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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概况简要描述 (主要包括学科内涵、研究内容)

肿瘤生物学是研究肿瘤发生、发展、转移等恶性行为的分子机制,以及如何

进行早期诊断与治疗的生物科学。肿瘤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多因素作用、多基因

参与、经过多个阶段演化,最终形成的极其复杂的生物学现象。本学科主要以生

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技术研究肿瘤学问题 ,

主要研究内容涵盖三个方向:肿瘤干细胞、肿瘤免疫学、和肿瘤组学。ψ申瘤干细
胞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干细胞异质性以及在组织损伤中的可塑性;2)肿瘤

干细胞和微环境是如何相互作用,以 及它们的相互依存关系;3)针对肿瘤干细胞

治疗的药物筛选。肿瘤免疫学研究肿瘤的抗原性、机体的免疫功能与肿瘤发生、

发展的相互关系、肿瘤的免疫诊断和免疫治疗技术。肿瘤组学的研究主要包括基
因组学 (Gcnomics),蛋 白组学 (Protcinomics),转 录组学【transcriptomics),代 谢
组学 (Metabolomics),表 观修饰组学等,通过多组学数据的系统整合和深度挖掘,

结合多样的临床数据,研究如何对肿瘤疾病进行精准分型和个性化的精准治疗。



 

该学科学术带头人和学术梯队简介 

   

学术带头人简介：丰明乾，男，1974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

NIH客座研究人员，湖北省“楚天学者”（楚天学子），美国肿瘤学会会员，中

国转化医学学会-云南省分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肿瘤治疗性抗体和

CAR-T。2015年 12月从美国 NIH回国，创立肿瘤免疫学实验室，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专项、企业横向合作基金等多项。以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在 PNAS，J Cancer，FEBS Letters 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申请 PCT国际专利 2项，其中靶向肝癌的人源抗体 HN3正在走向临床测试。 

 

学术骨干：张利生，男，1975年生，博士，博士生导师，中组部“千人计划

（青年）”专家，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楚天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为肝肠干细胞，肿瘤发生机制以及药物研发。曾多年在美国医学院

或医学研究中心从事相关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持承担多项国家级、省部

级科研项目。以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在 Hepatology, Autophagy, Oncotarget, 

Mol. Endol. 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学术骨干：陈振夏，女，1984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

向为演化发育基因组学。2016年 9月从美国 NIH回国，创立动物发育基因组学实

验室。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Genome Research,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学术骨干：刘国权，男，教授、博导，湖北省楚天学者，基础兽医系副系主

任，动物生化教研室负责人。博士毕业于美国 Medical College of Ohio，美国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博士后，曾任 University of Illinois 研究助理教授。

目前是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生理生化分会理事，中国动物学会细胞与亚显微技术学

分会理事，美国內分泌学会 (Endocrine Society) 和美国心脏学会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会员。主要研究天然免疫细胞（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的

免疫调节以及在炎症和组织损伤中的募集和迁移，以及对组织损伤和机体机能的

影响。其中包括中性粒细胞在肺损伤中的募集和迁移，建立免疫缺陷型小鼠的动

物肺组织移植模型，巨噬细胞的极化调节对炎症（肥胖和肿瘤）的影响，炎性因

子对生殖或者繁殖的影响。曾在《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Blood》、

《ATVB》《JBC》等期刊发表 SCI 文章近 20篇，单篇文章最高他引近 200。在主

要讲授本科生《基础生物化学》，研究生《动物生物化学专题》，同时也讲授研

究生的抗体工程、中性粒细胞与炎症、细胞信号转导等授课内容。 
 



该学科培养方案（含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主要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要求）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创新

型专门人才。具体要求是： 

１.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

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品行端正，身心健康；具有高尚的学术道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实创新的精神；

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２.攻读博士学位需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深入了解本学科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学科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势，具有组织和独立

从事科学研究或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 

攻读硕士学位需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了

解本学科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学科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势，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

或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3．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创新、与人诚挚合作的精神。适于到高等学校、

