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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一、总体概况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华中农业大学畜牧学肇端于 1902 年湖北省高等农业学堂畜牧科， 2006 年

获批畜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00 年获批设立畜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最近连续两轮学科评估获评 A+。

学位点立足于国家战略与畜牧产业发展需求，设立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动

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特种经济动物饲养、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 4个学科方向。通

过“内培外引”建设了一支高水平的导师队伍，现有专任教师 64 人，其中教授

28 人；拥有国家杰青 3 人、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及岗位体系科学家 9 人。在

研究生培养方面，建立了分流淘汰机制，规范执行环节分流，形成了一套完整的

体制和机制，为培养优秀的畜牧业研究型、应用型和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和制度保障。

（二）培养目标

我校畜牧学专业培养目标主要包括：（1）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高尚，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畜牧现代化服务。（2）培养

具有扎实基础理论、系统专业知识和先进研究技能，具有独立从事畜牧学及其交

叉学科研究的创新性科研能力，具有熟练利用动物遗传育种、动物繁殖、动物营

养与饲料加工、生态智慧养殖等领域的基础理论分析与解决畜牧生产相关问题的

能力，熟练掌握本学科发展前沿动态，具有国际视野，能胜任畜牧学及相关学科

的教学与科研、产品研发、政府部门及企事业管理工作的高级人才。

（三）培养方向

我校畜牧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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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经济动物饲养、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作为 4个主要培养方向：

1.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本方向以解析畜禽经济性状调控机制、研发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共性关键技

术、培育畜禽优良品种(系)为主要目标，具体研究方向包括动物结构基因组学与

功能基因组学，动物主要经济性状形成的遗传基础，动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

动物育种原理与方法，动物良种繁育体系建立，动物繁殖内分泌，性别鉴定与控

制，干细胞与胚胎工程等。在畜禽经济性状遗传规律、种质资源创新、功能基因

组学、体细胞重编程、动物胚胎干细胞多能性维持、发情排卵调控技术等方面取

得了重要成果，尤其是在猪遗传育种领域形成了突出特色和优势，国际交流密切，

相关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2.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本方向瞄准领域学术前沿科学问题，围绕产业关键技术和共性需求，以家畜、

家禽和宠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和新型智能化分析技术为重要手

段，研究营养物质与动物重要经济性状和品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和调控技术，

饲料与安全监控的理论与应用，形成了动物分子营养学、动物营养与调控、饲料

安全与生物技术等三个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建有动物营养代谢室、湖北省饲料

质量监督检验站、生猪精准饲养与饲料安全技术湖北省工程实验室等科研基地，

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及产学研相结合的现代教学科研体系。与发达国家

交流密切，科研理念与国际同步。

3.特种经济动物饲养

本方向以特种经济动物为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包括特种经济动物种质资源开

发与利用、遗传育种与繁殖、营养与饲料、饲养管理与产品研发、特种经济动物

行为学与福利、特种经济动物驯化与驯养、特种经济动物肠道微生物资源挖掘与

利用、特种经济动物基因组与演化等。在梅花鹿繁殖与鹿茸生长性状遗传解析及

繁育技术等领域，以及蜜蜂资源保护与利用、行为性状遗传解析及智能化养殖与

高效繁育技术等领域形成优势与特色。

4.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

本方向主要研究畜禽品种改良、畜禽生产标准化与智能化、生态养殖与畜牧

工程，在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培育技术、人工授精关键技术、畜禽养殖污染控

制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无菌（实验）动物制备、繁育与应用等方面取得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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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系统解析了卵泡选择与发育、母鸡贮精能力、猪脂肪沉积等畜禽经

济性状的作用机制，培育了欣华 2号蛋鸡、乌骨羊等特色畜禽新品种，建设了无

菌实验动物平台。系列研究成果为提升畜禽生产效率、促进现代化畜牧场与乡村

振兴建设提供先进生产工艺等技术支撑。

（四）学位授予标准

完成课程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必须环节并合格、取得相应成果、通

过学位论文答辩，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专业学位评定

委员会的意见及有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研究生毕业应掌握各方向相

应的基本知识及结构并具备相应的基本素质，学位论文具体要求如下。

博士学位论文具体要求：

1. 论文选题要求

应致力于解决畜牧学的相关科学问题，在畜牧学的理论、技术、方法、产品

上有创新性发现，推动畜牧学科发展。

2. 文献综述要求

必须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及重要专业学术期刊阅读，具备文献综述

写作能力，撰写与研究方向相关的高水平文献综述报告。

3. 论文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严格按照《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写作规范》进行

撰写。论文完成后，聘请同行专家对论文进行盲评。通过盲评并通过学术不端行

为检测，方可组织答辩。答辩时需出示相关的科研原始记录与图片等。

4. 成果创新性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 3份盲评结果均为 A；或在学校规定的 C类及以上期刊或本学

