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级学科：  社会学  

英文名称：  Sociology  

代    码：  030301  

 

一、 专业领域简介(中英文)  

   中国海洋大学社会学学科于 2006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年

“社会学”成为山东省“十二五”省级重点建设学科；“海洋与生态文化”成

为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重点学科；在海洋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等

领域研究特色鲜明。社会学学科所在的社会学研究所是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

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单位、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单

位、山东省社会学会副理事长单位。 

   社会学学科致力于“海洋”与“环境”两大特色领域的研究，深入研究生

态环境、海洋文化、海洋渔村社会变迁以及社会保障等重大社会问题。社会学

学科发展条件良好，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实验室于 2010年列入学校及学院建设规

划，2011 年获得学校首批资助；2012年上半年开始建设，目前共投入经费共计

10余万元。 

   社会学学科承担了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重要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就达到 7项。此外，本学科还多次承担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委托项目。目前，

出版著作 10部，发表 CSSCI论文 8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生态环境与保护》全文转

载。 

   社会学学科在海洋社会学研究领域位居全国领先地位，环境社会学在全国

具有重要影响力，我校社会学学科发展在中国社会学界具有重要影响。  

   The Sociology Institute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OUC) was 

entitled to grant master’s degree in sociology in 2006. Sociology at 

OUC became a key subject of Shandong "Twelfth Five" in 2011. Marine 

and Ecological Culture became a key subject of Shandong Culture and 

Art Sciences. The Sociology Institute of OUC plays a distinctive role 

in the field of Marine Sociology,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d Rural 

Sociology. The Sociology Institute whose research field is Sociology 

is one of chairman units of Marine Sociology Institute of China 

Sociology Committee, and vice chairman unit of Shandong Sociology 

Institute. 

   Sociology at OUC mainly focuses on two main fields: Ocean and 

Environment, deeply studying the major social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rine culture, social changes of marine 

fishing villages, as well as social security. The facilities develop 

wel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urvey analysis laboratory planning by 

OUC and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in 2010, funding being granted 

since 2011, program starting in the first half year of 2012, more 

than 10 million Yuan being funded.  

   The Sociology Institute has undertaken a number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ing seven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In addition, it has also undertaken the 

projects commissioned by central ministr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Currently, 10 books has been published and more than 80 papers have 

been selected by CSSCI, includ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Diges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copy "Soc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Sociology at OUC stands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Marine Sociology in China.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lso has a great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at OUC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Sociology in China. 

 

二、 培养目标  

 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基础学科之一，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将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本学科从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要出发，培养德、

智、体全面发展、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型和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具体而言，培

养目标包括四个方面：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 

  2.有良好的品德修养和学术道德,具有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实事求是的科

学精神、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善于合作的团队精神和关注社会的人文精神。 

  3.系统掌握社会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社会调查技术，外语应用能力较

强，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文献资料和撰写论文摘要，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

能够运用社会学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胜任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管理工作的社会学高级专门人才。 

  4.在加强社会学等基础理论和方法训练的同时，致力于培养应用型的专业人

才。我校社会学学科以海洋为特色，在国内首次率先开设了“海洋社会学”研

究方向。与此同时，积极加强环境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领域的人才培养。 

 

三、 招生对象  



 须符合下列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我校规定的体检要求。 

  3.须符合下列学历等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四、 研究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五、 修读年限  

3年 

 

六、 学分要求和培养体系  

总学分不低于 36.0学分； 

核心模块总学分不低于 21.0学分，计入总学分； 

学位公共课总学分不低于 7.0学分，计入总学分； 

学位基础课计入总学分； 

学位专业课 计入总学分； 

拓展模块 总学分不低于 12.0学分，计入总学分； 

公共选修课 总学分不低于 2.0学分，计入总学分； 

专业选修课总学分不低于 7.0学分，计入总学分； 

专业英语 计入总学分；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总学分不高于 1.0学分，不低于 1.0学分，计入总

学分； 

补修课不计入总学分； 

保障模块计入总学分； 



栏目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是否 

必修课   

是否 

学位课   
考核方式  

核
心
模
块  

学
位
公
共
课  

000K0012   研究生外国语(上)  2.0  72.0  是  是   

000K0013   研究生外国语(下)  2.0  36.0  是  是   

000K00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0  36.0  是  是   

000K0015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0  18.0  是  是   

学

位

基

础

课   

120K0095   社会研究方法   2.0  32.0  否  是  考试  

120K0096   西方社会学理论专题   2.0  32.0  否  是  考试  

120K0107   社区研究  2.0  32.0  否  是  考试  

学

位

专

业

课   

120K0097   海洋社会学研究   2.0  32.0  否  是  考查  

120K0098   环境社会学研究   2.0  32.0  否  是  考查  

120K0099   农村社会学研究   2.0  32.0  否  是  考查  

120K0100   社会政策研究   2.0  32.0  否  是  考查  

拓
展
模
块 

 