科研院所、规划设计、管理部门以及相关企业，从事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

规划管理或产品设计等高级专门技术工作。 

4．能熟练地应用计算机与先进的仪器设备，攻读博士学位能创造性地研究和

解决与本学科有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攻读硕士学位能研究和解决与本学科有关

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5．至少掌握 1门外语，具有较强的外国语语言运用能力（包括听、说、译、

写），博士能够以第一外国语为工具，熟练地在本专业领域内开展学术交流。硕士

能熟练阅读外文文献，初步具备运用外国语进行科技论文写作与口头交流的能力。 

6．身心健康。 

 

（二）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设臵主要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的《授

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等有关文件的精神，并参照结合

华中农业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相关专业、相关学科的课程体系设臵情

况，指定本学科的课程体系，设计方案见下表。 

1．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博士研究生至少应修满学 10 学分，硕士研究生至

少应修满 30学分。 

2．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1-2 学期。 

3．课程设臵分为学位课和非学位课（选修课）。 

 

 

 

 

 

 

 



表 3  肿瘤生物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臵 

学位课学分:13，总学分:30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是否学位课 
学

分 

学

时 

选修

学期 
备注 

英语（学术型硕士） A公共基础课程 学位课 3.0 48 2  

自然辩证法 A公共基础课程 学位课 1.0 18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A公共基础课程 学位课 2.0 36 2  

分子生物学 B专业基础课程 学位课 3.0 48 1  

肿瘤生物学专题 B专业基础课程 学位课 2.0 32 1  

肿瘤免疫治疗 Seminar B专业基础课程 学位课 1.0 16 2  

肿瘤干细胞 Seminar B专业基础课程 学位课 1.0 16 2  

免疫学技术 D专业基础课程 非学位课 1.0 16 1  

生物信息学 D专业基础课程 非学位课 2.0 40 2  

实验动物学 D专业基础课程 非学位课 1.0 16 1  

细胞生物学技术 D专业基础课程 非学位课 1.0 16 1  

生物统计（英文） D专业选修课程 非学位课 2.0 32 1  

数据挖掘 D专业选修课程 非学位课 2.0 32 1  

SPSS统计分析 D专业选修课程 非学位课 2.0 32 1  

现代大数据处理技术 D专业选修课程 非学位课 2.0 32 2  

科技英语 E公共选修课程 非学位课 1.0 16 1  

 

表 4  肿瘤生物学博士研究生课程设臵 

学位课学分:10，总学分:10分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是否 

学位课 
学分 学时 

选修 

学期 
备注 

英语（博士） A公共基础课程 学位课 3.0 48 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A公共基础课程 学位课 2.0 36 2  

生命科学进展 B专业基础课程 学位课 2.0 32 3  

肿瘤生物学 B专业基础课程 学位课 2.0  4 博士生资格 

考试笔试 

肿瘤生物学研究进展 B专业基础课程 学位课 1.0  4 博士生资格 

考试口试 

（开题报告） 

       

 



（三）主要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要求 

本学科研究生培养环节包括：课程学习；读书报告和学术活动；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课题研究；论文评阅与答辩五个培养环节。 

研究生培养坚持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并重的原则。在理论学习阶段，研究生

必须全部修完培养计划中规定的各门课程，而且成绩合格；开题报告必须是在系

统阅读本领域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明确学位论文研究目的与意义，明

确研究的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进度安排合理并可行，要求开题报告必须在第

四学期结束前完成；论文研究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阶段，学位论文必须目标明确、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科学可行，论文必须层次清楚、结构合理、研究内容充实，

