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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

简介

 南京农业大学建于 1902 年，拥有 110 余年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农业高等教育、研究和

推广工作的拓荒者，也是中国首个开设四年制农业本科教育的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南农）是一所教育部直属的多学科全国重点大学。学校以农业

和生命科学为优势和特色，农、理、经、管、工、文、法学多学科协调发展。

 南京农业大学拥有五大学部，植物科学学部、动物科学学部、生物与环境学部、食品与

工程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南京农业大学拥有 64个本科专业、103个硕士专业和 53

个博士专业。目前全日制本科生 17000 余人，研究生 9000 余人， 教职员工 2,700 余

人。 自 2017 年以来，来华攻读学位和非学位课程的国际学生规模已超过 1000 人。

如今的南农:

 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之一。

 在 2017 年 12 月第四轮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学校共有 7 个学科获评 A 类 ( A+：

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农林经济管理； A ：公共管理；及 A-：食品科

学与工程、园艺学)。其中有 4 个 A+学科，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 11 位。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9 年最新发布的“全球最佳农业科学大学”排名中，南

农位居第 9 位。

 根据 2020 年 QS 世界大学科目排名，南农在农业和林业方面排名第 26 位。

 学校的农业科学、植物与动物科学、环境生态学、生物与生物化学、工程学、微生物

学、分子生物与遗传学、化学等 8 个学科领域进入 ESI 学科排名全球前 1%，其中农

业科学、植物与动物科学等 2 个学科进入前 1‰，跻身世界顶尖学科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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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置

序号 学院 专业代码 本科项目 专业代码 硕研项目 专业代码 博研项目

1 农学院

090101 农学 071007 遗传学 071007 遗传学

090105 种子科学与工程 09010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09010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0901Z1 农业信息学 0901Z2 种子科学与技术

095131 农艺与种业(专业学位) 0901Z1 农业信息学

095136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专业学位) 0710Z1 生物信息学

2 草业学院
090701 草业科学 090900 草学 090900 草学

095131 农艺与种业(专业学位)

3
动物科技

学院

090301 动物科学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0905Z2 动物生物工程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0905Z1 动物生产学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0905Z2 动物生物工程 0905Z1 动物生产学

095133 畜牧(专业学位)

4
人工智能

学院

080714T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801 自动化 085400 电子信息(专业学位)

080717T 人工智能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0903 网络工程

080910T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
经济管理

学院

120301 农林经济管理 020205 产业经济学 020202 区域经济学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020206 国际贸易学 020205 产业经济学

120202 市场营销 025400 国际商务(专业学位) 020206 国际贸易学

120801 电子商务 095137 农业管理(专业学位) 120301 农业经济管理

120201K 工商管理 120202 企业管理 1203Z1 农村与区域发展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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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专业代码 本科项目 专业代码 硕研项目 专业代码 博研项目

120301 农业经济管理

125100 工商管理(专业学位)

6 工学院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082801 农业机械化工程

082302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082803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082303 农业电气化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082804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080205 工业设计 080204 车辆工程

081801 交通运输 082801 农业机械化工程

080203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082803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080207 车辆工程 082804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085500 机械(专业学位)

7 金融学院

020301K 金融学 020204 金融学 020204 金融学

120203K 会计学 025100 金融(专业学位)

020304 投资学 120201 会计学

125300 会计(专业学位)

8
无锡渔业

学院

090601 水产养殖学 090801 水产养殖 071004 水生生物学

090803 渔业资源 090800 水产

095134 渔业发展(专业学位)

9
食品科技

学院

082701 食品科学与工程(中/

英)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0827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086000 生物与医药

083001 生物工程 095135 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学位)

10
外国语学

院

050201 英语 050200 外国语言文学

050207 日语 055100 翻译(专业学位)

11 园艺学院

090102 园艺 083400 风景园林学 090201 果树学

090502 园林 090201 果树学 090202 蔬菜学

100801 中药学 090202 蔬菜学 090203 茶学

090106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090203 茶学 0902Z1 观赏园艺学

082803 风景园林 0902Z1 观赏园艺学 0902Z3 设施园艺学

090107T 茶学 0902Z3 设施园艺学 0902Z2 药用植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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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专业代码 本科项目 专业代码 硕研项目 专业代码 博研项目

095131 农艺与种业(专业学位)

095300 风景园林(专业学位)

100800 中药学

105600 中药学(专业学位)

12

人文与社

会发展学

院

120901K 旅游管理 030107 经济法学 071200 科学技术史

030301 社会学 030301 社会学

120401 公共事业管理 030304 民俗学

120302 农村区域发展 035200 社会工作(专业学位)

030101K 法学 071200 科学技术史

130301 表演 095138 农村发展(专业学位)