科各专业方向英文 TOP 期刊（中科院 JCR 分区）发表至少 1 篇研究性论文

（Article）；或在其它英文刊物发表 2篇及以上论文。此要求为我院博士研究

生申请毕业答辩的最低要求，各实验室可根据情况相应提高标准。

学校鼓励研究生合作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以共同第一作者形式发表在学校

规定的 B类及以上期刊论文的，且各人的贡献在其博士论文中有明确体现的，可

采用该成果申请学位；在学校规定的 C类及其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只认可名列

第一的共同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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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是学位论文的研究结果或与之相关的延续性研究结果，且第一权属

位必须是“华中农业大学”，导师须为通讯作者或作者之一；校外兼职导师的研

究生发表论文第一作者和第一作者单位必须署名华中农业大学，但通讯作者可署

兼职导师姓名和单位。

硕士学位论文具体要求：

1. 论文选题要求

应结合畜牧学科的发展趋势，围绕畜牧行业发展面临的基础理论、技术方法

确定研究课题。确定学位论文工作的内容和工作量时应全面考虑硕士研究生的知

识结构、工作能力和培养年限等方面的特点。

2. 文献综述要求

必须阅读一定数量的经典必读书目及重要专业学术期刊阅读，具备文献综述

写作能力。撰写与研究方向相关的文献综述报告，在系统提交，由导师审核后获

得学分。

3. 论文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严格按照《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写作规范》进行

写。论文完成后，聘请同行专家对论文进行盲评。通过盲评并通过学术不端行为

检测，方可组织答辩。答辩时需出示相关的科研原始记录与图片等。

4. 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要求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中文核心期刊或权威数据库收录的英文期刊上发表

论文；

（2）以前三作者身份在学校规定的 C 类期刊或本学科各专业方向英文 TOP

期刊（中科院或 JCR 分区）上发表论文，且论文相关工作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有

明确体现；

（3）以前三作者身份申请受理或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且该专利内容应

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有明确体现。

科研成果是学位论文的研究结果或与之相关的延续性研究结果，且第一权属

单位必须是“华中农业大学”，导师须为通讯作者或作者之一。校外兼职导师的

研究生发表论文第一作者和第一作者单位必须署名华中农业大学，但通讯作者可

署兼职导师姓名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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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生招生、在读、毕业、学位授予及就业基本状况

1.研究生招生情况

2021 年度畜牧学研究生总计招生 132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招生 39 人，硕士

研究生招生 93 人，推免与硕博连读人数比例超过 46%。

研究生招生具体情况如下：

2.研究生在读情况

2021 年度畜牧学在读研究生共计 425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在读 168 人，硕

士研究生在读 257 人。

3.研究生毕业及学位授予情况

2021 年度畜牧学研究生授予学位共计 90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授予学位人数

28 人，硕士研究生授予学位人数 62 人。

4.就业基本情况

毕业生就业人数共计 73 人，其中博士就业 26 人，硕士就业 47 人。

（六）研究生导师状况（总体规模、 队伍结构）

专职导师

畜牧学博士学位点依托于畜牧学科，现有专职研究生导师 64 人,导师队伍总

体规模适中，队伍结构合理。

专职导师年龄结构域学历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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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

术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博士导

师人数

硕士导

师人数

最高学

位非本

单位授

予的人

数

兼职博

导人数
25岁
及以

下

26至
35岁

36至
45岁

46至
59岁

60岁
及以

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28 0 1 7 18 2 27 1 28 0 11 5

副高级 36 0 11 15 10 0 35 1 0 36 18 0

中级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64 0 12 22 28 2 62 2 28 36 29 5

二、学位点基本条件建设

（一）师资队伍

学位点已建成高水平教师团队，教师团队新增院士有效候选人 1人，自主培

养农业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 5人，入选杰青人才 3人，四青人才 4人，获评导师

教书育人奖 2 人。导师团队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各方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情况如下：

学科方向

名称
项目 姓名 职称

动物遗传

育种与繁

殖

带头人 赵书红 教授

中青年学

术骨干

1 蒋思文 教授

2 李新云 教授

3 苗义良 教授

4 杨利国 教授

5 刘小磊 教授

动物营养

与饲料科

学

带头人 彭健 教授

中青年学

术骨干

1 晏向华 教授

2 齐德生 教授

3 孙铝辉 教授

4 黄飞若 教授

5 齐智利 副教授

动物生产

与畜牧工

程

带头人 龚炎长 教授

中青年学

术骨干

1 雷明刚 教授

2 姜勋平 教授

3 任竹青 教授

4 李世军 教授

5 魏泓 教授



7

（二）获批项目

研究生指导教师治学严谨，专注于本领域研究，2021 年获批纵向科研经费

3299.61 万元，横向科研经费 941.27 万元，获得多项重大重点项目支持。

2021 年新获批重大重点项目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年龄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获批年度
项目起止

年月
项目类型

合同经费

（万元）

1 李新云 46 猪遗传育种 32125035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2021 202201-