语言流畅，学位论文必须达到国家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规定水平（学

术型硕士生必须在研究阶段发表 1 篇中文核心期刊收录以上文章，博士研究生必

须在研究阶段发表 1篇 SCI收录期刊文章）；论文的评阅与答辩是考核学位论文水

平及学生成绩的重要环节，要求在答辩前必须提交答辩申请，聘请一位校外专家

和一位校内专家对学位论文进行客观评阅，两位评阅人均同意答辩后，学生方有

资格进行论文答辩（博士研究生论文必须由三位评阅人进行客观评阅，其中两位

必须为校外专家，三位评阅人均同意答辩后，学生方有资格进行论文答辩）。硕士

生答辩委员会要求由 3 位以上具有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必须

有一位校外专家。博士研究生答辩委员会要求由 5 位以上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

组成，其中必须有一位校外专家。 

1. 课程学习。 

研究生应根据个人培养计划完成课程学习，应完成不少于 12-14 个学分的课

程学习，选修课及补修课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课程学习主要有： 

（1）学位课  学分一般在 8-10 学分左右，详见培养方案，包括马克思主义

理论课、外国语课、学科进展课等； 

（2）选修课  一般在本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内选择，也可以在本校其他专业

研究生培养方案中选择； 

（3）补修课  以同等学力或跨专业录取的博士研究生，应补修硕士或本科课

程 2-3门（主要为相应专业或相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课程学习因学科特点和课程性质而异，一般可以采用自学、讲授、课堂讨论、

专题报告、做读书笔记和报告等多种形式。 

2. 读书报告和学术活动 

研究生应根据读书计划完成一定量读书报告；各学院应根据学科（专业）特

点，建立研究生读书报告制度，要求每个研究生在学期间完成一定量的读书报告，

并组织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参加校内外组织的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并在学校规

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规定数量、与博士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以适应现代科

学相互交叉、互为渗透的发展特点，拓宽研究视野和知识面，增强科学研究能力。 

3.论文课题研究 

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是培养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独立科学研究能力

的重要环节，是研究生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综合体现。 

研究生学位论文至少包括前言、论文主体部分、结论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前

言中应明确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动态、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研究的技术路线等内容。其中，国内外研究动态要在大量阅读研究领域及相关方



面的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对与研究内容相关的研究现状及进展进行深入全面的

论述。论文主体部分可结合实际工作研究内容分章节论述，包括相关的理论基础，

实验方案、技术路线、实验结果、结论与展望等部分，此部分内容体现作者的工

作量及论文的深度和水平。研究结论可以分条目总结全文研究取得的最后结果。

除此之外，学位论文还包括中英文摘要、关键词、独创声明、参考文献、致谢、

作者简介等部分，根据不同的论文选题及内容，论文后可加必要的附录。此外，

论文必须达到华中农业大学对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暂

行规定”的要求。同时，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均必须达到国家对研究生

学位论文规定的水平。 

学位论文课题研究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1）选题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在完成一定课程学习和读书报告后，在导师的指导

下进行。选题必须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和可行性，应与一定层次的科研项目相结

合，对学科前沿领域或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鼓励

博士研究生选择交叉学科的课题。 

（2）开题报告 

第一，为保证博士学位论文课题研究工作有计划、有步骤进行，博士研究生

应作开题报告。 

博士研究生进行开题报告前，应完成政治理论课程、外国语课程和基础理论

课程的学习；否则不得进行。 

第二，开题报告包括课题选题来源及依据、研究内容、试验设计、研究条件、

进展安排、预期成果、经费预算、可能存在的问题、参考文献等内容。 

第三，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在研究生入校后第三学期完成，最迟应于第四

学期开学后的一个月内完成。开题报告应在导师和专家参加时公开进行，专家组

应对开题报告进行充分论证，并提出是否同意开题的意见；研究生应充分吸取专

家意见，及时修改开题报告。修改后的《开题报告书》经导师签署意见后，交所

在学院存档。 

（3）课题检查 

第一，课题检查是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课题研究进展所进行的中期检查，是博

士研究生接受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的重要环节，也是判断能否预期毕业的重要依据。 

第二，课题检查时，博士研究生要向课题检查小组报告自开题以来围绕学位

论文研究所做的工作、取得的初步成果、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并要对课程学习情

况及预计毕业时间进行说明；课题检查小组对博士研究生课题研究进展情况作出

评价，对能否预期毕业提出意见。 

第三，课题检查一般在每年秋季进行。博士研究生第一次课题检查应在第五

学期进行；博士研究生在毕业前应进行一次或多次课题检查。 

（4）学位论文撰写与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基本完成后，开始学位论文撰写工作。博士研究生在

正式开始撰写学位论文之前，由导师组织，在一定范围内（如研究室、实验室）

进行一次全面的论文研究工作汇报，重点汇报研究中的创造性成果；导师和指导

小组应对其报告进行审定，指导博士研究生进行论文撰写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参照《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4. 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是对博士研究生进行的一次总结性考核，具体要求按照《华中



