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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重点骨干大学

●水利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高校

●河北省人民政府与水利部共建高校

●服务国家特殊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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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工程大学

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and Food Engineering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二〇一七年六月



2

目录

1、学院简介………………………………3

2、师资情况………………………………4

3、人才培养………………………………4

4、产学研合作及社会服务………………7

5、科学研究………………………………8

6、学生培养………………………………9

7、学术交流………………………………13

8、校友风采………………………………15

9、考生问答………………………………17



3

学院简介
河北工程大学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前身系河北农业大学邯

郸分校，创办于 1975 年，2003 年 4 月与原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华北

水利水电学院（邯郸分部）、邯郸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为河北

工程大学。学院现有在校生 800 余人，其中研究生 70余人。

学院建有 21个专业课实验室和食品实验实习工厂、牧场和动物

医院等 3 个校内实践教学科研基地，学院与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康诺食品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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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培训基地”、

“河北省禽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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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省植物天然色素产业技术研究院”、“河北蛋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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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河北省畜牧

兽医研究所等单位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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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奖学

金以及“大北农”励志助学金，每年有 30%以上学生获得不同类型的

奖励或资助。学院设有“大学生科技协会”等 12个不同类型的学生

社团，丰富了学生的第二课堂活动，我院学生在‘全国“生泰尔杯”

大学生动物医学专业技能大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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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学生就业率为 92%，考研率为 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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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新校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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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情况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专任教师 73 人。其中教授 16 人，副教

授 23 人，博士 23 人，硕士 33 人，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

达 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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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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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山区科技培

训团队 1 个、省级禽病防控团队 3 个、太行鸡品种选育团队 1 个。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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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现有食品科学技术系、动物医学系、动物科学系 3 个教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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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招生计划

本科 合计（人数）

动物医学 60

动物科学 40

食品科学与工程 120

食品质量与安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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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科学（Animal Science）

四年制本科 农学学士

动物科学专业是以生命科学为基础，研究动物现代繁育技术与基

因工程、现代日粮配合和饲料工业技术、现代畜牧工程与智能化生产

技术、现代畜牧业管理与产品加工技术等规律的科学。培养能够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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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与科研等应用技术型人才。

动物医学（Veterinary Medicine）

四年制本科 农学学士

动物医学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研究有关动物和伴侣动物疾病的发

生发展对动物性食品安全、人类保健和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和规律，探

讨动物性食品安全生产监控、生态环境维护、动物和伴侣动物疾病防

控技术和方法的综合性学科。培养能够在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进出口

检疫检验部门、实验动物生产和管理部门从事行政管理、教学与科研、

技术服务与推广等应用技术型人才。

食品科学与工程（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四年制本科 工学学士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是一门集理、工、农等学科的相关知识为

一体，研究现代食品加工基本理论和应用技术的边缘性和综合应用性

极强的交叉学科。培养具备在食品及其相关领域从事生产与技术管理、

产品研发与品质控制、科学研究与工程设计、市场营销与物流管理等

能力的应用技术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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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量与安全（Food Quality and Safety）

四年制本科 工学学士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是以生命科学和食品科学为基础，研究食品

的营养、卫生、安全与健康的关系，研究食品营养的保障和食品质量、

安全、卫生的管理的一门综合性交叉性极强的学科。培养能在食品领

域及相关部门从事分析检验、质量安全控制与管理、安全性评价和科

学研究以及熟悉国际食品质量体系、质量安全体系和标准，具有创新

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应用技术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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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硕士）2个全日制硕士学位授权点，具有在全国范围内推荐免试攻读

硕士研究生学位资格，为学生继续深造打下良好基础。

畜牧学

畜牧学一级学科于 2011 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硕士学位授权

点，下设动物遗传育种学、动物繁殖学、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动物

生产学 4 个二级学科，以及 1个目录外二级学科--畜禽安全生产与控

制。主要研究方向：动物遗传育种与动物繁殖学、动物营养与饲料科

学、动物生产学、特种动物科学、畜禽安全生产与控制。主要就业领

域为畜牧学相关的教学、科研、生产、产品开发和管理等。

农业硕士专业学位

农业硕士专业学位下设 2 个领域，养殖、食品加工与安全。主要

研究方向涉及：动物遗传育种与动物繁殖学、畜禽安全生产与控制、

食品质量与安全管理、食品营养与健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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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合作及社会服务

近几年学院专家教授同馆陶县政府等地方政府合作，完成国家富

民强县专项计划 3项，完成国家星火计划项目 2项，提升了当地产业

化水平，促进了农民增收，在新华网媒体多次报道。学院畜牧兽医专

家参加 2016 年邯郸市抗洪救灾活动，受到河北省农业厅、河北省农

业工作办公室的表彰。受河北省农业厅委托，牵头制定《河北省农产

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参加河北省科技厅《“三区”科技

人员专项计划》，选派 19名骨干教师到大名等 6个贫困县提供专业

技术服务与科技培训；与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晨光生物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进行产学研对

