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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系统使用说明 

一、申请截止日期前，已提交的申请可以申请退回修改、补充，申请

截止日期，申请系统自动关闭，不再受理申请。 

二、注册电子邮箱必须是真实的（用于密码忘记时找回）。 

三、只能上传 JPG、PNG 和 GIF 格式文件，可以在系统里直接浏览。JPG

格式图像分辨率尽量小，但需要看清楚，每个文件尽量控制在 1mb 以内。

JPG、PNG 和 GIF 图像文件处理方式可参考本须知的第四部分。 

第二部分 系统操作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填写单位全称（证书上的单位名称），申请成功后，单

位名称如有变动需要履行变更程序，请不要填错。 



 
 

2）单位类型：与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一致，如事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上相应的代码。 

4）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有效期：填写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上相应的有

效期，如果是“长期”，请不要先选“长期”，先填写起始日期，然后再选

择“长期”，不然系统无法继续。 

5）单位成立时间：填写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上相应的单位成立时间。 

5）单位固定工作场所：前二项必须选择，第三项填写具体地址。 

7）单位固定工作场所面积：单位固定工作场所面积，单位 m²。 

8）单位电话座机：有座机号码，请选择“ON”并填写座机号码，格式

为“区号-座机号”；无座机号码，请选择“OFF”。 

9）单位联系人、联系人手机、联系人邮箱、联系人 QQ 号、邮编、通

信地址等信息：按系统要求填写。注：检查邮箱地址是否有误，最好用 QQ

邮箱，便于接受邮件，以免耽误事情。 

二、单位会员信息 

本栏目为可选项，仅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单位会员填写。 

1）会员单位链接：会员单位有网站的，请填写网站网址。 

2）会员证书上传：请上传由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发放的单位会员证书。 

3）单位宣传信息：会员单位无网站的，如需要宣传，请提供宣传内容

文字，不超过 800 字。 

三、单位相关证明 

1）申请报告：申请单位自愿参加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开展的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水平评价工作的简要文字说明。申请主送单位为“中

国水土保持学会”。上传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的正式文件。 

2）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上传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证书正本或副

本扫描件。 

3）工作场所证明：上传房产证明，或租赁合同与房产证扫描件。 



 
 

4）单位章程：为可选项，企业单位必须上传工商管理机构正式备案的

章程。 

5）单位管理制度：上传单位财务、或合同、或档案、或质量等任何一

样单位内部管理制度。 

6）单位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上传有限期内的申请单位的证书。为

可选项，没有可不放。 

7）单位从业时间证明：为可选项，第 8）项有从业时间的单位，上传

相应证明材料。新申请单位可不放。注：只能放监测证书或监测业绩，方

案编制相关证明无效。 

8）单位从业时间：单位第一次获批监测证书的年份或第一次独立完成

监测业绩的年份。新申请单位填写当前时间。注：一定要与第 7）项“单位

从业时间证明”的时间一致。 

四、法人情况 

1）所学专业：填写所学专业名称。 

2）毕业证书：上传毕业证书扫描文件，没有则上传 JPG 说明文件，说

明没有毕业证书。学位证无效。 

3）身份证号及身份证：填写身份证号，上传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彩色扫

描文件。 

4）简历：不超过 800 字。 

五、技术人员情况 

1）点击左上角【添加】，分别添加技术人员的基本信息。 

2）如果法人也是其中一位技术人员，请选择【从法定代表人填充】，

因身份证号唯一，前边法人身份证号已录入，必须“从法定代表人填充”，

否则无法再将法人信息作为技术人员录入；然后再将法人的其他信息根据

系统要求补齐。其他技术人员根据系统要求分别添加完善。 



 
 