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通过博士资格考试。 

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还必须按要求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

且第一作者单位必须署名“华中农业大学”，具体要求是： 

公开招考录取的博士研究生，在一级期刊上发表至少 1 篇论文；或者在二级

期刊上发表至少 2 篇论文；或者在二级期刊上发表 1 篇论文，并且在三级刊物上

发表至少 2 篇论文。自然科学类博士学位论文，若因其研究结果有重大发明、创

新和推广价值，获得国家级“新药证书”、“新品种审定证书”等，可以视同达到

上述数量和发表刊物级别的要求。 

提前攻博研究生，自然科学类至少发表 1 篇与学位论文内容密切相关的 SCI

或 EI收录的论文；人文社科类至少在指定期刊上发表 2篇与学位论文内容密切相

关的论文； 

列入“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植资助计划”的博士研究生，自然科学类至少发

表 2篇与学位论文内容密切相关的 SCI收录的论文或 1篇影响因子高于 2.0的 SCI

收录的论文。 

博士研究生发表以下层次论文，可以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1）硕博连读和提前攻读博士研究生持有以博士研究工作为主体的 1篇影响

因子 3.0以上（含 3.0）在 SCI收录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或录用通知。 

（2） 除转博之外的博士研究生持有以博士研究工作为主体的 1 篇影响因子

在 3.0以上（含 3.0）或 2篇（不计影响因子）在 SCI收录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不

包括扩展版）或录用通知。 

（3）接受了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植资助的研究生，毕业之前在 SCI 影响因

子高于 5.0的期刊发表论文。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环节主要包括：个人培养计划的制订；课程学习；读书报

告和学术活动；实践活动；学位论文课题研究；学位论文答辩。 

1.个人培养计划的制订 

（1）个人培养计划是进行研究生培养和管理的基本依据。个人培养计划应根

据本学科（专业）培养方案，结合培养条件、研究方向和研究生个人的特点，由

导师和研究生共同商定。 

（2）个人培养计划内容包括课程学习计划、读书计划和学位论文课题研究计

划等。 

（3）每位研究生必须认真填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表》，课

程名称和学分须与研究生培养方案一致。 

个人培养计划须在新生报到注册后的第一学期内完成，由指导教师签署意见

后，交所在学院存档；允许对个人培养计划作适当的修订，但要有合理而充分的

理由。修订后的个人培养计划要及时交所在学院存档，逾期不交者，所修读的课

程成绩和学分不予承认。 

2.课程学习 

研究生应根据个人培养计划完成课程学习。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应完成不少于

30个学分的研究生课程学习。课程学习主要有：   

（1）学位课  13个学分 

（2）选修课  一般在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内选择，也可以在本校硕士

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其他课程中选择； 

（3）补修课  跨专业录取的硕士研究生，应补修本科课程 2-3门（主要为本



科相同专业或相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补修课可计入总学分。 

需要到外校修课的，应履行相应审批手续。 

3.读书报告和学术活动 

硕士研究生应根据读书计划完成一定量读书报告；各学院应根据学科（专业）

特点，建立研究生读书报告制度，要求每个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完成一定量的读

书报告，并组织考核。 

硕士研究生应参加校内外组织的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以适应现代

科学相互交叉、互为渗透的发展特点，拓宽研究视野。 

4.实践活动 

各学院应组织硕士研究生参加一定工作量的“三助”工作，包括助研、助教、

助管。硕士研究生还应该参加学校以及学院组织的社会实践、社会调查和公益劳

动。 

5.学位论文课题研究 

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是培养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独立科学研究能力

的重要环节，是研究生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综合体现。 

硕士研究生应该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开题报告，并严格按照开题报告开展学

位论文研究工作，定期向导师和指导小组汇报研究进展情况（包括阶段性成果）；

根据研究结果撰写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课题研究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1）选题 

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在完成一定课程学习和读书报告后，在导师的

指导下进行。选题必须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应与一定层次的科研项目相结合，

对学科前沿领域或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2）开题报告 

第一，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课题研究工作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硕士研究生