接，签署教学科研和就业实习基地协议，并开展了产学研合作活动。

到河北金凯牧业有限公司指导洁蛋生产 到河北康牧源有限公司指导蛋鸡生产

学院为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强化实践技能、促进学生了解社会，

同大北农集团、北京生泰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订单式培

养人才，是对一种培养模式的探索。目前已与大北农集团联合开设了

“大北农农牧职业经理人班”。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7NFWbbaZxA7_pEsMPQiMprBsJYp71YTGVvlSZKnu_g1K_j58Tjthf-xls-uuKFC&wd=&eqid=d42a66e000097ad30000000259349e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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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大北农合作签约仪式 首届大北农班合影

科学研究

近年来，学院教师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00 余项，其

中有 30余项成果获省市科技成果奖励；发表论文 400 余篇；公开出

版教材、著作 80 余部。学院与河北省农业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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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企事业单位开展科技合作、

技术服务，圆满完成了河北省抗洪救灾等科技援助任务。

王斌教授带领团队做饲料重金属污染分析 马腾壑博士与企业人员开展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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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

学生培养

学院领导高度重视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学院专门开放实验室

并专门配备了学生科技竞赛活动指导教师，出台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相关政策，并设有专项经费用于资助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活动。近

年来，我院学生参加了全国“生泰尔”杯大学生动物医学专业技能大

赛并获得一等奖，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北省“创青春”创新创业大

赛、河北省“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等多项科技大赛，并获得了较好

的荣誉。在校运动会和篮球比赛中，我院均获得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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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竞赛篇

获全国“生泰尔”杯大学生动物医学专业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

创新实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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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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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实践活动 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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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素质表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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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围棋比赛 趣味篮球赛

思想教育篇

诗歌朗诵会 学习交流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情景比赛 崇德学堂——雷锋精神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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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篇

201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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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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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维大学马龙加博士来我院洽谈合作 乌克兰科学院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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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兴树教授在中国兽医大会作报告 国际公牛技术委员会委员刘增廷博士

来我校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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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风采

何彪，2009 年毕业于动物医学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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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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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成果被中央电视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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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毕业于动物医学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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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洋，河北工程大学动物科学专业 2012 届毕业生，

公司 2016 年度年度销售精英，现任北京正大集团区域销

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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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河北工程大学动物科学专业

2012 届毕业生，2012 年考入中国农业科学

院饲料研究所，现于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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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于中国

农业科学院就职。

石梦玄，河北工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2016 届毕业生，现于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师从于畜产品加工与贮藏专家任发政教授。

https://www.baidu.com/link?url=9gx7N1LZ4Ma-phQMq7sjF1cOJEfkfmdSwTQzjY26H0u0cNz4OFQqs6pIY7M_veniZVp5wK4rA1r2gVxbl1KExhhbHVa_P1xFQZjtDanoIZ_&wd=&eqid=d5f6d00c00035869000000025937c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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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问答

问：学院办学地点在哪里？

答：学院办学地址在河北工程大学中华南校区，位于邯郸市中华

南大街 178 号。由邯郸市火车站乘 13路、8 路公共汽车至中华南校

区下车即到。洺关校区为教学实习基地。2018 年学校将整体搬迁到

新校区。

问：想了解一下入学后转专业的政策。

答：具备我校全日制本科学籍资格且未受过处分的二年级在校学

生，在原专业学习期间，第一学年平均学分绩点名列同年级同专业前

25%以内可申请学院内或跨学院转专业，平均学分绩点名列同年级同

专业 40%以内可申请本学院内转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只允许转专业一

次。

问：学院的毕业生就业情况如何？

答：我院毕业生就业主要面向养殖与食品相关专业、检验机构、

科研院所等。近年来，学院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如：中国

北京大发正大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景辉，天津生机集团董事长王连民等。

学院每年举办毕业生农学专场供需洽谈会，近年来学院毕业生就业率

始终保持在 90%以上。目前国家对现代农业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前

景广阔。

问：学院在学生奖学金资助方面有哪些优惠政策？

答：我院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企

业奖学金、校长奖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按照国家规定我校学生资

助方面设有国家助学贷款、绿色通道、勤工助学、减免学费、临时困

难补助。

http://202.206.172.35/zs/so/?word=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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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河北省邯郸市中华南大街 178 号

学院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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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0-8573022

网址：http://smkxysp.hebeu.edu.cn/

QQ 群：生命学院招生群 生命学院微信公众平台

群 号：440247844 “生命之火生生不息”

http://smkxysp.hebe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