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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概况简要描述 (主要包括学科内涵、研究内容)

免疫学σmml】llology)既 是一门古老的基础学科,也是一门极富活力的应用性

学科。人类在与病原微生物做斗争的漫长历史中,发现了先天性免疫与获得性免

疫,细胞免疫与体液免疫等重要理论,并创造性地发明了疫苗、抗体治疗技术、

免疫细胞治疗技术。除了抵御外在病原微生物的入侵之外,人体免疫系统还负责

监视整个机体所有细胞的正常运转与功能,及时发现与清除病变与癌化的细胞 ,

因此免疫与几乎所有重大疾病都有密切的关系,如肿瘤、炎症、糖尿病、哮喘等 ,

如何调控人类自身的免疫系统,使之能够精准识别和清除病变的组织细胞,是治

疗和控制肿瘤等疾病有效的手段。免疫学探讨的基础问题主要是:免疫系统的形

成机制、免疫细胞组成以及免疫细胞亚群的形成与相互调控机制;抗原的结构特

性与免疫识别、免疫应答的关系与机制,以及免疫细胞感受外界信号、识别抗原

的分子基础;天然免疫应答的细胞与分子机制;获得性免疫应答的细胞与分子机

制;免疫耐受与免疫负相调控的方式和机制;免疫效应分子的结构、功能和作用

机制;免疫细胞的功能调控及其信号转导等。而临床免疫学主要围绕着重大疾病

如感染性疾病、肿瘤、自身免疫疾病与过敏性疾病以及器官移植排斥等的发生机

制、诊断与病程的动态观察和预后分析、治疗与预防措施开展应用性研究。学科

的研究方向主要有: (1)细胞分子免疫学,主要研究免疫细胞的调控及其在炎

症和肿瘤等疾病中的作用,研究免疫细胞,包括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和 T细
胞,和 免疫分子在抗肿瘤和炎症中的调控机制,以及相关抗体在肿瘤和炎症诊断

治疗中的应用, (2)应 用免疫学,主要包括兽医免疫学和鱼类免疫学,研究在



 

动物和鱼类生产和疾病防治中免疫学的应用，（3）天然产物药用免疫学，主要

研究中药和天然产物免疫调节的机理及其应用。 

 

该学科学术带头人和学术梯队简介 
 

学术带头人简介：刘国权，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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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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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骨干：胡学博，植物科技学院教授、博导，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

主要从事抗炎、抗肿瘤等天然产物活性物质的分离筛选研究。 研究利用中药与

天然产物药物，调节人的免疫与炎症功能；并结合健康管理“防未病”的理念，

研究禽畜的抗生素替代研制技术。已在 JACS、PNAS、JBC等 SCI杂志发表论文二

十余篇。在作物研究进展中讲授“蛋白质技术”其中抗体技术为 2学时（学生通

常每年不少于 60 人）；在天然药物化学中，涉及免疫调节药物 2学时。药用植物

研究进展（硕士生、博士生）等课程均涉及免疫学内容。 

 

学术骨干：陈天圣，水产学院教授、博导，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本科

和硕士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系，博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系，主修鱼类发

育遗传学；博士后在新加坡生物医药研究院从事成体干细胞方面的研究。后任职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科研主要以鱼类模式生物青鳉来研究鱼类的基因进化与

功能、性腺发育、干细胞分化调控机理等基础科学问题。近年来发表 SCI论文十

余篇，SCI 他引三百多次；曾任 Journal of extracellular vesicle 编委，

plosone, Fish and shellfish immunology 等杂志审稿人，目前获得校高层次

人才引进经费、发育生物学平台建设经费、特色学科项目建设经费、以及以学术

骨干参与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经费支持。利用模式鱼类青鳉、斑马鱼研

究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鱼类抗病机理等，结合转录组生物信息学，基因编辑技术、

干细胞的调控机理及定向分化、水产中的主要几种鱼类病毒对鱼类细胞系感染差

异等，利用模式鱼类的已知基因组信息及诸多细胞系的基础，探讨鱼类的抗病机

理及改良水产品系。在干细胞生物学中集中讲授再生生物学及干细胞（2学时），

水产生物技术的研究进展（2学时），研究生均可参与。 



 

学术骨干：徐镇，水产学院教授、博导，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

向为鱼类免疫学，在 Nature Immunology, Nature Communications, PNAS, 

Journal of Immunology 等国际权威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16 篇，总被引用率 499

次。其中 1篇论文被 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评为亮点文章。多次被本领域

国际学术会议（国际鱼类与贝类免疫学会、国际发育与比较免疫学会等）邀请做

学术报告。担任 Fish and shellfish immunology、 Developmental and 

comparative immunology 等杂志审稿人。近年来主要从事鱼类免疫学尤其是鱼

类黏膜免疫系统的研究，主要从以下 2 个方面开展研究工作：（1）鱼类黏膜免

疫学基础研究，主要探讨鱼类免疫球蛋白及其 B淋巴细胞在黏膜组织（肠、皮肤

和鳃）感染（寄生虫、细菌和病毒）过程中免疫功能研究，以及鱼类黏膜组织表

面微生物菌群同免疫细胞相互作用；（2）重要养殖鱼类主要病害的防治应用研

究，包括鱼类主要流行病的免疫学检测方法建立，以及针对感染鱼类黏膜组织主

要疾病的疫苗研发、效果评估和免疫综合防治；在鱼类免疫学中集中讲授鱼类免

疫球蛋白（2学时），黏膜免疫的研究进展（2学时），研究生均可参与。 

 

学术骨干：丰明乾，生命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 NIH固定客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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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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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学兼优的

高级专门人才。具体要求是： 

1．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热爱祖国，关心时事，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具有集体主义观念和艰苦

奋斗的工作作风；服从国家需要，能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2．热爱专业，牢固地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

识；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 

3．具有较强的外国语语言运用能力（包括听、说、译、写），熟练地在本专

业领域内开展学术交流。 

4．身心健康。 

（二）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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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农业大学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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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情

况，指定本学科的课程体系。 

 

 表 1  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学位课学分: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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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生物学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 B专业基础课程 学位课 3.0 48 1  

现代免疫生物学进展 Seminar B专业基础课程 学位课 2.0 32 1、2  

免疫生物学独立自学 I和 II(文

献阅读报告) 

B专业基础课程 学位课 4.0 72 1、2  

免疫与炎症 D专业选修课程 非学位课 2.0 32 1  

免疫药理学 D专业选修课程 非学位课 2.0 32 1  

免疫肿瘤学 D专业选修课程 非学位课 2.0 32 1  

免疫病理学 D专业选修课程 非学位课 2.0 32 2  

免疫与生殖和繁殖 D专业选修课程 非学位课 2.0 32 2  



免疫与兽医 D专业选修课程 非学位课 2.0 32 2  

鱼类及水产动物免疫生物学 D专业选修课程 非学位课 2.0 32 1  

免疫药物学 D专业选修课程 非学位课 2.0 32 1  

中药与免疫生物学 D专业选修课程 非学位课 2.0 32 1  

免疫遗传 D专业选修课程 非学位课 2.0 32 2  

免疫营养学 D专业选修课程 非学位课 2.0 32 2  

免疫检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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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免疫生物学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本专业最低要求学位学分：1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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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生物学 B专业基础课程 学位课 2.0  4 博士生资格 

考试笔试 

免疫生物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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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培养环节和学位论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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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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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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