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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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农业大学于 2006年获批兽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兽医学科在第四轮学

科评估中获评 A+，连续两次入选国家一流建设学科。

（二）培养目标

本学位授权点致力于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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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扎实基础理论、系统专业知识和研究技能，具有独立从事兽医

学及其交叉学科研究的创新性科研能力，掌握本学科发展前沿动态，具有国际视

野，具有“创新、创造、创业”精神与能力，引领科学研究，解决国家重大需求，

积极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兽医现代化服务，能胜任兽医学及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

产品研发、政府部门及企事业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人才。

（三）培养方向

我校兽医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基础兽医学、预防兽医学、临床兽医学、兽医

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作为 4个主要培养方向，优势特色明显：

1. 基础兽医学

基础兽医学是从整体、细胞和分子水平研究动物的结构与功能、疾病发生与

发展规律、药物开发及应用的学科。由动物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动物生理学与生

物化学、兽医病理学、兽医药理学及毒理学等分支学科组成。本学科是湖北省重

点学科。依托本学科建有国家兽药安全评价实验室、国家兽药残留基准实验室、

农业部兽药残留检测重点实验室、武汉市动物性食品残留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科技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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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防兽医学

预防兽医学是研究动物疫病发生与发展规律、致病与免疫机制、诊断与防控

原理和技术的学科。本学科由兽医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兽医传染病学、兽医寄生

虫学与寄生虫病学、兽医流行病学等四个三级学科组成，研究内容涉及各种病原

及其与宿主的相互作用关系等，研究层次从群体、个体、细胞水平深入到分子水

平。本学科是“湖北省高校特色学科”，建有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

省部级平台 12个。

3. 临床兽医学

临床兽医学是从分子、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水平到个体和群体水平，研究

动物临床疾病的病因、发病机理、诊断与防治的学科。本学科由兽医临床诊断学、

兽医内科学、兽医外科学、兽医产科学及中兽医学等五个三级学科组成。研究内

容包括家畜、家禽、伴侣动物、实验动物、野生动物疾病诊治与防控等。本学科

是“湖北省重点学科”，建有教学动物医院、动物营养与代谢病研究中心、兽医针

刺针麻培训基地、宠物药品临床试验基地（GCP）及药品非临床研究基地（GLP）。

4. 兽医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

兽医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是在“一个健康”的理念下研究人兽共患病、动物源

性食品安全、兽医流行病学、实验动物比较医学、动物生物安全等，从而保障人

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的综合性学科。本学科目前包含人兽共患病、动物

源性食品安全两个三级学科。研究内容包括人兽共患病病原生态学、流行病学、

致病与免疫机制、综合防控新技术与新产品研发，动物源性食品风险监测、评估、

预警和安全防控，病原耐药性风险监测及防控、病原耐药性形成及传播机制，实

验动物比较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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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及有关规

定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1. 学术型博士授予标准

1.1 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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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兽医学方向博士学位获得者

