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工程学院欢迎你们！

一、生物工程学院简介

生物工程学院是学校较早实行产学研一体化、校企联合办学的示范学院，多

次被学校评为先进单位、科研先进单位及就业先进单位等。学院开设全校唯一涉

农本科专业——植物科学与技术，以及生物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和园

林技术专科专业，其中食品科学与工程被列为湖北省“十二五”重点（培育）学

科，植物科学与技术、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先后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

专项资金，湖北省普通高校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食品科学与

工程被评为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经过多年的发展，学院形成了一支以中青年教师为骨干、结构合理、素质较

高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业教师 37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14 人，博士 12 人、在

读博士 7人，硕士研究生学历教师 28 人。植物科学与技术教研室被评为省级优

秀基层教学组织，生物化学教学团队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近年来，学院教

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省、市厅级科研项目 54 项，校级科研项目

35 项。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15 项，推广应用科研成果 5项，建有省级精品课程 2

门，校级精品课程 5门，教师发表科研论文 200 余篇，其中 SCI12 篇，参与出版

学术专著和国家级规划教材 30 余部。

学院教学科研设备先进，实习实训基地完善。建有农产品加工与安全实验中

心、植物种质资源研发中心及 15 个学生实验室。建有湖北高校省级实习实训基

地——湖北金龙泉集团有限公司食品科学与工程实习实训基地，校级实验示范中

心——农产品加工与安全实验中心。在 20 多家知名企业建立校外实习基地。

学院积极探索学生教育、管理和服务有效结合的新机制与新模式，促进学生

全面成长成才。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成功申报大学生科技创新训练计

划项目 100 余项；“营养与健康协会”、“花木协会”等 6个社团深受学生欢迎；

在湖北省大学生生物学实验技能竞赛中，多次获得一、二、三等奖；学生考研率

连续 3年全校第一。



二、专业介绍

1、植物科学与技术（本科，授予农学学士学位，专业代码：090104）

2013 年开始招生，2015 年入选湖北省高等学校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

培养计划本科项目。现有专任教师 12 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6 人，博士 4

人，在读博士 2人，外聘农业局、林业局专家 2人。建有植物种质资源开发与应

用实验中心，包括植物形态解剖、植物保护、植物生理生化、智能温室等 15 个

实验室，建筑面积约 3500 平方米，800 元以上的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620 余万元。

与湖北农青园艺科技有限公司、湖北青龙湖农业有限公司等 10 余家企业签订了

产学研校企合作协议，建有湖北晨昱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

局等 5个校外实习基地。

培养目标：针对目前国内农业发展趋势，培养具有现代植物生产技术和植物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熟悉农产品加工与包装、农产品营销和

农产品物流等相关基本知识，能在各级农业产业相关企业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工

作的应用型人才。

主干课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植物学、植物生理学、遗传学、植物细胞

工程、土壤肥料学、植物保护学、园艺植物栽培学、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基因

工程、作物育种学。

实践教学环节：植物识别实践、生物技术基本技能训练、细胞工程综合实训、

无土栽培实践、植物保护综合实训、植物繁育实训、暑期社会实践、专业综合实

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

知识能力：掌握生物化学、微生物学植物生理学、栽培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能；掌握无土栽培、温室栽培等高端农业种植技术；掌握植物产品质量

与安全检测基本技术；了解现代农业产业链的发展动态和相关领域的行业需求。

联系老师：李老师 13597993066

2、园林技术（专科，林业技术类，专业代码：510202）

2000 年开始招生，共享植物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的师资、实验设备和实习实



训基地。学生专科毕业后，能够直接参加学校的专升本考试，录取比例高。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职业技能和较高的职业