202612
杰出青年

基金项目
400

2 刘小磊 35

猪产肉性状

图像表型组

解析及分子

设计育种前

沿技术研发

2021YFD1
300800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2021 202112-

202611

专项项目

（含应急

管理项目）

400

3 张淑君 56

牛奶和外泌

体及其特异

物质的功能

与应用的研

究

2021YFE01
15500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2021 202201-

202412

专项项目

（含应急

管理项目）

100

4 王恒 42

猪高产优质

高效性状智

能表型组解

析及关键基

因和变异筛

选

2021YFF10
00601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2021 202112-

202611

专项项目

（含应急

管理项目）

2014

5 李世军 51

黄羽肉鸡重

要经济性状

的功能基因

组学解析与

遗传拮抗机

制

2021YFD1
300102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2021 202112-

202611

专项项目

（含应急

管理项目）

800

6 彭健 58

母猪动态营

养需求与营

养精准供给

技术

2021YFD1
300401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2021 202112-

202611

专项项目

（含应急

管理项目）

850

（三）学习条件

本学位点拥有实验室总面积 30162.29m2，实验仪器设备总值 288557.85 万元，

拥有如激光共聚焦显微镜（Zeiss LSM 800）、分选型流式细胞仪（BD JAZZ）、高

性能服务器集群（浪潮八路服务器 TS860G3）、氨基酸自动分析仪（L-8900）、液

质联用仪（UPLC-Premier XE）等先进实验设备。2021 年加强基地建设，申报获

批省级研究生工作站 3个，校级实践基地 30 余家；与扬翔、罗牛山等企业共建

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学校开工建设 5万平米动科动医大楼，改善办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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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研支撑平台

本学位点拥有教育部创新团队 1个、科技部领军人才创新团队 1个、农业农

村部创新团队 1个、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 5个。

本学位点主要人才培养支撑平台如下：

平台名称 平台级别

国家家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实验动物中心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农业生物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农业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省部共建生猪健康养殖协同创新中心 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农业农村部种猪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武汉） 农业农村部检测中心

农业农村部猪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 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

生猪精准饲养与饲料安全技术湖北省工程实验室 省工程实验室

湖北省家畜种业技术创新中心 省技术创新中心

（五）研究生奖助体系

我校研究生奖助体系完善，包括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优秀研究生专项

奖励、国家助学金、 “三助”岗位津贴、困难补助、 国家助学贷款、社会奖助

金等。

国家助学金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全日制研究生均可享受，覆盖面

100%。全日制研究生均可申请国家奖学金和学业奖学金。学校统筹利用科研经费、

学费收入、社会捐助等资金，设置研究生“三助”岗位，并提供“三助”津贴。

其中规定导师为全日制研究生发放助研津贴，最低标准为每生每月 200 元，每年

按 12 个月发放，100%全覆盖。

2021 年，学院明确评奖评优价值导向，激励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充分发挥

资助育人功能，学院共计为 392 名研究生发放学业奖学金 445.75 万元，

2021 年奖助学金情况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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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年度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2021 231 154

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2021 184.8 154

大北农奖学金 奖学金 2021 5.5 7

上海美农奖学金 奖学金 2021 3 6

微康奖学金 奖学金 2021 1.5 3

勃林格英格翰奖学金 奖学金 2021 5 8

焕春基金 奖学金 2021 6.95 44

启盛奖学金 奖学金 2021 8 16

三、研究生人才培养工作

（一）招生选拔情况及相应措施

1.学位授权点招生选拔情况

采取多种措施规范招生过程，严把入口关，提升生源质量。 主要措施如下：

（1）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培育卓越领军人才。改革博士生人才培养机制。

试点开展博导招生资格审核，实行末位淘汰。建立博士生招生学科集体初审把关

机制。开展“申请-考核”招收博士，不断优化如“推荐信”、“学科初审”等

考核细节。

（2）推进分类培养，满足社会需求。推进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分流培养。开

展入学教育，导师结合学生志趣指导制定培养计划。作为学术创新拔尖后备人才，

有机衔接学术型博士培养，建立专项改革指标配套制度。

（3）加强招生宣传。采取进校宣传和网上推介形式介绍办学目标、 专业特

色、导师队伍和研究生奖助学金制度。

（4）报考相关信息资料透明化。在学校研究生招生就业网公布招生指南、

考试大纲、近年考试题和录取情况，方便考生复习迎考。

（5）坚持举办夏令营。积极拓展线上线下渠道，校内校外联动开展招生宣

传。

（6）规范复试录取流程。按学校复试录取工作要求和规定，规范复试录取

流程。复试全程录像，录取成绩和结果第一时间公开，确保招生公平公正。



10

2.招生规模

2021 年共计招收博士研究生 39 人，硕士研究生 93 人。

（二）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情况

本专业学位点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

全过程。学院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系主任兼任支部书记，吸纳所

有非党员教师参加支部理论学习，选派 45 名党员导师担任研究生党支部指导老

师，实行师生党支部结对共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指导支部开展工作。立足于

加强党员管理、爱党敬业的先锋模范作用，挖掘优秀党员先进事迹，开展党员“亮

身份、践承诺、办实事”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服务师生。先后获评“全国先进

基层党组织”、“华中农业大学先进党组织”，“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等一批优秀典型。2021 年 6 月学院党委书记受邀在全省基层党建工作调研会和

专题学习示范培训班上介绍学院党建工作经验。

（三）课程教学及保障措施

1.突出“研”，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强化畜牧科技前沿研讨和自主科技创新能力提升，通过多学科交叉、国内外