3）职称和职称专业：选择职称级别和职称专业后，上传职称证书扫描

文件。职称证上无专业的不统计，选择“无专业”；无职称证的不上传“职

称证书”（为可选项）。 

4）毕业专业：选择毕业专业后，上传毕业证书扫描文件。 

5）身份证号和身份证：填写身份证号码后，上传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彩

色扫描文件。黑白身份证、单面身份证以及身份证过期的技术人员，均属

无效技术人员。 

6）劳动合同证明：事业编制人员不需要劳动合同，仅上传 JPG 说明文

件，说明属于事业编制。聘用人员，上传劳动合同扫描文件主要页（有聘

用时间和双方签字的页）。 

7）劳动合同期限：长期有效的，请先填写起始时间（否则系统无法继

续），然后再勾选“长期”。 

6）在职证明：①事业编制人员：在上级主管部门提供的编办批文编制

人员花名册（须上级主管部门人事处盖章）里或上级主管部门人事处盖章

的技术人员花名册里，将申报的技术人员标记出来（便于核对），上传至某

位技术人员 XXX 的“在职证明”中，其他技术人员的“在职证明”中上传

JPG 说明文件，说明在职证明见 XXX 的即可，也可每位技术人员上传同样的

一份在职证明文件。②聘用人员：将每个技术人员的盖有社保机构公章的

社保证明文件分别上传至各人的“在职证明”中（推荐）；如果一个单位的

技术人员社保不是独立的，请在盖有社保机构公章的社保证明中将申请的

技术人员标记出来（便于核对），上传至某位技术人员 XXX 的“在职证明”

中，其他技术人员的“在职证明”中上传 JPG 说明文件，说明在职证明见

XXX 的即可，也可直接上传同一份在职证明文件。退休人员没有在职证明，

仅上传 JPG 说明文件，说明为退休人员，然后转向第“11）”项。注：推荐

社保证明打印每个人的，不推荐整个单位打印社保证明。 

在职证明按月开的，请按系统顺序上传证明，如果在职证明在一个文



 
 

件中，请上传至“第一个月在职证明”中。 

9）工作经历证明：为可选项，一个单位至少有 3 位技术人员需要上传

工作经历证明文件 (要求参与过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设计、监测、监理、

验收评估、规划编制或者科学研究工作的不少于 3 人) ，含技术负责人、

非相关专业人员。 

10）继续教育证明：如有继续教育培训合格证，则请在“技术人员情

况”页面其他信息都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保存成功后才可添加“继

续教育证明”文件。保存页面信息后，请点击【添加证书】，填写证书名称，

上传培训合格证扫描文件，如有多个培训合格证，请继续点击【添加证书】，

继续添加。 

11）退休人员：退休人员请选择“ON”开关，上传退休证扫描文件、

至少 6 个月的工资证明文件，以及工作经历证明文件。 

12）非相关专业人员：非相关专业人员请选择“ON”开关，上传工作

经历证明文件。 

六、技术负责人情况 

1）请从技术人员中（不含退休人员）选择一位作为技术负责人，因为

身份证号在系统里是唯一的，所以技术负责人只能快速录入。选择完成后，

再根据系统要求完善技术负责人的以下内容。 

2）5 年工作经历证明：如果是近五年工作经历证明，请分别上传每一

年的工作经历证明；如果是 5 年以前的工作经历证明，请选择“NO”，仅在

“五年前证明”中上传一个 5 年前的工作经历证明即可。 

3）技术负责人聘任书：上传聘任书扫描文件。 

4）简历：不超过 800 字。 

注：2017 年第二批、2018 年获得的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水平评价证书，

且技术负责人未发生变化的，“至少 5 年工作经历证明”和“技术负责人聘

任书”这两项内容系统里保持原状，纸质版不需要再提供，免检。新申请



 
 