主要从事动物的结构与功能、生命活动规律、 疾病发生与发展、药理毒理

作用及药物开发等研究，具有扎实的兽医学前沿、动物解剖与组织胚胎、动物生

理生化、动物病理学、 兽医药理学与毒理学等学科基础知识，掌握基础兽医学

实验操作技能，熟悉基础兽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具备基础兽医学理论与应用研

究能力。

（2）预防兽医学方向博士学位获得者

主要从事与兽医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兽医传染病学、兽医寄生虫与寄生虫病

学、兽医流行病学相关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包括病原学、流行病学、致病与

免疫机理、防控新技术与新产品、疫病综合防控、净化与根除等方面的研究，具

有扎实的兽医学前沿、现代微生物学、 动物流行病学、现代免疫学等学科基础

知识，掌握细菌学、病毒学、免疫学、寄生虫学及分子生物学实验操作技能，熟

悉预防兽医学领域的研究新进展，具备较强的动物疫病防控基础理论研究、兽用

生物制品研发和产业化、疾病防控技术等专门知识和技术开发能力。

（3）临床兽医学方向博士学位获得者

主要从事动物临床疾病的病因、发病机理、诊断和防治相关的基础理论和应

用研究，具有扎实的兽医内科学、兽医外科学、兽医临床诊断学、兽医产科学、

中兽医学等学科基础知识，掌握分子生物学、现代免疫学、兽医临床技术、动物

营养代谢病与中毒病、兽医影像诊断和临床鉴别诊断思维和技能，熟悉临床兽医

学领域研究进展，具备较强的动物疾病诊疗基础理论研究、临床治疗制剂产品研

发与产业化、复杂临床疾病防治等专门知识和技术开发能力。

（4）兽医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方向博士学位获得者

主要从事人兽共患病、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兽医流行病学、实验动物比较医

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掌握兽医学前沿、兽医公共卫生学相关理论、技术与方法，

熟悉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人兽共患病学、兽医流行病学、动物源性食品安

全、生物安全、现代免疫学、比较免疫学、生物信息学等知识，具备人兽共患病

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理论研究、技术与产品研发的能力。

1.2 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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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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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建设和兽医现代化服务。

（2）具有扎实基础理论、系统专业知识和研究技能，具有独立从事兽医学

及其交叉学科的创新性科研能力，掌握本学科发展前沿动态，具有国际视野，具

有“创新-创造-创业”精神与能力，引领科学研究，解决国家重大需求，能胜任

兽医及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产品研发、政府部门及企事业管理等工作。

（3）具备良好的学术道德规范和素质修养，能够辩证客观地甄别学术不端

现象和行为。

1.3 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应具备良好的学术素养，掌握国内外文献的查阅和知识获取能力，能对所查

阅文献的学术和科研水平进行辩证客观的分析和鉴别，积极参加校内外及课题组

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并至少参加一次所在学科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或者国际访

学（在职博士生除外），具备较强的学术汇报和交流能力。研究生培养注重学术

修养提升和创新性科学研究，注重学术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培养。

1.4 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和撰写是培养研究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 提升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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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

（1）论文选题要求

应致力于解决兽医学的相关科学问题，在理论、技术、方法或产品方面有创

新性发现， 有助于推动兽医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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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毕业）论文撰写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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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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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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或 JCR 分区）发表至少 1 篇研究性

论文（Article）；或在其它权威机构收录的英文期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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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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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学术型硕士授予标准

2.1 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及结构

（1）基础兽医学方向硕士学位获得者

主要从事动物的结构与功能、生命活动规律、疾病发生与发展、药理毒理作

用及药物开发等研究，应熟练掌握基础兽医学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具有动物解

剖与组织胚胎学、动物生理生化、动物病理学、 兽医药理学与毒理学、细胞生

物学、分子生物学等专业基础知识，掌握基础兽医学实验操作技能，熟悉基础兽

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具备基础兽医学理论与应用研究能力。

（2）预防兽医学方向硕士学位获得者

主要从事与兽医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兽医传染病学、兽医寄生虫与寄生虫病

学、兽医流行病学相关研究，具有扎实的现代微生物学、 现代免疫学、动物传

染病学、动物寄生虫病学、兽医流行病学等专业基础知识，掌握预防兽医学领域

研究相关的实验技术与操作技能，了解国内外发展动态，能理论联系实际，具备

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等能力。

（3）临床兽医学方向硕士学位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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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动物临床疾病的诊疗，解决动物生产和动物临床实践中的疾病防治

问题，应熟练掌握兽医临床诊断学、兽医内科学、兽医外科学、兽医产科学和中

兽医学等的知识和相关临床技能，具有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

与技能，了解本学科国内外进展和动态，掌握兽医临床疾病研究方法，具有较丰

富的兽医临床工作经验和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有独立从事兽医临床诊疗及相关

岗位工作的能力。

（4）兽医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方向硕士学位获得者

主要从事人兽共患病、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兽医流行病学、实验动物比较医

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熟练掌握兽医公共卫生学相关理论、技术与方法，熟悉人

兽共患病学、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兽医流行病学、生物安全、比较免疫学、生物

信息学、风险分析等知识，具备以兽医公共卫生学理论与方法指导科学研究与生

产实践的能力。

2.2 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较好地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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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兽医现代化服务。

（2）熟练掌握兽医学科基本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具有从事兽医学科及其

交叉学科研究的基本科研能力，以及利用本学科专门领域的基础知识分析与解决

兽医生产相关问题的实践创新能力；熟悉本学科国内外的发展动态，具有国际视

野，具有“创新-创造-创业”精神与能力，能在兽医学及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机构、