专
业
选
修
课  

120K0101   SPSS 应用  2.0  32.0  否  否  考查  

120K0385   社会管理专题   1.0  16.0  否  否  考查  

120K0386   环境心理学专题   2.0  32.0  否  否  考查  



栏目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是否 

必修课   

是否 

学位课   
考核方式  

120K0387   空间社会学  1.0  16.0  否  否  考查  

120K0388   海洋文化专题   1.0  16.0  否  否  考查  

120K0389   环境抗争专题   1.0  16.0  否  否  考查  

120K0390   海洋渔民研究专题   1.0  16.0  否  否  考查  

120K0391   鱼文化与渔文化专题   1.0  16.0  否  否  考查  

120K0392   环境行为专题   1.0  16.0  否  否  考查  

专

业

英

语   

120K0393   社会学专业英语   2.0  32.0  否  否  考查  

论

文

写

作

与

学

术

规

范   

120H0006   硕士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1.0  16.0  是  否  考查  

保障模块  1  学术活动(前沿讲座)  2.0   是  否  考查  



栏目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是否 

必修课   

是否 

学位课   
考核方式  

10  实践训练  1.0   是  否  考查  

2  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0.0   是  否  考查  

7  中期筛选  0.0   是  否  考查  

9  论文研究进展报告   0.0   是  否  考查  



七、 培养环节  

  学术型学位硕士的培养环节包括五项：实践训练，前沿讲座，开题报告，中

期筛选，论文研究进展报告。每一环节按照以下填写说明填写。各环节须注明

学期、方式、标准及考核形式。 

  1.实践训练： 

  实践训练以三种形式进行：教学实践、科研训练和社会实践，时间分散于个

学期，分别以助教工作、研究论文和实践报告作为考核方式。导师确认后，可

计学分。 

  2.前沿讲座： 

  前沿讲座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 

  （1）由本系教师就前沿问题作专题报告。 

  （2）定期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就重大理论问题和前沿问题作学术报告，

时间分散于各学期。 

  根据本人提交报告和各学期讲座考勤情况进行考核，导师确认可计学分。 

  3.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研究生应首先在导师的指导下做好论文的选题工作。研究生在撰写硕士学位

论文前必须完成开题报告并通过答辩。开题报告答辩一般安排在第 2学年第 2

学期中期进行（经导师同意并符合 2年毕业条件的研究生在第 1 学年第 2学期

期末进行）。开题报告人应围绕选题理由与研究价值、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主要内容与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学术路径、重点难点与预期目标、研究进度

与实施计划等内容，向答辩专家作详细陈述，并回答现场提问。 

  4.中期筛选： 

  中期筛选在第 2学年第 1学期准备，在课程学习之后（第 2学年第 2学期）

进行（经导师同意并符合 2年毕业条件的研究生在第 1学年第 2 学期期末进行

筛选）。主要包括对研究生政治思想表现、学习态度、学术作风，课程学习的

学分和成绩等进行综合考察。 

  5.论文研究进展报告： 

  论文研究进展报告分为中、外文专业文献综述报告和学位论文中期报告两种

形式。 

  （1）中、外文专业文献综述报告 

  研究生在第 1学期至第 3学期期间查阅 20篇以上与其研究方向有关的专业

外文文献，撰写 6000 字以上的书面文献综述；查阅 50篇以上与研究方向有关

的中文文献，撰写 8000字以上的书面文献综述。此项工作由导师根据各研究生

的特点所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并及时督促，按导师的

要求标准予以考核。 

  （2）学位论文中期报告 

  研究生应当在论文撰写开始后 3个月内向导师提交学位论文中期报告，汇报

资料收集与整理情况并提交文献研究综述报告、论文写作的总体进展情况汇

报、提炼的主要观点及论据、论文的创新点、撰写中遇到的困难和解决的设

想，以及预计提交学位论文初稿的时间。 

  



 

八、 学位论文  

 （1）从事学位论文研究的时间不少于 1年。 

  （2）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由硕士生独立完成。 

  （3）学位论文要求概念清楚、立论正确、结构合理、逻辑严谨、行文通

顺、层次分明、格式规范、结论明确，有一定的创新，能体现硕士生坚实的理

论基础、较强的独立科研能力和优良的学风。 

  （4）论文定稿时字数不少于 4万字。 

  （5）学位论文的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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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规定进行。 

 

九、 学位授予  

  参照《中国海洋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规定进行。 

  

 

十、 其他要求  

填写说明：各专业领域可根据本专业领域实际情况，列出对本专业领域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相关的其它要求。 

 

十一、 备注  

 1.研究生培养方案按照系统模版予以填写，要求各专业领域明确 1位负责人

负责其所在专业领域培养方案的制订、修订及落实。 

  2.在培养方案制定过程中，要让导师、骨干专家、任课教师共同参与论证，

同时吸纳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用人单位的专家参与，使培养方案切实体现权威

性、科学性和应用性。 

  3.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课程间的逻辑关系，围绕培养目标设置课程体系，避

免因人设课。 

  4.重视培养环节，要明确研究生资格考试、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论文研究进

展报告、前沿讲座和实践训练等环节的具体组织方式和达到的预期效果。 

  5.必须填写完善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教学大纲应包括课程负责教师、教学

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要求、学时数、考核方式、学生成绩计算方



式和方法、参考书目、详细教学计划等。教学大纲中涉及的课程代码、学分、

学时等信息要与培养方案总体设置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