120203 旅游管理

13
信息管理

学院

0120103 工程管理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0500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0120701 工业工程 120501 图书馆学

0120602 物流工程 120502 情报学

0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25500 图书情报(专业学位)

125601 工程管理(专业学位)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学位)

14
生命科学

学院

071002 生物技术(中/英) 071001 植物学 071001 植物学

071001 生物科学 071002 动物学 071002 动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071008 发育生物学 071008 发育生物学

071009 细胞生物学 071009 细胞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86000 生物与医药

15
植物保护

学院

090103 植物保护 090401 植物病理学 090401 植物病理学

090402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090402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090403 农药学 090403 农药学

095132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学位)

16
马克思主

义学院

010100 哲学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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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专业代码 本科项目 专业代码 硕研项目 专业代码 博研项目

17
公共管理

学院

120404 土地资源管理 120401 行政管理 120401 行政管理

070503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120402 行政管理 120404 社会保障 120404 社会保障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20403 劳动与社会保障 125200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18

资源与环

境科学学

院

071004 生态学 071300 生态学 090300 农业资源与环境

090201 农业资源与环境 083001 环境科学 071300 生态学

082502 环境工程(中/英) 083002 环境工程 0828Z1 环境污染控制工程

082503 环境科学 085700 资源与环境(专业学位)

090301 土壤学

090302 植物营养学

095132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学位)

19 理学院

0701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070100 数学 0710Z3 天然产物化学

071201 统计学 070300 化学 071011 生物物理学

070302 应用化学 071011 生物物理学

085600 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

20
动物医学

院

090401 动物医学(中/英) 090601 基础兽医学 095200 兽医

090402 动物药学 090602 预防兽医学 090601 基础兽医学

090603 临床兽医学 090602 预防兽医学

095200 兽医(专业学位) 090603 临床兽医学

注: 申请专业学位硕士项目前需咨询相关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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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简介

• 中国政府奖学金自主招生项目

项目简介

中国政府奖学金高校研究生项目是中国教育部资助的全额奖学金项目，用于部分中国高

校自主招收优秀国际研究生来华学习。中国教育部委托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留学基金委”）负责该项目来华留学生的招生审批及日常事务的管理工作。受教育部

的委托，南京农业大学承担执行该项目，负责招收优秀国际学生来校攻读硕士和博士学

位。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sc.edu.cn/Laihua/indexen.aspx。

资助办法

类型: 全额奖学金

 免除学费；

 住宿：免费在校住宿或发放住宿补贴（硕士生：人民币 700 元/月; 博士研究生：人

民币 1,000 元/月）;

 生活费：硕士研究生：人民币 3,000 元/月； 博士研究生：3500 元人民币/月;

 综合医疗保险

* 对于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生项目，请联系学校咨询。

• 南京市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项目简介

为增强南京高等教育的国际吸引力，吸引和鼓励更多优秀外国留学生来南京高校学习和

从事科学研究，扩大我市留学生招生规模，提高留学生层次，增进留学生对南京市的了解

和友谊，特设立 “南京市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coie.njau.edu.cn.

资助办法

类型：部分奖学金

 研究生：20,000 元人民币；

 本科生：10,000 元人民币；

 非学历生：5,000 元人民币；

 奖学金期限：一学年

http://www.csc.edu.cn/Laihua/indexen.aspx
http://coie.nj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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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农业大学国际学生奖学金

项目简介

该校级奖学金面向南京农业大学来华留学生，旨在奖励品学兼优的国际研究生。

资助办法

类型：全额奖学金

 免除学费；

 住宿：免费在校住宿或发放住宿补贴，每年 10,000 元人民币；

 生活费：人民币 1,500 元/月；

 综合医疗保险

类型：部分奖学金

 免除学费

自费生收费标准

学费: 详见下表。

项目名称

学生类

别 学制

授课

语言

文科

类

理科类、工

科类、农科

类

医学类、艺术

类、体育教学

类

报到时

间

学历教育 本科 4-5 年 中文 20000 22000 33000

九月初

英文 24000 26000 39000

硕士 2-3 年 中文 24000 26000 39000

英文 28000 30000 45000

博士 4年 中文 30000 33000 49000

英文 34000 37000 50000

非学历教

育（长期

生）

普通进

修生

0.5-1

年

中文 20000 22000 33000

英文 24000 26000 39000

高级进

修生

0.5-1

年

中文 24000 26000 39000

英文 28000 30000 45000

研究学

者

0.5-1

年

中文 30000 33000 49000

英文 34000 37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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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费:依教材实际价格计算