政府部门、农牧企业及动物诊疗机构从事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动物疾病诊疗与

防控、产品研发等工作的优秀人才。

（3）具备良好的学术道德规范和素质修养，能够辩证客观地甄别学术不端

现象和行为。

2.3 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硕士研究生应具备良好的学术素养，掌握国内外文献的查阅和知识获取能

力，能对所查阅文献的学术和科研水平进行辩证客观的分析和鉴别，积极参加校

内外及课题组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含校内外学术讲座、学术会议、学术讨论会

等，其中不少于 2 次为跨二级学科学术交流活动，具备较强的学术汇报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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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研究生培养以课程学习、学术修养与论文试验工作并重，注重实践创新能

力培养。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以多种形式参加实践活动（包括助研、助教、

助管、科技创新、社会实践等形式），累计时间不少于 2 周，完成社会实践报告。

2.4 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论文选题要求

应结合兽医学科的科学发展趋势，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选择基

础或应用型研究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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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学位（毕业）论文撰写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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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创新性条件

必须满足下列三个条件其一：

①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中文核心期刊或权威机构收录的英文期刊发表论文；

② 以前三作者身份在学校规定的 C 类期刊或本领域方向英文 TOP 期刊

（中科院或 JCR 分区）发表论文；

③ 以前三名身份申请受理或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以上论文、专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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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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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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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研究生总计招生 211人，其中博士研究生招生 67人，硕士研究生

招生 144人，推免与硕博连读人数比例超过 56%。研究生招生具体情况如下：

2. 研究生在读情况

2021年度兽医学在读研究生共计 648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在读 257人，硕

士研究生在读 391人。

3. 研究生毕业及学位授予情况

2021年度兽医学研究生授予学位共计 130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授予学位人

数 46人，硕士研究生授予学位人数 84人。

4. 就业基本情况

2021年毕业生就业人数共计 98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就业人数 32人，硕士

研究生就业人数 66人。

（六）研究生导师状况（总体规模、队伍结构）

1. 专职导师

兽医学博士学位点依托于兽医学科，现有专职研究生导师 95人,导师队伍年

龄分布合理，队伍结构适中。

（1）导师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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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职

务

人数合

计

年龄分布

25岁及

以下

26至
35岁

36至
45岁

46至
59岁

60岁及以上

正高级 48 0 1 18 27 2
副高级 47 0 7 18 20 2

（2）导师学历结构

专业技

术职务

人数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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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48 46 2 45 3 14
副高级 47 46 1 2 43 17

2. 行业导师

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研究生由校内教师和校外专家协作指导。校内导师

作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负责研究生的全面指导工作，行业导师（第二导师）

负责指导研究生的实践环节，为研究生创造条件进行学位论文的实践活动，并协

助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学位点现有兼职第二导师 137人，具体情况如下：

专业技

术职务

人数合

计

35岁及

以下

36至 45
岁

46至 60
岁

61岁及

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正高级 36 1 15 20 0 18 13

副高级 9 2 7 0 0 7 2
中 级 1 0 0 1 0 0 1

其 他 91 22 43 24 2 27 36
总 计 137 25 65 45 2 52 52

二、学位点基本条件建设

（一）师资队伍

本学位点拥有高水平师资队伍，其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国家级人才

计划入选者 23人次，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 4人，引进美国 DVM 3人，

拥有国家级或省部级创新团队 7个。主要学科方向带头人及中青年学术骨干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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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名称 项目 姓名 年龄 职称

预防兽医学

带头人 陈焕春 69 教授

学术骨干

1 肖少波 53 教授

2 赵俊龙 55 教授

3 曹胜波 47 教授

4 彭贵青 43 教授

5 王湘如 36 教授

兽医公共卫生与

食品安全

带头人 郭爱珍 57 教授

学术骨干

1 赵凌 44 教授

2 申邦 40 教授

3 周红波 44 教授

4 栗绍文 48 教授

5 叶静 39 教授

基础兽医学

带头人 曹罡 46 教授

学术骨干

1 张利生 47 教授

2 黄玲利 46 教授

3 郝海红 41 教授

4 谢书宇 40 教授

5 陶攀 40 教授

临床兽医学

带头人 邓干臻 59 教授

学术骨干

1 丁明星 61 教授

2 李家奎 55 教授

3 胡长敏 45 教授

4 丁一 34 副教授

5 沈瑶琴 32 副教授

（二）获批项目

2021年度本学位点共到校科研经费 9307.42万元，其中纵向科研经费 5778.44

万元，横向科研经费 3528.98万元。2021年获批重大重点项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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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年龄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起止