导师组协同，推进本硕博贯通和国际联合培养。强调系统性，调整一级学科核心

课、二级学科核心课，增设素养课、学科交叉课、全英文课程等大类课程。强调

前沿性，与国外，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与新西兰梅西

大学等学校开设《动物遗传育种全》、《高级动物遗传育种学》等全英文课程。强

调层次性，分层建设硕博课程，分类建设理论类、方法类、实践类课程。强调示

范性，建设专业类精品示范课。

2.彰显“融”，深化教学改革。

科教融合，瞄准学科前沿，引进国内外专家联合授课，将最新科研成果融入

课堂；依托农业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生猪健康养殖协同创新

中心等优质科研平台，开展现场教学，将科研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产教融合，

有效利用扬翔等龙头企业资源，开展实践教学；聘任企业导师，将行业发展融入

课堂；“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入选教育部新农科研究与

改革项目。师生融合，推行翻转课堂、 MOOC 等多形式授课方式，运用长江雨课

堂及 VR 等智慧教学与信息化教学手段，开辟“科研最前线”等平台，开展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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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教学和探究式学习，促进师生线上线下、课堂实践等多渠道多层次深度融

合，提升研究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3.狠抓“严”，夯实教学督导。

夯实教学督导，持续开展四级课程巡查制度（查课员-学院-督导员-研究生

院），相关重点指标作为年度绩效考核观测点。严格实行“一期四省”制度，通

过一学期开学集中听课、期中听课月、期中教学研讨、期末总结等四次活动，交

流研讨提升教学质量。改革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开展研究生学习、科研与管理

服务等在学体验在线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形成学位点研究生学习、科研、管

理服务体验调查反馈，以问题为导向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四）导师指导和学术交流

突出师德为先，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宣传引导凝聚师生的战

斗堡垒作用，将支部建在学系，党员系主任兼任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兼任副系主

任，完善全员政治理论学习机制，吸纳所有非党员教师参加支部理论学习活动。

实施《引进教师政治表现与道德品质考察工作细则》，严把教师入口关；配备“双

导师”，帮助新教师扣好“从教第一粒扣子”；健全院领导联系高岗教师、支部委

员联系青年教师等机制，常态化交心谈心。构建贯穿教师职业生涯全过程的荣誉

体系，举办新教师入职、高岗教师聘任、从教周年纪念、荣休“四个仪式”，弘

扬高尚师德师风。

强化价值引领，激发干事创业活力。发挥学科带头人、岗位科学家、中青年

领军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组建集教学科研服务于一体的一流师资团队，引导教

师潜心教书育人，支持青年教师开展基础研究，产出原创成果；鼓励中年教师勇

担社会责任，解决畜牧兽医行业发展问题，形成传帮带良性发展机制。对标国际

一流，选派青年教师到国际高水平实验室访学一年；对接产业需求，要求青年教

师到养殖企业和兽医临床一线锻炼一年；分类举办教师学术研讨会，中青年教师

交流互鉴，营造开放包容、团队合作的良好氛围，形成既仰望星空，又埋头做事

的学科发展文化。实行教职工分类考核评价与激励，深度激发教师发展活力；改

革绩效工资分配办法，加大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和课堂教学工作分配力度，激励教

师钻研教学；完善综合奖励办法，让全体教师共享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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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生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情况

2021 年度本学位点研究生共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并做大会报告

共计 16 人次。

2021 年学生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情况如下：

序

号
年度

学生

姓名

学生

类别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报告地点

1 2021 华仁武 博士

UC Davis
Education
Conference on
One Health for
Food Safety and
Animal Health

Influence of
extracellular vesicle
miRNAs in porcine
uterine flushing fluids
on embryo
implantation

January 25
– February
5

线上

2 2021 张黎 博士

ONE HEALTH
FOOD SYSTEMS
CONFERENCE

Acetylation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 B
drives NAFLD
progression by
impairing lactate
clearance

2021-01-25 线上

3 2021 杨志鹏
硕士

生

international
young scholars one
health forum

Effects of Nur77 on
the changes of organ
index and blood
biochemical index in
mice induced by LPS

2021.1.25-2
021.2.5

线上

4 2021 杨志鹏
硕士

生
One Health

Effects of Nur77 on
the changes of organ
index and blood
biochemical index in
mice induced by LPS

2021-01-25
~2021-02-0
5

线上

5 2021 樊懿楷
硕士

生

第十二届中国奶

业大会暨 2021 中

国奶业展览会

水牛奶检测新技术的

进展

2021 年 7
月 17 日

—19日
中国-合肥

6 2021 罗荣龙
硕士

生

中国畜牧兽医学

会家禽学分会第

十一次全国会员

代表大会暨第十

二次全国家禽学

术讨论会

穿心莲内酯缓解鸡毒

支原体感染引起的肉

鸡肝脏损伤

2021 年 7
月 22-25

中国-哈尔

滨

7 2021 付川珂
硕士

生

第二十一次全国

动物遗传育种学

术讨论会

blupADC：一个适用

于动植物育种中复杂

遗传数据分析的R包

和 Shiny应用

2021-10-13 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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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年度