单位（含证书有效期过期的单位）、2017 年第一批申请单位（证书发放时间

为 7 月 21 日）、技术负责人发生变化的单位，技术负责人必须提供“至少 5

年工作经历证明”和“技术负责人聘任书”，否则按照技术负责人不满足要

求对待。 

七、单位业绩情况 

1）点击【添加】，分别添加各项目的基本信息。 

2）项目名称：填写监测项目名称。 

3）项目类别：仅填写大类：交通运输类（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码

头、车站、桥梁）、水利设施类（水库塘坝、水闸、引水、围垦提防）、电

力工程类（火力发电，抽水蓄能，核力发电，水力发电，风力发电，潮汐

发电，热电厂、输变电工程及电力供应）、矿产资源开发类、房地产开发类

（住宅建设）、管线工程类（石油、天然气、煤气管线工程）、其他类。 

4）项目级别：从中央立项、省级立项和市县立项 3 个类别中选择。 

5）建设单位：填写建设单位名称，一定与签署合同的建设单位一致，

与验收文件上的建设单位一致。 

6）项目验收时间：在系统里选择项目验收备案文件上的时间。 

7）项目验收部门：填写项目验收备案文件上的验收单位。 

8）验收文件号：填写项目验收备案文件上的文号或验收备案号。 

9）项目验收文件：上传项目验收备案文件。如果是下放项目，可同时

提供证明材料，如该项目方案批复文号等。 

10）监测报告封面：上传项目监测总报告封面的扫描文件。 

11）监测报告责任页：上传项目监测总报告里责任页的扫描文件。 

12）项目合同书：上传项目合同书首页和签字页的扫描文件。 

13）其他证明材料：可选项，上传其他证明材料，如下放项目，可提

供立项依据。 



 
 

八、设备情况 

1）点击【添加】，分别添加设备的基本信息。 

2）设备类型：选择常规设备或先进设备之一。 

3）项目序号：各单位自己的财务编号或者按顺序自己编号。 

4）设备名称：填写设备名称。 

5）数量：填写数量。 

6）厂家：填写设备生产厂家。 

7）型号：填写设备具体型号。 

8）发票文件：上传发票扫描文件。 

九、变更证明材料（为可选项，根据需要填写） 

1）点击【添加】，分别添加变更的基本信息。 

2）批复文号：填写变更批复文件的文号。 

3）批复时间：选择变更批复时间。 

4）批复批次：填写变更批复的批次。 

5）变更内容：选择下拉菜单里内容之一。 

6）批复变更名单：上传批复的变更单位名单。 

第三部分 相关名词解释和材料要求 

1. 单位从业时间：指单位第一次获批监测证书的年份或第一次独立完成监

测业绩的年份。系统自动计算从业时间。证明材料可提供获批文件扫描

件、或首次获取的证书扫描件、或首次独立完成的监测业绩证明。 

2. 工作场所证明：1）单位自有住房提供房产证扫描件；2）个人（包括法

人）自有住房或租赁他人（个人或单位）住房，提供租赁合同与房产证

扫描件。 

3. 单位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单位名称必须为申请单位，且在有效期内



 
 

的证书有效。 

4. 职称：职称以职称证证明，无职称证按无职称处理，如职称证丢失，可

提供第三方单位开具的证明。 

5. 职称专业：职称专业不限制也不加分，只有当毕业专业属于非相关专业

时，如果有职称专业，可以用来判断是否相关专业，仅作为界定技术人

员是否为相关专业人员的参考（毕业专业和职称专业均不相关，为非相

关专业），职称证上如果没有专业，则没有参考价值。 

6. 专业：所学专业以毕业证证明，无毕业证则技术人员无效，如毕业证丢

失，可提供第三方单位开具的证明。毕业证必须是正规机构发放的、2001

年之后获得的毕业证必须能在学信网上查询到，结业证、肄业证、培训

证等都不计在内。注：学位证不能顶替毕业证，注意不要弄错。 

7. 在职证明：指技术人员在申请单位就职的证明。必须提供证据，事业编

制人员提供上级主管部门提供的编办批文编制人员花名册（须上级主管

部门人事处盖章）或上级主管部门人事处盖章的技术人员花名册，聘用

人员提供有效社保证明。社保证明尽可能提供每人一页，且须有查询信

息。证明形式：1）社保局打印并盖有社保局鲜章的原件；2）系统查询

截图并盖有社保局鲜章的原件；3）通过有效验证码可以查询的原件或

复印件；4）通过二维码可以查询的原件或复印件。 

8. 至少 6 个月社保证明：指近期 1 年内（2019 年 7 月 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连续 6 个月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出具并盖章的申请单位参加社会

