流高校进行学术交流或者开展科学研究，是

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体系构建最行之有效的途径。 

1.创新公派研究生选派机制，扩大国家公派研究生派出规模 

2012 年我校在全国首创公开遴选答辩会制度，组织申报研究生

开展全英文答辩，邀请专家现场遴选，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充分肯定，

作为典型经验全国推广。我校派出规模不断扩大，派出质量逐年提高，

录取率显著提升。 

2.首创全英文直博生学术论坛及海外访学新模式 

每年组织农业与生命科学五年制直博生全英文学术论坛，遴选优

秀直博生参加短期海外访学，访问的学校包括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斯坦福大学、悉尼大学等世界著名涉农高校。  

3.率先设立国际交流专项基金，资助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制定《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基金资助管理办法（试

行）》，资助研究生赴境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国际竞赛，鼓励研究生

在国际会议上作学术报告，参与国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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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启动优秀研究生短期出国访学交流项目 

调研多所高校研究生短期出国访学项目的实施情况，形成完整的

调研报告，经专家论证、校学位会审议，我校决定设立研究生短期出

国访学交流项目，制定《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短期出国访学交流基金

资助管理办法（试行）》，资助研究生赴海外短期访学交流 3-6 个月。 

5.利用校际院际国际合作，开发“双学位”“联培”项目 

在国家公派、学校派出资助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积极开发双学

位项目、交换留学项目等，拓展研究生联合培养渠道。通过法国巴黎

高科"50 名中国工程师项目"、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硕士项目、"1+2+1

中美人才培养计划项目"及与日本千叶大学、宫崎大学和韩国庆北大

学的学生交换项目，每年派出研究生赴法国、荷兰、美国、日本和韩

国等国留学；食品科技学院与法国里尔大学开设硕士“2+2 双学位项

目”，每年遴选推荐 3-5 名学生赴法国 2 年+南农 2 年，攻读里尔大学

工程硕士和南农工学硕士；公共管理学院参与欧盟 Erasmus Mundus

计划的 IMRD 项目及 ALFABET 项目，每年有一位研究生通过该项目

出国联合培养。 

（二）开创以研究生为主导者的国际学术会议，营造校园国际交

流氛围 

    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由我校 “植物科学”、“动物科学”、“生物

与环境”、“食品与工程”、“人文社会科学”五大学部轮流举办，学术

会议由研究生主导组织，邀请海外一流涉农高校研究生来我校学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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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充分发挥学科和导师优势，邀请知名学者担任点评专家，保证会

议学术交流的高质量。 

2014 年 10 月，我校第一届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开幕，由人文社

会科学学部承办，以“多视角的农业未来”为主题，吸引了来自美国

康奈尔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美国普度大学、德国哥廷根

大学、日本京都大学、荷兰瓦格宁根大学等国外知名高校 20 名研究

生，及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国内一流涉农

大学的 10 多名研究生参与交流。 

在第一届会议成功举办的基础上，2015 年 10 月，开展了以“农

业与生活”为主题的第二届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由植物科学学部承

办，会议共邀请了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康尼迪

格大学、荷兰瓦格尼根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 11 所国外知名农

业高校的研究生 19 名，以及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和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的 3 所兄弟院校研究生 5 名参与交流。 

两届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都是由校研究生会具体承办，从主题设

计、邀请函发送、会务细节、活动安排等全部由研究生们自己筹备策

划，并直接与国外师生沟通、对接、交流，我校共有 600 名研究生参

与其中，在充分交流和互相接触中，锻炼了他们的语言表达、掌握外

事接待规则、拓宽国际视野。 

目前我校国际学术会议历经两届的举办，日趋常态化、特色化、

品牌化。 

（三）建设研究生全英文课程体系，为国际化教育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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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文课程体系建设是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的重要环节。通过前期