学生

姓名

学生

类别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报告地点

8 2021 程漫漫 博士

第二十一次全国

遗传育种学术讨

论会

活性 VitD3 调控蛋鸡

卵泡发育和类固醇激

素合成的机制探究

2021.10.14 中国-北京

9 2021 郭妍 博士

第二十一全国动

物遗传育种学术

讨论会

鸡睾丸的蛋白质组学

和转录组学分析证明

CYP19A1 在精子发

生和繁殖中不可或缺

的作用

2021-10-14 中国-北京

10 2021 李京津 博士

第二十一次全国

动物遗传育种学

术讨论会暨纪念

吴仲贤先生诞辰

110周年大会

Enhancer-promoter
interactome maps
provide insights into
skeletal
muscle-relevant traits
in the pig genome

2021-10-14 中国-北京

11 2021 孙艳 博士

第二十一次全国

动物遗传育种学

术讨论会

基于原位 3D 基因组

技术解析影响猪胚胎

附植时期子宫内膜上

皮细胞染色质重塑的

机制

2021.10.13-
2021.10.17

中国-北京

12 2021 黄晓晨 硕士
全国动物遗传育

种大会
无 2021.10.14 中国-北京

13 2021 安美景
博士

Ph.D

第二十一次全国

动物遗传育种学

术讨论会

Statistical genetic
analyses for mortality
rate at birth in pigs

2021-10-13
至 17

中国-北京

14 2021 冉早红 硕士

中国畜牧兽医学

会动物繁殖学分

会第二十次学术

研讨会

无
2021.10.22-
2021.10.23

中国-杭州

15 2021 张龙 博士

中国畜牧兽医学

会动物繁殖学分

会第二十次学术

研讨会

猪妊娠早期子宫内膜

组学分析及调控网络

研究

2021-10-21 中国-杭州

16 2021 南九红 博士

the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Forum
on Animal
Genetics,
Breeding, and
Reproduction
(IFFAGBR-2021)

Adaptation to High
Altitude through
parallel evolution in
TBC sub-groups

2021-12-3 中国-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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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参加本领域重要学术会议并作报告人员

2021年度本学位点教师参加本领域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并做大会报告20人

次以上。

2021 年教师参加本领域重要学术会议并作报告部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教师

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年月 报告地点

1 赵书红 国际农业基因组论坛
猪整合组学与育种技术

创新及应用
2021年 10月 中国-青岛

2 赵书红 李曼大会
智能时代的育种新技术-

基因组选择
2021年 10月 中国-重庆

3 赵书红

Animal Bio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in Animal Bre

eding

动物生物技术及育种应

用
2021年 11月 线上

4 李新云

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暨第二十一次全国动物遗

传育种学术讨论会

猪功能基因组研究与育

种技术创新
2021年 10月 中国-北京

5 李竞一

CICA Smart Agricultur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Seminar

UC Davis Education
Conference on One

Health for Food Safety
and Animal Health

2021年 3月 线上

6 滑国华

UC Davis Education
Conference on One Health

for Food Safety and
Animal Health

Genetic features of
Buffalo reproductive traits

and regulation
technologies

2021年 1月 线上

7 姜勋平

CICA Smart Agricultur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Seminar

Information suppor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heep joint
breeding

2021年 3月 线上

8 谢胜松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ctoferrin

Enhancing the
antibacterial activities of
sow milk via site-specific
knock-in of a lactoferrin

gene in pigs

2021年 12月 线上

9 齐智利
全国宠物食品加工与适口

性提升论

宠物肠道微生态健康及

营养调控技术
2021年 10月 中国-上海

10 齐智利
第十四届全国系统动物营

养论坛

逆态环境下奶牛营养调

控技术的系统集成研究

与实践

2021年 12月 中国-郑州

11 彭健
第四届太阳鸟·畜牧产业

无抗(减抗)发展大会

应激和疾病破坏肠道屏

障的 机制及营养改善的

策略与效果

2021年 4月 中国-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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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师

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年月 报告地点

12 彭健
2021国际动物营养师大

会

用母猪精准饲养方案提

升母猪性能和猪场效益
2021年 9月 中国-青岛

13 徐学文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Forum on Animal Genetics,

Breeding, and
Reproduction

Integration Analysis of
Multiple Types of
Molecular QTLs

Facilitate Distinction of
eQTL Mechanism and

Causal Variation
Identification

2021年 12月 线上

14 刘小磊

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第

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

2021年学术年会

大数据时代的基因组选

择育种算法工具开发
2021年 10月 中国-成都

15 赵书红 华农-梅西学术论坛

A compendium and comp
arative epigenomics analy
sis of cis-regulatory eleme
nts in the pig genome

2021年 5月 线上

16 刘小磊 华农-梅西学术论坛

An efficient, accurate, and
robust algorithm for
genomic prediction

2021年 5月 线上

17 周扬 华农-梅西学术论坛

Comparative whole
genome DNAmethylation
profiling across cattle

tissues

2021年 5月 线上

18 姜勋平 华农-梅西学术论坛

Information support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heep joint
breeding

2021年 5月 线上

19 滑国华 华农-梅西学术论坛

ACAA1 regulate bovine
and buffalo milk

production traits by
regulating mammary
gland epithelial cell
proliferation and

secreation

2021年 5月 线上

20 许庆彪 华农-梅西学术论坛

Effect of heat treatment
on the lipid and

microRNA profiles in
milk.