保险（养老、或医疗、或失业）的人员清单凭证。要求社保证明能反映

申请单位的名称、社保缴纳人和缴纳时间。注：社保证明无单位名称的、

或与申请单位名称不一致的（特殊情况请附说明或证明），一律视为无

效证明；社保缴纳时间一定要能判断满足 6 个月，否则为不满足要求。

社保证明必须是申报单位本地本单位的，异地社保证明或子公司及分公

司的均不予认可。 



 
 

9. 工作经历证明：指参与过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设计、监测、监理、验收

评估、规划编制或者科学研究工作的经历证明。证明材料不限发放时间

和发放单位。必须提供以下证据之一：1）生产建设项目报告业绩证明，

要求一个完整的单位业绩证明，即项目合同、报告封面、责任页和方案

批复文件，4 样证明齐备为有效证明，时间判断以报告编制时间为准（监

测总报告编制时间），责任页要有该技术人员名字和签字；2）也可以提

供已发表论文或论著，要求有出版物的封面、目录和论文首页；3）也

可以提供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设计、监测、监理、验收评估等的培训合

格证；4）也可以提供水土保持规划编制、科学研究工作的奖励证书、

注册水土保持工程师证书，以及从事水土保持工作的其他第三方发放的

证书等。注：技术负责人聘任书是本单位聘任，不能作为工作经历证明

的证据。 

10. 5 年工作经历证明：指至少 5 年的工作经历证明。可以选择以下 2 种方

式之一：1）提供 5 年的工作经历证明，即 2015 年 7 月 1 日后、2016 年、

2017、2018、2019、2020 年 6 月 30 日前每年 1 个工作经历证明；或 2）

提供 5 年以前（监测总结报告封面时间落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之前的）

任意 1 年的工作经历证明。注：是 5 年，不是 5 个，此处容易出错，

请大家提高警惕！ 

11. 继续教育证明：指近 3 年内（2017 年 7 月 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参

加过的、正规机构组织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监测、验收技术评估、规

划设计等与水土保持相关的继续教育学习取得的继续教育培训合格证

书，培训证明不计在内。未经过考试取得的证书以及培训证明不计在内。  

12. 退休人员：指从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退休后不能再交纳社保的退休人员。

申请单位在满足《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水平评价管理办

法》中“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0 人”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可以聘用退

休人员作为技术人员，数量不限。退休人员不能交纳社保，故需要提供



 
 

退休证、至少 6 个月工资证明和工作经历证明，用于证明该退休人员属

于申请单位聘用的技术人员。退休人员不能用于判断基本条件使用，只

能作为加分项使用（所以退休人员不能做技术负责人）。 

13. 退休证：指原工作单位提供的退休证或退休证明。 

14. 至少 6 个月工资证明：指近期 1 年内（2019 年 7 月 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至少连续 6 个月申请单位支付的工资证明。可以提供本单位财

务部门出具的工资凭证（单位财务章）或银行工资流水清单（能体现发

放单位）。 

15. 非相关专业人员：指毕业证和职称证上的专业均为非水土保持或相关专

业人员，但具有水土保持或相关专业从业经历的技术人员。需要提供工

作经历证明。 

16.监测业绩：指申请单位完成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业绩，不含水

土保持生态项目监测业绩。提供的证明材料包括：项目合同书、监测总

报告封面、责任页、项目验收备案文件 4 项（建设单位必须一致，单位

名称变更过的，请在“变更证明材料”中提供证明，否则视为非本单位

业绩）。监测业绩需为申请单位独立与建设单位签署合同完成的项目，

共同完成的业绩不能计入，重大项目分段独立完成的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验收备案文件必须能体现建设单位，其中的建设单位必须与合同签署的

建设单位一致。注：建设单位自主验收之前的监测业绩，提供水行政主

管部门的批复文件。均不需要验收鉴定书。 

17.近 3 年累计监测业绩：指近 3 年内累积完成的监测业绩。时间节点界定

为：项目验收备案文件时间落在 2017 年 7 月 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之

间的业绩有效，和签署合同时间无关。 

18.项目级别：根据执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级别判

断，或者建设单位自主验收后，以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单位级别判断。如

果是下放项目，可提供立项依据的证明材料，如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文件



 
 