应作开题报告。 

硕士研究生进行开题报告前，应完成政治理论课程、外国语课程和基础理论

课程的学习；否则不得进行。 

第二，开题报告包括课题选题来源及依据、研究内容、试验设计、研究条件、

进展安排、预期成果、经费预算、可能存在的问题、参考文献等内容。 

第三，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在研究生入校后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应

在导师和专家参加时公开进行，专家组应对开题报告进行充分论证，并提出是否

同意开题的意见；研究生应充分吸取专家意见，及时修改开题报告。修改后的《开

题报告书》经导师签署意见后，交所在学院存档。 

（3）课题检查 

第一，课题检查是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课题研究进展所进行的中期检查，是硕

士研究生接受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的重要环节，也是判断能否预期毕业的重要依据。 

第二，课题检查时，硕士研究生要向课题检查小组报告自开题以来围绕学位

论文研究所做的工作、取得的初步成果、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并要对课程学习情

况及预计毕业时间进行说明；课题检查小组应对硕士研究生课题研究进展情况做

出评价，并对硕士研究生预期毕业时间提出意见。 

第三，课题检查一般在开题后每年的秋学期进行。硕士研究生在毕业前应进

行一次或多次课题检查。 

（4）学位论文撰写与预答辩 



研究生在完成课程学习、环节考核及论文研究后，开始撰写学位论文。硕士

研究生在撰写学位论文之前，由导师组织，在一定范围内（如研究室、实验室）

进行一次全面的论文研究工作汇报，重点汇报研究所取得的进展，是否达到预期

目标，完成预定研究内容。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参照《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

予工作实施细则》。 

6. 学位论文答辩 

为保证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要求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中

文核心或 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或以并列第一作者身份在影响因子 1.0以上 SCI

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或以第二作者身份在影响因子在 2.0 以上的 SCI 收录期刊

上发表论文；或者以第三作者身份在影响因子 3.0以上 SCI 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

以此类推。所发论文中的工作应在其硕士论文中有明确体现。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的一次总结性考核，具体要求按照《华

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主要包括：个人培养计划的制订；课程学习；读书报

告和学术活动；实践活动；学位论文课题研究；学位论文答辩。 

1. 个人培养计划的制订 

（1）博士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是进行博士研究生培养和管理的基本依据。个

人培养计划应根据本学科（专业）培养方案，结合培养条件、研究方向和博士研

究生个人的特点，在指导小组指导下，由博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研究生共同商定。 

（2）博士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的内容包括课程学习计划、读书计划、学术交

流与学位论文课题研究计划等。 

（3）每位博士研究生必须认真填写《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表》，

课程名称和学分须与相应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一致。 

个人培养计划应在新生报到注册后一个学期内完成，由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后，

交所在学院存档；允许对个人培养计划作适当的修订，但要有合理而充分的理由。

修订后的个人培养计划要及时交所在学院存档。逾期不交者，所修读的课程成绩

和学分不予承认。 

2. 课程学习 

博士研究生应根据个人培养计划完成课程学习，应完成不少于 10个学分的课

程学习，选修课及补修课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课程学习主要有： 

（1）学位课  学分一般在 10 学分左右，详见培养方案，包括马克思主义理

论课、外国语课、学科进展课等； 

（2）选修课  根据导师要求和自身兴趣选择，学分上不做硬性要求； 

（3）补修课  以同等学力或跨专业录取的博士研究生，应补修硕士或本科课

程 2-3门（主要为相应专业或相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需要到外校修课的，应履行相应审批手续。 

课程学习因学科特点和课程性质而异，一般可以采用自学、讲授、课堂讨论、

专题报告、做读书笔记和报告等多种形式。 

3. 读书报告和学术活动 

博士研究生应根据读书计划完成一定量读书报告；各学院应根据学科（专业）

特点，建立研究生读书报告制度，要求每个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完成一定量的读

书报告，并组织考核。 

博士研究生应参加校内外组织的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并在学校规



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规定数量、与博士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以适应现代科