2021年 5月 线上

3. 教师在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任职主要负责人

2021 年度本学位点教师在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任职 1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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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点教师在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教师姓名 学术组织名称 担任职务 任职期限

1 蒋思文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 副会长 2018年至今

2 赵书红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遗传育种

分会
副会长 2017年至今

3 赵书红 亚洲动植物基因组大会(PAGAsia) 副会长 2015-至今

4 赵书红

国际动物遗传学会猪基因组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nimal

Genetics，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of pig genomics）

副会长 2019-至今

5 杨利国
International Society on Animal

Reproduction
副会长 1992-至今

6 杨利国 International Buffalo Federation 会长 2019-2022

7 杨利国 湖北省奶协 会长 2017.6-至今

8 齐德生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家畜环境卫生

分会
副理事长 2004-

9 齐德生 中国毒理学会饲料毒物分会 副主任委员 2018-至今

10 李 翔 湖北省养蜂学会 会长 2017.11-2022.11

11 梁爱心 湖北省养蜂学会 秘书长 2017.11-

（五）学风建设及论文质量保证

不断强化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工作。学院高度重视学风建设和学术道德规范，

通过开设《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专题报告》《研

究生入学教育》等课程或报告会，强化学院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不断结合

相关文件和典型案例对研究生进行学术规范和道德教育、实验记录及毕业论文撰

写培训，坚持所有毕业论文校外盲评制度，有效促进了科研课题顺利实施和毕业

论文撰写质量。历年学位论文教育部和学校抽检均无不合格情况，也未发现一起

学术不端行为。开展研究生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全面排查和警示教育。部分课程与

讲座信息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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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形式 参加人数 教育内容

1
学术道德与

科技写作
课程 23

本课程解析了研究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写作问题，

包括摘要、标题、实验数据呈现、评审和修改，学术

道德、版权和专利问题。另对学术交流进行了介绍，

以帮助研究生在论文写作和口头演讲中使用良好的

沟通技巧。

2
科研伦理与

学术规范
课程 400

培养研究生科研与学术的“底线意识”，即遵守科研

伦理与学术规范。本课程有助于学生规避学术风险，

提高科研规范性，为严谨扎实从事科研工作打好基

础。

3
如何写好科

研论文
课程 400

讲述论文写作的原理，内容架构，技巧及学术伦理道

德，并邀请优秀学生分享他们发表论文的宝贵经验，

帮助研究生更有效的写作和发表学术论文。

4

“研究生学

位论文撰写

规范”专题报

告

报告会 324

深度解析国家和学校研究生学位授予和学位论文的

相关要求，解读剽窃、伪造、篡改和直接代写论文等

学术不端行为。系统阐述学位论文撰写规范，分析每

个部分撰写格式规范，保证学位论文科学性、系统性、

逻辑性和规范性。

5

2021 年湖北

省科学道德

和学风建设

宣讲教育

报告会 500

学习贯彻落实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精神以及习总书记关于科学道德和科研诚信

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深入推进科学

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鞭策师生坚守学术诚

信和科学道德。

6
科学道德与

学术规范
报告会 716

解读《华中农业大学学术规范（修订）》《华中农业大

学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和《华中农业大学学术不

端行为处罚细则》，分析抄袭、剽窃、伪造或篡改数

据、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判定依据、界定方式

及处罚细则。

（六）管理服务

学科目前从事研究生日常思想政治工作人员 3名，从事培养、学位与质量管

理 3人，从事国际交流与合作 1人。配备兼职辅导员 2人协助管理。

在学院研究生会中设置生活权益部、研究生会反馈邮箱等，及时反映研究生

生活、学习、科研等各方面权益诉求，学院定期召开师生座谈会，架起沟通桥梁，



18

让学生合理有序地表达和维护研究生正当权益，助推研究生成长成才。

在研究生满意度调查情况中，研究生在学习体验的生均评价值为 79.17，在

科研体验的生均评价值为 82.86，在管理服务体验的圣君评价值为 84.46，表面

学院在管理服务上学生满意度较高，学习、科研体验有待提升。

（七）学生就业发展

1.2021 年硕博研究生毕业共计 90 人。

2021 年度本学位点毕业生主要就业去向如下：

单位

类别

党政

机关

高等教

育单位

中初等

教育单

位

科研设

计单位

医疗卫

生单位

其他

事业

单位

国有

企业

民营企

业

三资

企业
部队

自主

创业

升

学
其他

全日制博士 12 4 2 4 4

非全日制博士

全日制硕士 1 1 1 1 1 2 4 25 3 8

非全日制硕士

2.目前开展研究生就业工作的重难点

（1）行业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及全行业的冲击，

许多小型企业面临淘汰，行业资源加速整合。养殖板块多数公司一方面急需参与

一线生产管理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又招不到意向养殖生产就业的毕业大学生，

利用高额薪资吸引同学们就业；生物医药板块部分公司因公共卫生发展，招聘需

求上升但要求层次较高；动保板块和饲料板块许多企业受到行业波动影响，对人

才招聘需求下降。总体来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不同板块间的行业发展不均，

对人才的需求体量不一，就业匹配度不够高。

（2）疫情对就业观念产生较大影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后，学院毕

业生在专业就业过程中存在着主动求职动机不强、自我岗位目标不明、环境待遇

要求过高、行业地域分布规律特点认识不足等突出问题，同时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学生求职就业的氛围不浓、学院着力举措的实效不充分，就业心态调整和