住宿:双人间 650 元/月(2017 年价格标准)。每个房间和宿舍公共区域都配备了必要的现代

化住宿设施。

录取要求

1. 申请条件

 学历项目

学生类型 要求

本科生项目

获有高中文凭；

成绩良好；

身体健康；

年龄不大于 25 岁。

硕士研究生项目

获有相关学士学位证书；

成绩良好；

身体健康；

年龄不大于 35 岁。

博士研究生项目

获有相关硕士学位证书；

成绩良好；

身体健康；

年龄不大于 40 岁。

 非学历项目

学生类型 要求

进修生

获有相关学士学位(同等学力)证书；

成绩良好；

身体健康；

年龄不大于 45 岁。

研究学者

获有相关硕士学位及以上/副教授职称；

成绩良好；

身体健康；

年龄不大于 5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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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语言要求

授课语言 要求

汉语授课专业 本科生学历项目及其它汉语授课项目的申请人需达到 HSK5 级

英语授课专业

1.来自英语母语国家（或）；

2.在英语国家至少学习一年（或）；

3.雅思有效分数不低于 6.0 分 /托福有效分数不低于 80 分（接收

Mybest Scores，学校 DI code:C702）。

3. 申请材料

申请人应按要求递交以下材料:

材料名称 要求

第 1经本人签字的奖学金申请表 汉语/英语；

第 2南京农业大学学习申请表 汉语/英语；

第 3签证申请表格 汉语/英语；

第 4经公证的最高学位学历证书

应届毕业生请提供在学证明；

如果原件非英语/汉语，请额外提供已公证的英语/

汉语翻译版本。

第 5经公证的最高学位成绩单
如果原件非英语/汉语，请额外提供已公证的英语/

汉语翻译版本。

第 6来校学习/研究计划
汉语/英语；

字数不少于 800 字；

第 7两封推荐信

研究生学位/非学位课程申请人必须提供；

汉语/英语；

只能由教授/副教授撰写；

第 8导师接受意向书

研究生学位/非学位课程申请人必须提供；

接受意向书必须有相应学科的博/硕士生导师签字

同意，否则视作无效。

第 9 来华体检表

只可以使用《外国人体格检查表》；

汉语/英语；

所有内容需由正规医院医生填写完成；

体检结果具有六个月时限，请妥善安排体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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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有效的语言水平证书 提供有效的语言水平证书。

第 11 无犯罪记录证明
申请人如无法提供此文件，可与所申请高校协商签

署无犯罪记录承诺，以代替无犯罪记录证明。

第 12 有效护照复印件和相关居留证

件

提供有效护照复印件和相关居留证件。父母双方或

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的本科项目申请者还

需提供4年（含）以上有效的外国护照或国籍证明

文件，以及最近 4年（截至入学年度的4月 30日

前）在外国实际居住2年以上的记录（一年中实际

在外国居住满9个月可按一年计算，以入境和出境

签章为准）。

第 13 其他材料

护照尺寸个人照片；

已发表的科研成果（第四作者及以上不用提交）；

海外研究经历证明及成果。

请注意:

第 2，第 3，第 8和第 9号材料所使用表格可在直接学校申请系统中下载；

奖学金生需提交第 1至第 11 号材料；

自费生需提交第 2至 11 号材料。

如何申请

第一步. 选择合适专业;

第二步. 寻找合适导师，联系并获得导师接受意向书（研究生层次项目）.

第三步. 准备其他申请材料； *请参考申请材料清单。

第四步. 注册并在学校在线系统提交申请，地址：https://njau.at0086.cn/StuApplication/Log

in.aspx 。

第五步. 支付申请费： 500 元人民币或 80 元美金。在转账至南京农业大学账户时，请备

注个人姓名和护照号，并在当天或次日将汇款回执单发送至 admission@njau.edu.c

n。申请费一经汇出，概不退款。

汇款账户信息

1）汇款币种：人民币

账户名：南京农业大学

账号：4301010609001097041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孝陵卫支行

2）汇款币种： 美金

账户名: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支行名称：Bank of China Nanjing Mei Hua Shan Zhuang Sub-Branch

https://njau.at0086.cn/StuApplication/Login.aspx
https://njau.at0086.cn/StuApplication/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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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 802632803908093014 Swift 代码: BKCHCNBJ940

校园生活及设施

学校设施齐全，能满足国际学生日常生活需要，包括银行、超市、快递公司、医院、照

相馆、复印店等。学校设施有体育馆、乒乓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羽毛球馆等，

学院经常组织文体活动和观光活动。部分设施需收费使用。

联系方式

南京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来华留学招生办公室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卫岗 1号邮编:210095

电话: +86-25-84399571, +86-25-84399117

传真: +86-25-84396196

电邮: admission@njau.edu.cn

学校网址: http://english.njau.edu.cn

国教院网址: http://coieen.nj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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