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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重点骨干大学 

●水利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劢站高校 

●河北省人民政府与水利部共建高校 

●服务国家特殊要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实施单位 

●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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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介 

学院设有动物科学、动物医学、食品科学技术 3 个教学系，具

有本科、硕士两级人才培养层次，拥有‚畜牧学‛一级学科、目录

外自主设置二级学科‚畜禽安全生产与控制‛学术型硕士学位授予

权和畜牧、食品加工与安全 2 个领域农业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兽

医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设有动物科学、动物医学、食品科学与工

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4 个本科专业。本科生 839 人，研究生 105 人。 

学院与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

河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河北金凯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企业共

建 20 余个校外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承建了 ‚河北省禽病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河北省动物源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工程实验室‛、‚河北

省太行鸡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邯郸市动物医学重点实验室‛

等 4 个省市科研平台，并与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裕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共建‚河北植物天然色素产业技术研究院‛、

‚农业部辣椒资源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河北蛋鸡繁育创新中心‛、

‚河北省蛋鸡产业研究院‛4 个省级平台，‚河北省禽病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已被评为‚河北省科技创新券科技服务提供机构‛。创建的

科技示范、创业孵化、平台服务为一体的新型平台--‚邯郸生态养

禽星创天地‛已在科技部备案。学院与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建了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学院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及校长奖

学金，每年有 30%以上学生获得不同类型的奖励或资助。建立‚玖

兴‛班等虚拟班形式的校企协同育人模式。设有‚萌宠协会‛、‚美

食美客‛等 12 个学生社团。学生在‚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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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全国‚生泰尔杯‛大学生动物医学专业技能大赛’、‚全国动物

科学专业技能大赛‛等专业技能和创新创业比赛中获奖。学院具有

硕士研究生推荐免试资格，可以向全国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推荐。

2018 年学生就业率为 94.77%，考研率为 34.8%，其中到中国农业大

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 985、211 国家重点院校和科研院所学习的学

生占 17%。 

 

新校区效果图 

师资情况 

学院现有教职工 81 人，其中教授 12 人，副教授 25 人，博士

38 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比例达 87.6%；享受河北省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 1 人、河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2 人、河北省新世

纪三三三人才 2 人、邯郸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 5 人，有省级李保国

扶贫志愿服务队 1 个、河北省山区科技培训团队 1 个、省级山区科

技培训团队 1 个、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检测团队 3 个、太行鸡品种选

育团队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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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劢物源性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团队               畜禽营养代谢病防控团队 

 

人才培养 

 1、本科生教育 

学院现有 4 个本科专业：动物科学专业、动物医学专业、食品

科学与工程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动物科学     

四年制本科 农学学士 

   本专业培养德才兼备，文理基础扎实，具备动物遗传育种与

繁殖、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动物生产及宠物饲养与护理等方面的基

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与动物科学相关的领域和部门

从事技术与设计、推广与开发、经营与管理、教学与科研等工作，

并能适应现代生物技术等相关高科技行业发展的需求，创新意识强、

综合素质高，尤其是具有创建和管理畜牧企业素质的复合型应用人

才。 

 动物医学    

 四年制本科 农学学士 

本专业以培养‚基础扎实、能力突出、素质过硬、适应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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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兽医师为目标，培养具有基础兽医学、预防兽医学、临床兽医学、

动物性食品卫生检验及公共卫生学等方面的兽医专业知识，具有较

为宽广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知识、较强的实践技能和发展潜力，

具备创业精神与创新能力，具有‚动物、人类、自然和谐发展‛的

兽医工作理念和‚绿色、健康、开放‛的兽医生物工程理念，能在

畜牧兽医相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从事动物疾病诊疗、动物疫病防控、

动物性食品安全和人兽共患病流行病学监测、教学、科学研究与管

理等工作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食品科学与工程  

四年制本科 工学学士  

  本专业以扎实的科学理论、工程技术和实践训练基础为支撑，

培养适应 21 世纪食品工业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化学、生物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扎实的工程基础

知识，富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能够在食品及其相关领域从事科

学研究、产品开发、品质控制、生产技术管理、工程设计、产品销

售、检验检疫、教育教学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并具有

深造基础和发展潜能。 

 

   食品质量与安全  
四年制本科 工学学士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食品质量与安全领域的基本知识、基本

技能和工程技术基础，熟知食品安全法规、标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

系，熟练食品检测和分析技术，能在食品安全生产和流通企业、食

品检验和监督管理部门、科研院所等相关单位从事分析检测、检验

检疫、安全评价、监督管理、生产管理、质量控制、技术开发、科

学研发等方面工作，并且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俱强、科学精神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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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精神兼备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2、研究生教育 

学院拥有畜牧学一级学科（学术型）和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兽

医硕士专业学位 3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学术学位研究生 

1.畜牧学（一级学科，学术学位） 

畜牧领域农业硕士是与畜牧技术研发、推广和应用等领域任职

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主要为畜牧技术研究、应用、开发、推广

和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具有综合技能的复合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主要研究方向：动物遗传育种学、动物繁殖学、动物营养与饲