或其他证明文件，以判断项目级别。 

19.项目合同书：项目合同只要有项目名称，甲、乙方单位名称，签署日期

和甲、乙方单位盖章即可，1 页 2 页 3 页不限，一般封面上有项目名称，

双方单位名称，日期，再有一页盖章页即可，如果封面上没有项目名称，

一定把有项目名称那页也附上。项目委托书无效。 

20.监测报告封面：指项目监测总报告的封面。监测报告不含监测实施计划、

年度报告和季度报告。 

21.监测报告责任页：指监测总报告中的责任页，要求有本单位技术人员亲

笔签名。 

22.项目验收备案文件：提供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备案证明。 

23.监测设备类型：指常规设备或先进设备。 

24.常规设备：按类统计，一类（无论多少件）按照 1 台统计； 

25.先进设备：按套（含配件）统计，1 套按照 1 台统计。 

26.监测设备发票：不提供发票视为无效设备。发票上的单位名称必须与申

请单位一致，不一致视为无效（变更过的请在“变更证明材料”中提供

证明）。 

27.常用监测设备列表如下，仅供参考。 

设备性能分类 观测对象 设备（仪器）名称 

常规设备（件） 
水土流失观

测 

雨量筒、自记雨量计、烘箱、天平、风速仪、集沙仪、

集尘缸、植被（覆）盖度仪、径流泥沙采样设备、风沙

采样设备、植被（覆）盖度观测系统、激光测距仪、绘

图仪、三维扫描仪、摄像设备、普通图形工作站、轿车

等 

先进设备（套） 遥感监测 无人机、图形图像处理系统、影像图形工作站等 

测绳、测尺、测钎、水样桶、量杯、过滤器、坡度尺、罗盘、电子坡度尺、电子测钎以

及办公用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不计入监测设备中。 

 

28. 变更证明材料：指因单位名称发生变更，导致单位业绩上的单位名称与



 
 

申请单位名称不一致，监测设备发票与申请单位名称不一致等情况，此

时需要申请单位提供单位名称变更的相应证明材料，发生变更但未提供

变更证明材料的，视为是不同单位。 

29. 职称专业和毕业专业：由于专业分类较多，不在专业列表中的，只要不

是太离谱的都可以认为是相关专业，如果不确定，为了安全，最好作为

非相关专业人员填报（再附上工作经历证明），最终由专家界定。水土

保持及相关专业（供参考）见第六部分。 

30. 近 3 年：统计至申请截止日期前近 3 年（2017 年 7 月 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 

31. 近期 6 个月：统计近期 1 年内 6 个月（2019 年 7 月 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 

 

第四部分 图像文件处理方式 

一、将 2 个图像文件（JPG、PNG、GIF）合成 1 个图像文件的方法 

1) 打开 PowerPoint； 

2) 点击【设置】→【页面设置】→【幻灯片大小】→【自定义】，将页面

设置成：42cm*30cm（2 个 A4 大小横向并列，1 个 A4 为 21cm*29.7cm）； 

3) 点击【插入】→【图片】，将 2 个图像文件一次性插入，按比例拉小，

排列在背景板上； 

4) 点击【另存为】→【保存类型】，选择 JPG、PNG 或 GIF 格式，保存即可。 

二、将 4 个图像文件（JPG、PNG、GIF）合成 1 个图像文件的方法 

1）打开 PowerPoint； 

2）点击【设置】→【页面设置】→【幻灯片大小】→【自定义】，将页面

设置成：42cm*60cm（4 个 A4 大小横向 2 个纵向 2 个并列）； 

3）点击【插入】→【图片】，将 4 个图像文件（或 3 个）一次性插入，按



 
 

比例拉小，排列在背景板上； 

4）点击【另存为】→【保存类型】，选择 JPG、PNG 或 GIF 格式，保存即可。 

三、将 6 个图像文件（JPG、PNG、GIF）合成 1 个图像文件的方法 

1）打开 PowerPoint； 

2）点击【设置】→【页面设置】→【幻灯片大小】→【自定义】，将页面

设置成：63cm*60cm（6 个 A4 大小横向 3 个并列，纵向 2 个并列）（效果

见下图）或 42cm*90cm（6 个 A4 大小横向 2 个并列，纵向 3 个并列）； 

3）点击【插入】→【图片】，将 6 个图像文件（或 5 个）一次性插入，按

比例拉小，排列在背景板上； 

4）点击【另存为】→【保存类型】，选择JPG、PNG或GIF格式，保存即可。 

 