年月
项目类型

合同经

费（万

元）

1 周锐 54
畜禽重要病原菌

生长代谢和毒力

调控机制研究

2021YFD
1800400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202105-2
02512

专项项目（含

应急管理项

目）

5000

2 王湘如 36
动物重要病原菌

突破血脑屏障的

分子机制

2021YFD
1800800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202105-2
02512

专项项目（含

应急管理项

目）

400

3 肖少波 53
畜禽冠状病毒的

遗传变异、致病

与免疫机制

2021YFD
1801100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202112-2
02411

专项项目（含

应急管理项

目）

6000

4 彭贵青 43
ASFV逃逸与抑

制天然免疫应答

的机制

2021YFD
1800104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202105-2
02512

专项项目（含

应急管理项

目）

1230

5 钱平 50
FMDV流行分

布与遗传演化规

律

2021YFD
1800301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202105-2
02512

专项项目（含

应急管理项

目）

950

6 周红波 44
动物流感病毒与

宿主蛋白互作机

制研究

2021YFD
1800204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202105-2
02512

专项项目（含

应急管理项

目）

1190

7 王湘如 36 动物重大疫病与

人兽共患病
32122086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02201-2
02412

优秀青年基金

项目
200

8 彭贵青 43 动物病毒学 32125037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02201-2
02612

杰出青年基金

项目
400

9 肖少波 53

猪繁殖与呼吸综

合征病毒感染引

起炎症因子风暴

的分子机制

32130103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02201-2
02612 重点项目 284

10 曹罡 46

湖北省动物结核

病病原变异规律

及其与宿主互

作、逃逸免疫机

U21A202
59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02201-2
02512 联合基金项目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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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年龄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起止

年月
项目类型

合同经

费（万

元）

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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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57.85万元，

拥有如 X 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像设备（Aquilion Prime 128）、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Zeiss LSM 880）、分选型流式细胞仪（S3e）、飞行时间串联质谱仪（4800PLUS）、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LC-20A-LCMS-TOF）等先进实验设备。

（四）科研支撑平台

本学位点拥有兽医领域第一个基金委创新群体、4个省部级创新团队，建有

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19个国家、省部级及国际合作科研平台。

（五）研究生奖助体系

学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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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助学金标准为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6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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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学位

点还设置“焕春基金”等研究生奖学金 30余项，80%以上研究生受益，2021年共

计发放奖助学金 677.95万元。主要奖助学金设置如下：

项目名称 资助类型 总金额（万元） 资助学生数（人）

学业奖学金 奖学金 401.68 478

国家助学金 助学金 430.8 478

大北农奖学金 奖学金 5.5 7

上海美农奖学金 奖学金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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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康奖学金 奖学金 1.5 3

勃林格英格翰奖学金 奖学金 5 8

焕春基金 奖学金 6.95 44

启盛奖学金 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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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培育卓越领军人才。以创新型、高水平人才为培

养目标，坚持“四个面向”，设立本硕博贯通“焕春班”。制订专项人才培养方案，

重构课程体系；遴选拔尖创新潜质人才，实施导师团集体指导，培育卓越领军人

才。

（2）推进分类培养，服务行业发展。制订学术型硕士分类培养方案，指导

学生制定个性化培养计划。基础型有机衔接学术型博士培养，聚焦国家战略，开

展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型结合行业产业重大需求，开展应用基础研究。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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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招生规模

2021年共计招收博士研究生 67人，硕士研究生 144人。

（二）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情况

学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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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年来，团队涌现了一批师德师风先进典型，1人获评湖北省优秀共产党

员，1人获评湖北省新冠疫情防控先进个人，1人获评湖北省师德先进个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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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所在学院和党支部分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陈焕

春院士领衔的畜禽健康养殖教师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三）课程教学及保障措施

坚持完善课程教学质量保障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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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坚持开设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课程

学科点高度重视学风建设和学术道德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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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余人次，