充分调研，学校决定按“植物科学”、“动物科学”、“生物与环境”、

“食品与工程”、“人文社会科学”五大学部分类分步推进研究生全英

文课程体系建设。设立全英文课程建设专项资金，分三期建设 100 门，

建设周期三年。制定研究生修读全英文课程奖励学分政策，鼓励研究

生选修全英文课程。定期对立项的全英文课程中期考核，验收全英文

课程开设效果。 

在全英文课程体系建设过程中，确立学院在课程申报和建设中的

主体地位，强化学院责任和权力，发挥学院整体设计、宏观调控、质

量把关职能；同时，注重加强国际化课程教学队伍的建设，师资引进

与师资培养相结合，形成了一支梯队结构合理、人员稳定、教学水平

高、教学效果好的国际化课程教学团队；重视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的

改革，强化教学过程与教材建设，树立品牌意识，吸收先进的国际化

教学理念，注重师生互动，突显研究生教学课堂效果；推进网络课程

建设，结合“南京农业大学课程中心”平台实现课程网络化，实现资

源共享，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平台。 

截止目前，我校共开设全英文课程 56 门，为研究生国际化培养

体系构建提供了有力支撑。现有全英文课程目录详见下表。 

 表 1  南京农业大学全英文课程目录及师资  

学部 学院 
建设

单位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师资队伍 

植物

科学 

农学

8 门 

学校 作物分子育种学 Crop Molecular Breeding  
洪德林、严远鑫、刘玲

珑、E.Charles Brummer 

学院 表观遗传学 Epigenetics 
杨东雷、陈增建、

James A. Birch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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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ing Jiang 

学院 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The basic experiments in 

molecular biology 
张红生 

学院 植物遗传育种研究前沿 
Research advances in plant 

genetics and plant breeding 
王秀娥 

学校 生物统计学 Biostatistics 

李艳、王春明、邢光南、

李 凯 、 JUSTIN O. 

BOREVITZ 

学校 生物信息学 Bioinformatics 

黄 骥 、 鲍 永 美 、

Weixiong Zhang、 

Xinbin Dai 

学院 作物生产技术研究进展 
Advances in new techniques 

in crop production 
刘正辉 

学校 农业遥感原理与技术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of 

remote sensing in 

agriculture 

程涛、姚霞 

植保

3 门 

学院 高级植物病理学 Advanced Plant Pathology 
郭 坚 华 、 Douglas 

I.Rouse 

学校 昆虫分子生物学 Molecular Biology 
刘泽文、夏爱、Zhijian 

Jake Tu 

学院 昆虫基因组学 Pest genomics 李飞 

园艺

4 门 

学院 园艺植物生物技术 
Horticultural plant 

biotechnology 
陈劲枫 

学校 园艺科学研究技术 
Research on technology of 

Horticultural Science 

娄群峰、柳李旺、李英、

Ir.Guusje Bonnema 

学院 现代蔬菜科学 Modern vegetable sciences 柳李旺 

学校 高级园艺作物栽培学 
Advanced Horticultural 

Crops Cultivation  

高志红、Merwin Ian 

Alexander 、 Suping 

Zhou 

动物

科学 

动科

5 门 

学院 动物生物技术 Animal biotechnology 石放雄 

学校 高级动物营养学 Advanced Animal Nutrition 

朱 伟 云 、

Erwin.G.Zoetendal 、

Guoyao Wu 

学院 动物营养研究进展 
Advance of Animal 

Nutrition Research 
朱伟云 

学校 内分泌学 Endocrinology 姚文 

 学院 营养生理研究进展 
Animal Nutritional 

Physiology 
沈赞明 

动医

4 门 

学校 基因工程 Genetic Engineering 
YONG SAM JUNG、曹

瑞兵、钱莺娟 

学校 现代动物生物化学 
Modern Animal 

Biochemistry 
刘斐、苗晋锋、张源淑 

学院 生物科学研究前沿 Frontiers in life sciences 赵茹茜 

学院 禽类应激与神经生物学 Avian stress and neural Wayne J.Kuenz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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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y 

渔业

6 门 

学院 水产动物育种技术 
Aquatic animal breeding 

technology 
朱健 

学院 水产动物增养殖技术 
Aquatic animal culture & 

enhancement technology 
尤洋 

学院 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 Fish Nutrition and Feed 刘波 

学院 水产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Aquatic product safety and 

quality control 
吴伟 

学院 水产动物病害及防治 
Aquatic animal disease and 

control 
习丙文 

学院 渔业环境保护 
Fishery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nd protection 
孟顺龙 