【6页图像文件合并效果，系统只上传这一个图像文件即可，不限于6页，

方法相同，仅供参考，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处理】 



 
 

第五部分 纸质版材料制备说明 

纸质版材料（以下简称“申请书”）格式要求： 

一、 申请书格式必须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水平评价

申请书（2020版）》的格式准备； 

二、 申请书内容必须与系统提交内容一致，不一致视为无效申请（实

质内容一致，和顺序无关）； 

三、 申请书按照 A4版大小准备，可以单面，也可以双面，装订成册； 

四、 请自行添加目录和页码，便于专家查看； 

五、 每部分内容之间最好用彩纸分割一下； 

六、 不要删除申请书封面内容，如果要分册装订，可在封面上添加“共

3册，第 1册”等字样； 

七、 要求盖章的部分一定盖章，如申请报告，没有盖章属于无效申请，

不予受理； 

八、 不需要每页盖章，但需要在封面（或扉页）上、骑缝上盖申请单

位的章； 

九、 对于所有技术人员社保证明打印在一起的，请将申请书中“技术

人员信息”中的编号与社保证明上技术人员序号做到一一对应标

注，要么把技术人员序号标注在社保证明上，要么在技术人员前

标注社保序号，总之，便于专家对应； 

十、 社保证明尽可能提供每人一页，如果是社保局打印并盖有社保局

鲜章的原件，可以粘贴到报告上； 

十一、 纸质版材料受理截止日期后，已提交的申请书，无论何种理

由，都不予更换、补充和修改，所以，请不要把部分内容独立于

申请书之外，如申请报告、社保证明、编办批文或其他证明文件



 
 

等，独立于申请书之外的所有材料，一律视为无效材料； 

十二、 纸质版材料中，图像尺寸大小不限但必须清晰可读，因模糊

或不清晰无法判读的，专家有权利放弃评审，由此造成的后果，

申请单位承担； 

十三、 身份证必须是有效期内彩色的、双面的，身份证有效期过期

的为无效技术人员。提供黑白身份证的，专家有权利判为无效，

由此造成的后果，申请单位承担； 

十四、 申请书内容缺项（可选项除外），视为无效申请。 

十五、 申请系统关闭之前，请备份好所有申报材料，以防系统关闭

后无法确认系统里提交了哪些材料（系统关闭后无法查询），导

致纸质版申报材料和系统里提交的申报材料不一致； 

十六、 请不要在6月30日之前邮寄纸质版申请材料，等系统关闭后不

能更改了，再制作或邮寄纸质版申报材料，以防系统里提交的申

报材料和纸质版申报材料不一致。 

十七、 纸质版申报材料最好用顺丰快递邮寄，其他快递由于送不到

学校里，容易耽误事。 

第六部分 水土保持及相关专业列表 

1) 水土保持类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水土保持；沙漠治理；水土保持与生态工程 

2) 其他相关专业 

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农业水利工程；农田

水利工程；农业水土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利用；水文

地质；水文工程地质；地下水科学与工程；给排水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水工结构工程；水工结构；水工建筑；土木工程；工民建；城市规划；

建筑学；建筑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地理科学；地理学；自然地理学；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地理信息科学；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与地

图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测绘工程；

遥感科学与技术；测量工程；摄影测量与遥感；地图学；大地测量学与测

量工程；摄影测量与遥感；环境科学；环境学；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工

程；环境监测；环境科学与工程；地球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工程；生态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土壤与农业化学 土壤学；农业资源利用；农业工程；农

学；土地资源管理；土地管理；土地规划与利用；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

理；林学；植物学；植物保护；园林；园艺；风景园林；园林设计；景观

建筑设计；草业科学；地质工程；工程地质；环境地质；水文工程地质；

工程力学；资源勘查工程 

（专业分类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