有效促进了科研课题顺利实施和毕业论文撰写质量。

2. 持续开设研究生导师培训课程

坚持提升研究生导师工作水平，营造和谐师生关系，落实《研究生导师指导

行为准则》文件精神，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思政教育中“第一责任人”作用，2021

年共计培训 930人次。

3. 研究生主要课程开设情况

根据现执行的博士和硕士培养方案，研究生主要课程开课情况如：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学

分

主要授

课教师
课程简介

授课

语言

面向学

生层次

1 兽医科学史 必修课 1 栗绍文

该课程主要讲授兽医学不同领域的历

史和发展，分析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

吸收经验与教训，汲取有益成果，有

助于学生客观理解发展规律，提升辩

证思维和分析判断能力，更好地从事

中文 博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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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学

分

主要授

课教师
课程简介

授课

语言

面向学

生层次

科研活动，推动学科和行业发展。

2 兽医学前沿 必修课 1 彭贵青

该课程主要聚焦兽医科学前沿科学问

题和前沿科学方法。课程主要邀请不

同领域校外专家进行教学，以课堂讲

授为主，辅以小组讨论。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研究生将深入了解兽医学科

前沿动态，为科技创新提供新视角。

中文 博士

3
基础兽医学

新技术
必修课 2 陈冬梅

该课程重点介绍基础兽医学相关研究

文书、研究基金的撰写。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科研基金等相关

研究文书的撰写，培养学生发现、提

出科学问题的能力，以及设计研究课

题的能力。

中文 博士

4
现代微生物

学进展
必修课 2 肖少波

该课程采用专题讲授和小组讨论相结

合的形式教学，分成 8个专题由在微

生物学领域不同研究方向有专长的 8
位教授组成教学小组。通过对该课程

的学习，系统了解前沿热点、存在的

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文 博士

5
临床兽医学

seminar
必修课 2 邓干臻

该课程广泛开展行业热点、学科前沿、

科研进展的研讨和科学 Idea分享。学

生能够快速提升科研兴趣、科研思维

能力，广泛了解行业和学科动态，及

时了解科学研究的新技术、新动态和

科研政策，形成良好的科学研究操守。

中文 博士

6

Bi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 of

Parasites（寄生

虫的生化与细

胞生物学）

选修课 2 申邦

该课程主要介绍顶复门原虫感染与致

病机制，让学生掌握其生物学特征、

物质能力代谢和细胞组分合成的机制

与调控机理，了解顶复门原虫的基因

组、细胞结构和感染致病机制以及领

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英文 博硕

7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抗

菌药耐药性）

选修课 2 郝海红

该课程介绍抗菌药机制、不同细菌耐

药机制、耐药菌的适应性和毒力特征、

耐药性检测和监测、耐药菌的流行和

传播、耐药性削减技术、国际耐药性

风险评估和国际应对措施。让学生了

解抗菌药耐药性问题、最新进展和国

际策略。

英文 博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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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学

分

主要授

课教师
课程简介

授课

语言

面向学

生层次

8

English for
Veterinary

Science（兽医

科技英语）

选修课 1 崔旻

该课程教授兽医学英文专业文献的阅

读与理解，专业词典等工具书使用方

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文献的

阅读与理解，翻译技能，能够借助专

业词典等工具书能熟练地查阅专业英

语书刊，并掌握英语科技论文的写作。

英文 博硕

9

Seminar on
Small Animal
Diseases（小

动物疾病专

题）

选修课 2 丁明星

该课程以常见小动物为研究对象，从

疾病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检测、

治疗方法和防治措施等方面讲授，使

研究生了解并掌握处置小动物临床疾

病的一般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英文 博硕

10

Modern
Immunology
（现代免疫

学）

选修课 1 石德时

该课程研究动物机体免疫系统组织结

构和生理功能的科学，主要在组织、

细胞、分子三个层面上阐明免疫系统

的结构与功能。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

选取若干免疫学研究热点专题，学生

撰写专题论文。

英文 博硕

11
临床兽医学

研究方法
选修课 2 丁明星

该课程从临床兽医的角度研究疾病的

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方法。教授学

生解决临床畜禽和宠物疾病的思路和

方法，培养研究生独立解决临床问题

的思维和技能。

中文 博士

12

兽医学进展

A基础兽医

方向（除兽药

方向）

必修课 3 宋卉

该课程主要阐述兽医基础学科的相关

内容。讲授生命科学的前沿问题。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基础兽医学的

进展和前沿动态，扩大视野和拓宽知

识面；学习基础兽医学的研究方法，

加深对基础兽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了

解和理解。

中文 硕士

13

兽医学进展

B预防兽医

与兽医公共

卫生方向

必修课 3 黎璐

该课程讲授兽医流行病学、病毒学、

细菌学、寄生虫学和动物疫病防控技

术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培养研究生的主

动学习、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讨论内容涵盖了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