料科学、动物生产学。 

2.畜禽安全生产与控制（下设二级学科，学术学位） 

本学科凸显畜禽安全生产与控制工程理念，围绕国家生态环境

保护、人类和畜禽保健、畜禽食品安全生产需要，通过引进或外出

进修培养方式完善研究团队的学术梯队，在畜禽食品安全生产方面

形成标志性成果。 

主要研究方向：畜牧场病原微生物控制与监测、畜禽疾病防控

技术、畜产品有害物质及兽药残留检测。 

专业学位研究生 

专业学位研究生按学习方式分为全日制（全脱产在校学习）和

非全日制（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行非脱产学习）。全日制

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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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硕士 

（1）畜牧领域 

畜牧领域农业硕士是与畜牧技术研发、推广和应用等领域任职

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主要为畜牧技术研究、应用、开发、推广

和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具有综合技能的复合应用型高层次人才。 

主要研究方向：动物健康养殖、动物高效繁育、动物安全生产

和绿色饲料开发利用。 

（2）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 

本学科是与优质农产品或优质食品原料生产、农产品加工与食

品制造、食品质量安全控制及监管等方面任职资格相关系的专业学

位。 

主要研究方向：食品贮藏与流通、食品加工与安全管理、食品

安全检测与质量控制和食品营养与卫生。 

    2.兽医硕士 

本学科以重点解决河北省地方畜牧业相关问题，辐射带动晋冀

鲁豫四省畜牧业发展，培养复合应用型硕士研究生为主要目标，面

向动物疾病诊疗机构、兽医卫生监督部门，以及现代大中型畜牧生

产企业，培养现代化兽医业务与管理的应用型、复合型高水平人才。 

主要研究方向：动物疾病诊疗、动物疫病防控与检疫、动物源

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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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近年来，学院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科技项目 100 余项，其中

有 30 余项成果获省市科技成果奖励；授权专利 19 项；发表论文

400 余篇；公开出版教材、著作 80 余部。与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河北省动物疫病防控中心、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单

位开展科技合作、技术服务，助推区域经济发展。 

 

           河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    

学生培养 

    学院十分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重视实践教学，构建以

‚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实践教学体系；积极开展第二课

堂教育活动，搭建学生科技创新平台；充分发挥学生会、学生社团

的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院属‚美食美客协会‛、‚烘焙

俱乐部‛等学生社团引领校园食品文化，大学生科技创新与创业活

动蓬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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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竞赛篇 

 

     获全国“生泰尔”杯大学生劢物医学专业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 

实验指导篇 

 

             学生协助老师开展生物安全试验                学生协助老师开展临床试验 

创新发明篇 

 

                   暑期开展顶岗锻炼实习                                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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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全蕊同学获实用新型专利 

多彩活动篇 

 

                                    文艺晚会演出                                         军被大赛 

 

                                      学院围棋比赛                                            趣味篮球赛 

                                

思想教育篇 

 

                                 诗歌朗诵会                                                   “不忘初心”主题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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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情景比赛               喜迎十九大系列团日活动习 

体育运动篇 

 

      全国大学生健美体操比赛                   河北省大学生运动会 

 

校大学生广播操比赛获第一名                    新生篮球比赛   

 

 

学术交流 

 

为活跃学院的学术气氛，开阔师生的学术视野，先后邀请包括

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中外知名学者来学院讲学，部分师生多次受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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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际、国内的重要学术会议。同时，学院积极推进与乌克兰维

琴察大学以及其他国内外兄弟院校的学习交流。 

 

 马拉维大学马龙加博士来我院洽谈合作     乌克兰科学院劢物研究所来我院合作项目 

 

                   杨凌教授到新南威尔士大学访问                  朱守创博士在墨尔本大学访问 

 

马关树教授在中国兽医大会作报告               中科院吴长信院士来我院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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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风采 
   

 

  何彪，2009年毕业亍劢物医学专业，考入

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目前在该所从

事野生劢物病毒生态学和新发/再发传染病快速

诊断、防控以及传播源头追踪研究工作，相兲成

果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直播间》、《光明日报》、

《中国科学报》等媒体多次报道。 

   

 

     

 赵坤坤，2008年毕业亍劢物医学专业，考取了

刘秀梵院士的研究生，目前在国家兽用药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从事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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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洋，河北工程大学劢物科学专业 2012 届毕业生，

公司 2016年年度销售精英，现任北京正大集团区

域销售经理 

     

 

刘伟，河北工程大学劢物科学专业 2012

届毕业生，2012年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

研究所，获得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学位。 

 

 

张志扬，河北工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专业 2014届毕业生，同年考入塔里木大学，

现亍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 

 

石梦璇，河北工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

业 2016届毕业生，现亍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

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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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河北省邯郸市中华南大街 178号 

河北工程大学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 

邮编：056021 

联系电话：0310-8573027, 8573022 

网址：http://smkxysp.hebe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