就业工作推进难度大大增加，就业工作呈现出提前就业难、高质量就业难、推荐

就业难的局面，出现‘学院推着学生走’的窘态。此外，后疫情时代下，毕业生

更倾向于稳定的工作环境，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人数逐步增加。根据未就业学

生调查情况来看，学院拟考公、事业单位人数 26 人，占未就业人数 76.47%，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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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公职需要进行充足的准备、扎实的基础学识，部分同学没有在就业准备与考

试备考之间做好平衡，考试失利，还需在平时学习汇总提高个人组织能力、管理

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公关能力，从而使自身综合素质得以全面发展。

3.学院推进研究生就业工作的举措

学院长期坚持把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一项紧迫任务， 将研究生就业工

作摆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突出位置。

（1）学生分类指导，重点推荐就业。学院在对毕业生进行常规的求职简历

制作、面试指导等基础上，对不同群体实行分类指导提高就业资源的利用率。对

于优秀的学生干部、学生党员，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优先推荐；对于意向考公、

考编的同学开展一对一辅导，重点针对政治、面试技巧进行辅导；对于存在心理

困难及表达困难的毕业生，学院除了加强对学生的心理疏导及求职技巧的面授外，

还主动利用企业来访、走访企业的契机积极向企业推介，帮助学生更好地展示自

身的优势，增进企业对于学生的全面认识。

（2）发掘校友资源，提供高质量岗位。充分发掘校友资源。学院办学历史

悠久，有一大批的校友在全国各地的不同领域企事业单位贡献重要力量。学院搭

建平台，邀请新希望六和副总裁陶玉岭、牧原集团董事李彦朋等亲自与师弟师妹

交流，提供优质就业岗位，实现高质量就业。

（3）加深校企合作，资源互补共享。我院领导携部分学生去有合作关系的

用人单位进行走访调研，如科前生物、牧原食品有限公司、广西扬翔股份公司等，

多方面寻求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为今后的学生就业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学位点服务贡献典型案例

案例一：发挥高端智库作用 服务畜牧业重大需求

针对畜牧业稳产保供、绿色发展、标准立规等行业重大需求，主动承担国家

部委和地方政府战略咨询项目，推动建立标准规范，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

力支撑。

战略建言促发展。应对“非瘟”“新冠”疫情叠加影响，撰写《当前生猪养

殖业恢复生产的现状、困难及对策》调研报告，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并被国务院

采纳。向湖北省政府建议将蜂产品纳入生活物资保障范围获采纳，挽回经济损失

5亿元以上；向武汉市提出共抓疫情防控与恢复畜禽生产的建言获政府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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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制定“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畜禽重大疫病防控与高效安全养殖综合

技术”项目规划并推动实施，牵头组织制定基金委畜牧学科“十四五”规划，

主持完成《湖北省“十四五”肉蛋奶提升工程战略咨询报告》，报送湖北省

人民政府。参与中国工程院“基因编辑技术发展与评价研究”战略咨询项目，报

送国务院。

标准立规兴产业。主持承担农业农村部种畜禽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法规研究

工作，为《畜牧法》修订提出 14 条重要建议，为部级检验检测机构相关管理办

法修订提出 20 余条建议，促进了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先后主持制定

了 9 项国家标准、12 项行业标准，为国家和行业建立了动物种业监管、转基因

动物安全管理、种猪性能检测及饲料安全等方面技术方法和科学规范。

案例二：深化扬翔模式，打造农牧行业校企合作样板

针对我国养猪业“育种技术创新不足、养殖效率低下”等瓶颈问题，围绕支

撑猪高效养殖的品种、饲料、环境、设备等核心要素，连续 11 年与扬翔集团开

展协同创新，打造校企合作样板。

近 5年合作研发基因组育种与种质创新、生猪精准营养、楼房养猪等新技术

20 余项，开发了自主知识产权、国际领先的基因组育种新算法及软件。率先建

立母猪自循环、基因组选择与精准选配的普惠育种模式，打造了 500 万头生猪的

生产繁育体系。研发创建了“FPF”未来猪场共同体和楼房智能养猪新模式，通

过“垂直生产”“铁桶防疫”“智能运行”助力生猪稳产保供，实现了土地高效

利用、环境生态绿色、企业节本增效，扬翔集团全程造肉成本降低 1 元/斤，PSY、

MSY 居于国际先进水平，养猪模式被中央电视台两度专题报道，加拿大阿尔伯塔

大学等科研院所引入案例教学。协同创新成果在牧原等企业应用，带动养殖龙头

企业变革，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近 5 年横向课题及技术服务转化金额近 4000