生物

与环

境 

资环

3 门 

学校 高级植物营养学 Advanced Plant Nutrition 
徐国华、朱毅勇、Allen 

Good、Tony Miller 

学校 高级生态学 Advanced Ecology 
胡水金、郭辉、Lorne 

M. Wolfe 

学院 有机肥与土壤微生物 
Organic fertilizer and soil 

microorganism 
沈其荣、李荣 

生科

4 门 

学校 现代生物化学 Modern Biochemistry 

沈文飚、Diana Bellin、

Evan Evans、Lorenzo 

Lamattina、Frank Van 

Breusegem 、 Christine 

Helen Foyer 、 Seygey 

Shabala 

学校 现代植物生理学 Modern Plant Physiology 

蔡庆生、甘立军、

Jeffrey Francis David 

Dean 、 Chaofu Lu 、

Scheller HV 、 Jim 

Whelan 

学校 高级微生物学 Advanced Microbiology 蒋建东、Jim C.Spain 

学校 细胞生物学 Cell Biology 

鲍依群、梁永恒、章文

华 、 Sebastian 

Bednarek 、 Inhwan 

Hwang 、 Henrik V 

Scheller、Chris Hawes 

食品

与工

程 

食品

4 门 

学校 食品营养与化学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in Food 

Nutrition and Chemistry 
吴涛 

学校 食品加工与检测新技术 
Novel Food Processing and 

Inspection Technologies 
屠康、Changying Li 

学校 现代食品生物技术 
Advance in Food 

Biotechnology 

屠康、Ray Rodriguez、

Karen McDonald 

学院 
农产品加工与贮藏技术

研究进展 

Advances in processing and 

storage technology of 

agricultural produces 

郁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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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

2 门 

学校 农业工程研究专题 
Advanced Research in 

Agricultural Eugineering 

姬长英、Allen David 

McHugh 

学校 高等农业机械学 
Advanc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姬长英、Heping Zhu 

人文

社科 

经管

6 门 

学校 高级宏观经济学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田旭、张望、Xiaohua 

Yu 

学校 高级计量经济学 Advanced Econometrics I 
易福金、田曦、Ximing 

Wu 

学校 高级微观经济学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孙顶强、Calum Turvey 

学校 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 
Applied Economics 

Research Methodology 
徐志刚、Xi Chen 

学院 市场调查和 SPSS 分析 
Agricultural Market 

Research and Analysis 
刘爱军 

学院 
农产品供应链和质量管

理 

Agrifood supply chain and 

quality management 
韩纪琴 

公管

4 门 

学校 公共管理学 
Science of Public 

Management 

向玉琼、姜海、Dali 

Yang 

学校 管理学研究方法论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Management Science 
陈会广 

学院 
城市与土地利用规划原

理 

Principles of urban and land 

use planning 
吴未 

学院 
资源环境经济与土地资

源管理研究进展 

Progress i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冯淑怡、石晓平 

人文

1 门 
学院 科技史研究 

Studies o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王思明 

金融

1 门 
学校 高级公司金融 

Advanced Corporate 

Finance 
董晓林、Carol Padgett 

国教

院 

公共

课 1

门 

学校 中国农业概论 
An Introduction on Chinese 

agiculture 
张红生 

在现有的全英文课程基础上，为满足各学科研究生培养对全英文

课程的需求， 2016 年筹备开展 30 门全英文课程建设，努力建成覆

盖全校所有学科、若干个整专业的全英文课程体系。 

四、成果影响与推广 

1.创新研究生选派机制，研究生出国规模及质量逐年增加，全面

拓宽了研究生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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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英文答辩遴选，保证了选派研究生的质量。2015 年我校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项目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总

录取率为 92%，大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高校中位居前列。 

 

图 2 近五年我校公派研究生录取情况 

此外，2011 年以来，我校通过遴选共派出研究生赴境外交流 375

人次。其中直博生海外访学 96 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99 人，短期

学术交流 80 人。大部分研究生从国外归来均发表了高水平论文，90%

以上留在国内外农业高等院校工作，成为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优秀

青年领军人才。其中，我校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吴巨友，毕业后

留校工作，现为园艺学院教授、副院长，南京市第十一届“南京市十

大杰出青年”入选者，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公派联合培养

博士生方磊，回国后以共同第一作者在 SCI 期刊《 Nature 

Biotechnology》IF=41.514 上发表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入选 2015 年江

苏省优秀博士论文。 

2.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扩大了农林学科海外影响力，为农林高

校研究生打开了国际交流窗口 



 11 

在校内举办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把校园变成国际学术活动的主

场，更大范围的扩大研究生国际学术活动的接触面和受益面；从参与

者到组织者身份的转变，从主人翁的角度实践全过程，真正锻炼了研

究生的外事实践和组织能力；会议结束后，国内外研究生依然保持着

持续、深入的交流联系。 

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历经两届成功举办，为研究生搭建了一个高

水平的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促进了我校与农林学科兄弟院校、国际

高校的涉农领域研究生深度交流，增强了研究能力和国际交流能力，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国际一流农业高校的学科、导师对我校研究生

国际学术会议日益关注，积极推荐海外研究生参加会议交流。投稿《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文章《国际化语境下高校举办研究生国际学术

交流活动的经验与启示 —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学术交流活动国际化

探索》已进入三审。 

    3.建立与世界接轨、体现农林院校特色的全英文课程体系，在兄

弟院校中示范推广 

“学术学位研究生全英文教学改革实践与研究”被江苏省教育厅

批准为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教育教学改革重点建设项目，在项目中期

检查中，受到专家高度评价，并建议在省内高校甚至全国农林高校中

示范推广。 

截止目前，共开设全英文课程 56 门，每个重点学科均有 2-3 门

全英文课程，选课面广人数多，每年的选课人数均超过 1000 人次，

为研究生全英文学术交流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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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师资的“引进”与“派出”，共聘请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戴维