病的流行病学规律、控制相关研究进

展。

中文 硕士

14
兽医学进展

C临床兽医

方向

必修课 3 周东海

该课程主要讲授相关学科的新理论、

新技术、新实验方法，学习相关学科

最新热点研究进展情况。通过该课程

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临床兽医学研究

方向与动态，丰富临床兽医学理论，

开拓思维，为以后科研工作打下良好

基础。

中文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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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型

学

分

主要授

课教师
课程简介

授课

语言

面向学

生层次

15
兽医学进展

D兽药科学

方向

必修课 3 王旭

该课程综合运用生物学、仪器分析、

药理学、毒理学等的理论研究兽药的

研究进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

将深入了解兽医药理学、兽医毒理学、

食品安全与兽药残留、兽药学的前沿

进展，为以后的学习生活打下基础。

中文 硕士

16
基础兽医学

实验方法学
必修课 3 谷长勤

该课程介绍了基础兽医学中的科学研

究手段、技术方法的课程，是一门交

叉学科。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掌握基本

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本学科常用的研究

手段，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

容合理运用和选取先进的技术方法和

手段。

中文 硕士

17
高级动物免

疫学
必修课 2 石德时

高级动物免疫学是关于免疫系统结构

与功能的科学，使学生能够对本科所

学的免疫学知识有更透彻的领悟。培

养出的学生具有批判性学习和鉴别性

学习的能力。

中文 硕士

18
兽医临床技

术
必修课 3 邓干臻

该课程以临床实际操练为主，结合课

堂讲授，内容涵盖兽医临床一般基础

技术如化验检验的采样和样本处理技

术、化验检验技术、常用的治疗技术

等；根据兴趣和所在学科特点开展专

门技术的训练。

中文 硕士

19
兽医公共卫

生学
必修课 2 栗绍文

该课程介于兽医学和医学之间的综合

性交叉课程。兽医公共卫生是兽医科

学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对人类物质、精

神和社会方面幸福的所有贡献的总

和，核心内容包括人兽共患病、动物

源性食品安全、比较医学等。

中文 硕士

20 兽药科学实

验方法

必修

课
3 程古

月

该课程是我校基础兽医学专业兽
药科学方向研究生的学位课，主
要介绍基础兽医学方向的科学研
究手段、技术方法。让学生掌握
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本学科常
用的研究手段和技术方法。

中文 硕士

（四）导师指导和学术交流

坚持规则立德，健全师德治理机制。秉持“严管就是厚爱”理念，实施《学院

关于加强和改进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学院师德师风建设实施细则》，列明负

面清单，将师德师风评价结果作为年度考核、职称评聘、岗位聘任、评优评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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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依据，引导教师严守职业操守。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编印《工作流程及风

险防控手册》，严明纪律要求。严格执行“交规式”学术不端惩治制度，完善学术

诚信建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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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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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人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年度
学生