万元，在 10 余家企业转化发明专利 24 项，母猪精准饲养技术在 10 余个生猪

主产区的 100 多家大型养殖和饲料企业推广应用，覆盖母猪 140 余万头，新增

直接经济效益 40 亿元。

相关成果及推广应用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湖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和湖北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案例三：拓展“技术+”新路径，服务畜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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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统筹谋划，将人才平台优势融入养殖技术推广、专业人才培训、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等环节，形成“技术+”服务畜牧业发展新路径。

技术+示范，提升区域养殖水平。5 位岗位科学家领衔示范，在宜昌建成生

态猪养殖技术示范乡镇 6 个，年出栏 400 万头；指导建设高标准肉羊示范场 8

个。在安陆选育“欣华 2 号蛋鸡”，贮精能力提高 1倍，死淘率和种蛋破损率

降低 1/3。在荆州建成奶水牛核心育种场，获批国家奶水牛引智基地，奶牛养殖

技术在湖北 80%以上牛场得到应用并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技术+培训，精准培育专业人才。依托国家家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

承办农业农村部全国育种及人工授精技术等培训班 7期、饲料检验培训班 10 期、

新希望等企业订制培训班 3期，累计培训 2 千余人。427 名学员参加国家家畜繁

殖员职业技能鉴定。肉羊健康养殖线上服务平台累计应用超百万次。

技术+检测，护航畜产品质量安全。以农业农村部种猪质检中心（武汉）等

为主体，年完成全国 20%种猪质量监督检验任务；为 15 省 78 家企业检测 26 个

品种猪生产性能；制定饲料国标、行标 5项，为逾千家企业出具饲料检测报告万

余份；建立畜产品真实性高效鉴定体系，制定 6项国家与地方标准，为 G20 峰会

等检测畜产品，获湖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等

（一）存在的问题

1.师资队伍规模小，战略人才缺乏，领军人才不足，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型

人才不强。

2.学科交叉融合不够，科学研究平台及条件不完备，基础研究领域标志性原

创科研成果产出不多。

3.缺乏与国际知名跨国公司的实质性合作，研究成果的国际化推广与转化应

用程度不够。

（二）改进措施

1.加大高层次人才引培力度，推动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形成较为均衡的队伍结构。引进和培养领军人才尤其中

青年领军人才，改革考核评价机制，将“破五唯”文件落实到具体方案和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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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完善《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医学院重要贡献奖励办法》《动物科学

技术学院、动物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指标分配办法》等文件，健全学院制度体系。

依托“华中农业大学南湖国际青年科学家论坛”等平台持续大力引进国内外优秀

人才，打造高端人才师资队伍，优化师资结构，推动师资队伍建设。

2.强化教育教学平台及体系建设，提升人才培养国际化程度，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和水平

在人才培养方面逐渐形成领域（如猪遗传育种）品牌优势，打造智能化、生

态化教学科研基地，加强能反映现代畜牧业发展状态的实践教学和科研试验基地

建设。积极推进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法改革，加强教材、课程建设，突出文

化特色引领和课程思政建设。注重复合型人才培养，增加联合培养的途径和方式，

短、长期交流相结合，逐步拓宽学生眼界，提高学生对学科发展的认识。不断提

高国际学生的数量和质量，提升本学科培养人才的国际认可度。

完成本科生人才培养方案重构、研究生学位授予标准制定及论文质量控制工

作；建设和申报“十四五”规划教材、国家级“金课”；务实推进与新西兰梅西

大学的合作办学。实施本科生分类培养；研究生毕业论文盲评全覆盖；强化与新

西兰梅西大学、丹麦奥胡斯大学、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比利时列日大学、美国爱

荷华州立大学等高校合作关系。实现学科专业核心课程数字资源化；建设 1-2

个科教产教融合的研究生培养基地。持续完善教材与课程建设，形成以国家级、

省级优质课程为引领、校级优质课程为支撑的高质量课程体系结构，申报国家级

金课及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3.进一步优化学科体系，增强成果转化能力，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优化学科体系，加强学科内研究方向均衡发展，注重学科交叉；重视畜牧学

科现代化改造，结合新农科建设打造智慧畜牧和特种经济动物养殖以及地方品种

保护等新发力点，力争在猪的品种选育方面打破欧美的国际垄断；加大产学研，

拓宽覆盖畜牧产业结构面，突出成果转化，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搭建智能化大数据分析平台与动物行为监测与表型性状测定技术平台；打造

“乡村振兴示范点”2个。积极牵头组织“亚洲动植物基因组学（PAG-ASIA）”

“动物整合组学与育种”等国际会议；争取举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动物遗传

资源学术研讨会等国际会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科研合作平台。积极

开展校企合作，推进专利等相关成果转化，与企业形成科研—应用—教学一体化

循环模式。获国家审定新品种（系）1-2 个。优秀成果积极申报省部级及以上科

技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