斯分校、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英国利兹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比

利时根特大学等的外籍教师 43 位，派出青年教师 29 位，全面提升了

全英文课程的授课质量和课堂效果，深受研究生们欢迎，63%的学术

型研究生选修了全英文课程。 

《高级植物营养学》课程已成为教育部“2013 年度来华留学英语

授课品牌课程”。《有机肥与土壤微生物》、《高级生态学》、《农业遥感

原理与技术》、《高级微观经济学》4 门课程入选 2014 年江苏省高校

省级英文授课精品课程，入选课程数列全省第 2 位，《高级宏观经济

学》入选 2015 年江苏省高校省级英文授课精品课程。 

4.研究生教育成果突出，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成果最终反映在学生培养成效上。博士生为第

一作者发表的 SCI 论文占全校的 70% 左右，人均 SCI 收录论文篇数

逐年上升，由 2005 年 0.4 上升到 2015 年 1.5；SCI 单篇累计平均影

响因子从 2012 年的 3.0 上升到 2015 年的 4.4；近五年，SCI 单篇最

高影响因子均在 10.0 左右，SCI 累计最高影响因子有 3 年均突破了

20.0。 

2013 年 12 月，周峰博士以第一作者在国际顶尖杂志《Nature》

（IF=38.597）发表科研论文，这是我校第一篇以 Article Research

形式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发表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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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近五年我校研究生 SCI论文发表平均情况 

 

 
图 4 近五年我校研究生 SCI论文发表单篇最高及累计最高情况 

2000 年以来，累计共获全国优博 12 篇，提名 14 篇，尤其是

2011-2013 年，连续获得全国优博 6篇，提名 5 篇，在农科院校中名

列前茅；我校博士学位论文已连续三年在国家抽检中全部合格；

2011-2015 年累计获得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 41 篇，江苏省优秀硕士

论文 63 篇。2011 年至 2015 年间，获得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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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 617项。 

5.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成效受到各界认可和媒体报道 

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体系创新与实践实施几年以来，研究生国际交

流规模不断扩大，国际交流水平不断提升，扩大了我校研究生的海外

影响力，更深层次的推进了导师、学科、学校与国外一流涉农高校的

国际交流与科研合作，也受到了国内农林院校的广泛关注，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西南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扬州大学、中

国农科院、河北农业大学等众多高校来校交流经验。 

江苏省教育频道《教改再扬帆》节目专题报道我校研究生高层次

人才培养改革成效，强调了拓宽国际视野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高层

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肯定了我校设立专项基金资助研究生海

外访学的系列举措；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反响，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多家社会媒体对其进行了关注报道，

在国内外农林高校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全英文课程体系建设模式，受

到江苏省教育厅有关领导的高度赞扬，认为我校国际化进程走在江苏

省的前列。 

2012 年，国际食品与农业企业管理协会（International Food and 

Agribusiness Association, 简称 IFAMA）第 22 届年度论坛与研讨会上，

我校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刘明轩、姚倩茹、颜一炜带领本科生雨晨、

陆五一同学组成的南京农业大学代表队在案例竞赛决赛中战胜美国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普渡大学和加拿大圭尔夫大学代表队，勇夺桂冠，

在全球同行和食品、农产品加工行业面前为南农争得了巨大的荣誉，



 15 

也为中国学生争得了巨大的荣誉。 

2015 年，马拉维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马拉维日报》上连续

四期报道了我校渔业学院 1 位来自马拉维的留学生 SAUKANI 

ANDREW 在中国读研的真实故事，他谈到非常喜欢南京农业大学的

国际化氛围。 

6.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体系日趋完善，国际化培养理念深入人心 

通过学习吸收先进经验，结合学校特色和国际化发展战略，明晰

校院两级权利，充分调动学科和导师积极性，在全校牢固树立了研究

生国际化培养理念。 

研究生申请国家公派项目积极性高，申请人数达到选派名额的 2

倍；研究生报名校园国际学术会议、全英文学术论坛的热情日益高涨，

对全英文的学术交流活动关注度不断提高。导师自身出国交流及资助

研究生出国的人数逐年增多。各部门的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注重与国

外高校的联系对接，积极搭建研究生国际合作交流平台。研究生、导

师及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的国际化培养理念全面提升，形成了研究生

国际化培养体系创新与实践长效发展的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