姓名

学生

类别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1 2020 孙慧敏 博士生

Mid-way workshop of
theSwine and Poultry
Research Initiative

Discovery and characte
rization of swine

hostfactors required to
support swine influenza

virus replication

2020年 1月 13
日

2 2020 周凯翔 博士生

农产品质量安全学科发

展论坛暨第二届全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

学术研讨会

沙丁胺醇在猪和山羊

体表/可食性组织残留

相关性研究

2020年 9月 24
日



19

序号 年度
学生

姓名

学生

类别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时间

3 2020 于学祥 博士生
第二届国际兽医检测诊

断大会

利用棉绳采集口腔液

监测猪伪狂犬病方法

的应用分析

2020年 9月 11
日

4 2020 龚文孝 博士生
湖北省免疫学会 2020年
学术年会

GPS2蛋白抑制流感病

毒聚合酶组装及病毒

RNA合成的机制研究

2020年 12月
19日

5 2021 竺婷婷 博士生
2021 年中澳动物健康

与生物安全双边研讨会

MicroRNA-18b-5p 通

过靶向 HIF-1α 促进

结核分枝杆菌在巨噬

细胞内存活的机制研

究 MicroRNA-18b-5p

2021年 1月 20
日

6 2021 李秋缘 硕士生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一个健康”线上会议

鸡表皮生长因子在乳

酸乳球菌中的表达及

初步应用

2021年 1月 25
日

7 2021 竺婷婷 博士生
2021年中澳动物健康与

生物安全双边研讨会

MicroRNA-18b-5p
Down-regulation Favors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learance
in Macrophages via
HIF-1α by Promoting
Inflammatory Response

2021年 1月 20
日

8 2021 王杰 博士生

2021 China-Australia
Bilateral Symposia on
Animal Health and
Biosecurity

An Abattoir-Based
Study on the Prevalence
of Salmonella Fecal
Carriage and ESBL
Relate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from Culled
Adult Dairy Cows in
Wuhan, China

2021年 1月 20
日

9 2021 刘青芸 博士生 One Health, UCDAVIS

A novel human acute
encephalitis cau sed by
pseudorabies virus
variant strain

2021年 7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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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5人次。教师参加本领域重要学术会议并作报告人员情况如下：

序

号
教师姓名 会议名称 报告题目 报告年月

报告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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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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文涛

UC Davis Education
Conference on One

Health for Food Safety
and Animal Health

Coronavirus spike receptor
interactions

2021年 1月 线上

2 郭爱珍

The 8th Meeting of As
ian Organization for M
ycoplasmolgy(AOM)

Advance of research on secret
ome of M. bovis

2021年 9月 线上

3 张慧

The 8th Meeting of As
ian Organization for M
ycoplasmolgy(AOM)

Comparative secretome
analyses of Mycoplasma bovis

with different virulence
identify a novel secreted
protein MbovP0145 that
contribute to host IL-8
expression via β-actin

2021年 9月 线上

4 谢胜松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ctoferrin Structure,
Function and
Applications

Enhancing the antibacterial
activities of sow milk via site

specific knock-in of a
lactoferrin gene in pigs

2021年 12月 线上

5 何启盖

OIE virtual workshop: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of Asian

Swin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RRS in farms

2021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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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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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焕春 中国兽医协会 会长 2017-至今

2 赵俊龙 湖北省畜牧兽医学会 会长 2016.1-2021.12

3 曹胜波 湖北省畜牧兽医学会 秘书长 2018.1-至今

4 彭贵青 兽医教育指导委员会 委员 2021-至今

5 郝海红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抗微生物药耐药性政府

间特设工作组 COP和 GLIS
副主席 2020.4-至今

6 王旭 中国兽医药理学与毒理学会 常务理事 2019-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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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教师

姓名
学术组织名称 担任职务 任职期限

7 王旭 湖北省毒理学会 理事 2010-至今

8 王旭 湖北省实验动物学会 理事 2015-至今

9 郭爱珍 亚洲支原体组织 常务理事 2020.5-2022.5

10 何启盖 亚洲猪病学会 理事 2017年-至今

11 何启盖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副理事长 2020年-至今

12 曹胜波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公共卫生学分会 副理事长 2017-至今

13 曹胜波 中国免疫学会兽医免疫学分会 副理事长 2020-至今

14 曹胜波 湖北省畜牧兽医学会 副理事长、秘书长 2018-至今

15 曹胜波 教育部动物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 2018-至今

16 曹胜波 教育部第八届兽医学科评议组 委员 2020-至今

（五）学风建设及论文质量保证

加强培养全过程监控。实施培养环节全流程信息化管理，建立全过程评价制

度。要求研究生按时完成培养环节信息填报和材料上传，导师和学院在系统内逐

级进行审批。学位论文答辩前，严格审核研究生培养各环节是否达到规定要求。

加强学位授予管理。科学编制兽医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标准，严格落实《博

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管理办法》，坚持答辩公告制度，将质量标准和质量监督作为

质量管理的两个重要抓手，确保学位授予工作质效双升。坚持和完善学位论文“双

盲评审”、复制比检测，严格涉密论文审查制度。

建立分流淘汰机制，规范执行环节分流。坚持质量检查关口前移，切实发挥

资格考试、学位论文开题和中期考核等关键节点的考核筛查作用，完善考核组织

流程，丰富考核方式，落实监督责任，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加强

和严格课程考试。完善和落实研究生分流退出机制，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

究生按照培养方案进行分流退出，做好学生分流退出服务工作，严格规范各类研

究生学籍年限管理。超基本学习年限研究生人数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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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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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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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服务体验的生均评价值为 84.46，表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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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硕博研究生毕业共计 98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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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 1 2 1 8 1