学相互交叉、互为渗透的发展特点，拓宽研究视野和知识面，增强科学研究能力。 

4. 实践活动 

博士研究生应参加学校以及学院组织的教学实践、社会实践、社会调查和公

益劳动；各学院应对博士研究生参加实践活动情况进行全面考核。 

5. 学位论文课题研究 

学位论文课题研究是培养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培养独立科学研究能力

的重要环节，是研究生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综合体现。 

博士研究生应该在导师指导下，严格按照学位论文课题研究计划，创新性地

开展研究工作，在研究过程中，应经常向导师或指导小组汇报研究情况和成果（包

括阶段性成果）；完成研究计划，取得预期成果，经导师审查同意后方可正式撰写

论文。 

学位论文课题研究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1）选题 

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在完成一定课程学习和读书报告后，在导师的

指导下进行。选题必须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和可行性，应与一定层次的科研项目

相结合，对学科前沿领域或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鼓励博士研究生选择交叉学科的课题。 

（2）开题报告 

第一，为保证博士学位论文课题研究工作有计划、有步骤进行，博士研究生

应作开题报告。博士研究生进行开题报告前，应完成政治理论课程、外国语课程

和基础理论课程的学习；否则不得进行。 

第二，开题报告包括课题选题来源及依据、研究内容、试验设计、研究条件、

进展安排、预期成果、经费预算、可能存在的问题、参考文献等内容。 

第三，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在研究生入校后第四学期内完成。开题报告应

在导师和专家参加时公开进行，专家组应对开题报告进行充分论证，并提出是否

同意开题的意见；研究生应充分吸取专家意见，及时修改开题报告。修改后的《开

题报告书》经导师签署意见后，交所在学院存档。 

（3）课题检查 

第一，课题检查是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课题研究进展所进行的中期检查，是博

士研究生接受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的重要环节，也是判断能否预期毕业的重要依据。 

第二，课题检查时，博士研究生要向课题检查小组报告自开题以来围绕学位

论文研究所做的工作、取得的初步成果、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并要对课程学习情

况及预计毕业时间进行说明；课题检查小组对博士研究生课题研究进展情况作出

评价，对能否预期毕业提出意见。 

第三，课题检查一般在每年秋学期进行。博士研究生首次课题检查应在第五

学期进行，以后每年秋学期检查一次；博士研究生在毕业前应进行一次或多次课

题检查。 

（4）学位论文撰写与预答辩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基本完成后，开始学位论文撰写工作。博士研究生在

正式开始撰写学位论文之前，由导师组织，在一定范围内（如研究室、实验室）

进行一次全面的论文研究工作汇报，重点汇报研究中的创造性成果；导师和指导

小组应对其报告进行审定，指导博士研究生进行论文撰写工作。博士学位论文的

基本要求参照《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6.博士资格考试

博士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 ,

理论、专业知识及学术水平 ,

7.学 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答辩是对博士研究生进行的一次总结性考核 , 具体要求按照 《华中

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博士研究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须发表一定质量的论文,具体要求如下 :

(1)硕 博连读和提前攻读博士研究生持有以博士研究工作为主体的 1篇 在影

响因子 2.0以 上 (含 2.0)SCI收 录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或录用通知。

(2)除 转博之外的博士研究生持有以博士研究工作为主体的 1篇在影响因子

2.0以 上 (含 2.ω 或 2篇 (不计影响因子)在 SCI收 录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不 包

括扩展版 )或 录用通知。

(3)博士研究生合作以并列第一作者形式署名在 Sα 收录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

影响因子除以并列第一作者人数≡2.0,且各人的贡献在其博士论文中有明确体现。

学位评定委员会意见

利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技术 ,

解决肿瘤生物学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培育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学科增

长点,可 以丰富和拓展我校学科布局,培养一批肿瘤生物学方面的科研人才,所

以,在华中农业大学 自主设置
“
月中瘤生物学

”二级学科,既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经济

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需要,又符合学校的规划 目标,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华中农业大学在生物学领域有较好的学科基础,在人才培静

的特色,因此同意增设
“
月中瘤生物学

”
作为二级学科。希望该

域的人才培养做出重要贡献。

须进行博士生资格考试 ,全面考核研究生的基础

考核方式采用笔试、口试两种形式进行。

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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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可另加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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