非全日制博士 1 2

全日制硕士 6 4 2 1 7 22 7 0 17 0

非全日制硕士 1

四、学位点服务贡献典型案例

（一）建设高端智库，积极建言献策

本学科点主持完成中国工程院高等农业人才培养战略咨询项目，牵头设计

“十四五”科技支撑专项，主持和参与撰写《湖北省肉蛋奶提升工程》等多项战略

和调研报告，相关意见和建议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并予采纳。新冠肺炎突发事件

中，陈焕春院士受聘湖北省应急科研攻关专家组顾问，向国家和省市提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建议，并与金梅林教授一起作为应急科研攻关专家组成员，带领团队

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溯源、环境风险评估及新型药物研究，为疫情防控作出了积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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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度融合协同创新，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深化产教融合，促进产业发展。本学科点孵化武汉科前、华大瑞尔、武汉科

维创等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其中武汉科前 2020年 9月在科创板上市。与扬翔、

罗牛山、唐人神、金林等龙头企业建立科创共同体，开展协同攻关，攻克系列关

键技术，其中首创“铁桶式”楼房养猪非瘟生物安全防控体系，为养猪业防非复产、

稳产保供提供了系统解决方案，受到农业农村部高度肯定，在全国推广。

打造交流平台，推动学术繁荣。本学科点举办 2届全国猪病会、全国牛病会、

寄生虫病原生物学国际研讨会，承办亚洲猪病会、全国动物传染病学会年会等重

要会议。开办国际动物流行病学师资培训班、猪场兽医师培训班、宠物诊疗培训

班、复产防非特训营等，培养行业人才 2万余人。

开展多样服务，护航“一个健康”。本学科点依托动物疫病诊断中心、兽药残

留基准实验室、动物医院、兽药 GCP/GLP平台等，面向全行业服务。两年来，

检测各类生物样品近 3万份，诊治病例 15000余例，服务各类养殖场 11000余个。

相关技术辐射到缅甸、越南、菲律宾等“一带一路”国家。

（三）产学研一体化，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在猪流行性腹泻防控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揭示了猪肠道

冠状病毒的流行规律，阐明了猪流行性腹泻的致病与免疫分子机制，发表论文

56篇（SCI论文 44篇），成果被 Nature Immunology选为研究亮点；培养了 2名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肖少波教授连续 8年（2014-2021）入选 Elsevier中国

高被引学者，应邀编写国际猪病学领域巨著《Diseases of Swine》（2019）的冠状

病毒章节。研发了猪流行性腹泻与传染性胃肠炎灭活疫苗和活疫苗，获新兽药注

册证书 2 项、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6 项、授权发明专利 2 项；研发的疫苗转让 5

家国内生物制品企业，转让经费累计到账 3600万元。截止到 2021年 9月累计推

广疫苗 1.2 亿头份，销售额 10.04亿元，利润 6.4亿元；应用疫苗后，猪场新增

产值 314.31亿元、新增利润 205.85亿元（近三年），有效遏制了仔猪病毒性腹泻

的发生与流行，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了养猪业健康发展。《猪

流行性腹泻与传染性胃肠炎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荣获 2021年度湖北省科

学技术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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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等

（一）存在的问题

1. 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专业课程教学比例偏少，兽医培养和认证体系尚

未与国际接轨。

2. 学科整体师资队伍规模偏小，与建设世界一流学科要求存在一定差距，

临床兽医学师资评价体系有待完善。

3. 大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ABSL-3）及感染性动物房等平台建设有待

进一步提升，动物医院和实验牧场等教学基地与一流学科水平不相匹配，管理机

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改进措施

1.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兽医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兽医学科与国际接轨。

2. 加大兽医高层次人才引进和青年教师培养力度，推进创新团队建设。

3. 加快大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ABSL-3）建设。

4. 聚焦学科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突出重点，产出有世界影响力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