素质，能适应园林及相关行业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需求，从事中小

型园林绿地设计、施工管理、园林植物繁育养护、花卉艺术加工、园林植物病虫

害检疫与防治等方面的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

核心课程：园林植物栽培管理、园林规划设计、 AutoCAD 平面设计、

Photoshop 效果图后期处理、园林病虫害防治、园林工程。

联系老师：李老师 13597993066

学生实习实训教学环节留影

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副总工程师郭永兵博士在指导学生识别植物



大九湖湿地博物馆张馆长给学生介绍大九湖湿地

范淑芳老师在指导学生实习



学生在湖北晨昱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习

从田地到产品，学生参与整个生产过程



教授、博士风采

方华舟，男，教授，1985 年毕业于湖北大学生物学系生物学专业，理学学

士，专任教师，学术带头人，中国经济学会长江经济带及中国农村区域经济协会

理事，荆门市蔬菜协会理事，食用菌技术指导专家。承担生物化学、微生物学、

土壤肥料学、设施园艺学、食用菌栽培技术等课程的教学，获“很满意课”奖。

从事农业微生物及土壤改良、生态循环、绿色有机农业的研究与应用，主持、参

与省市级科研课题 9 项，国内领先水平成果 4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核心

及收录论文 20 余篇，湖北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及荆门市优秀论文一等奖。

胡永峰，男，副教授，博士。2009 年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并赴法国巴黎十一大学植物生物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1 年到荆楚

理工学院任专职教师，专业负责人，植物种质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所负责人。承

担分子生物学、植物生理学、基因工程等课程的教学。从事植物表观遗传调控方

面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发表 SCI 文章 10 余篇，以第一作

者在国际知名杂志——美国科学院院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缩写 PNAS）上发表论文，2015

年被授予“荆门市五四青年奖章标兵”荣誉称号。

李先良，男，2012 年博士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与技术专业，主要

从事纤维素生物合成的研究。专职教师，植物种质资源应用与开发实验中心负责

人。主讲细胞工程、仪器分析、作物育种学等课程。主持完成市级、校级课题各

2项，主持荆门市级重点项目 2项。



易庆平，男，副教授，2016 年博士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果树学专业，研究

方向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专职教师，承担植物生理学、农产品安全检测、

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等课程的教学。主持湖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课题、教育厅教

学研究、高校实践育人项目各 1项，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2012 年被授予“荆

门市青年岗位能手”荣誉称号。

陈锐，女，2016 年博士毕业于石河子大学作物栽培与耕作学专业，从事植物

组织培养研究，专任教师，承担植物保护学、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生物基础实

验技术实训等课程的教学。主持湖北省教育厅基金项目 1项。



3、生物工程（本科，授予工学学士学位，专业代码：081801）

2012 年开始招生，2015 年入选湖北省“十三五”优势特色学科群“绿色化

工与制药工程”的支撑学科。生物化学教学团队 2019 年被评为省级团队。现有

教师 11 人，其中教授 2人，副教授 2人，具有博士学位 4 人，承担并完成省级

市级各类项目 10 余项，拥有 4个专业实验室和 10 余个校外实习基地。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需要，具备药

学和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生物制药的基本原理和技术，

熟悉生物医药分析和药品检验技术的合格人才。具体主要面向生物制药企（事）

业单位，培养在生产、服务第一线能从事生物药品生产、药品检验、药品营销工

作，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生涯发展基础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

课程设置：在学习高等数学、化学、物理和计算机等基础理论知识的基础上，

主要学习生物制药工艺学、化工原理、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细胞工程、发酵工

程与设备和基因工程等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同时，安排赴发酵、制药企业

进行认识实习、生产实习、科研训练、生物工艺设计、毕业设计和管理能力的训

练。

就业岗位：毕业生可到大型生物制药、发酵工程、生物工程等企业单位就业；

或进入行政管理部门、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工作。 具体来说，毕业生可胜任各

种类型生物组织细胞（包括微生物）的大规模培养、发酵及其产物的提取、分离

和纯化等生产操作技能的有关岗位；也可从事生物药物的制剂、质量检验和控制

以及医药类与本专业相关的其他工作。

职业前景：中国是人口大国，从事生物技术产业研究与开发的人数仅为 1.7

万，生产和经营的人数只有 0.9 万，从事生物医药产品研究与开发的人才更是

严重不足，不能应对人民未来对生物制品的需求。将生物、药学与工程技术相结

合的综合人才前景看好，能够熟练操作仪器、进行新品研发，满足生物医学工程

领域、生物技术领域、生物信息领域、医药卫生部门等相关单位的需求。

联系老师：马老师 18986972196



学生成就掠影

2016 级生物工程专业的学生在公司开展生物制药综合实习

学生参加湖北省生物技能竞赛获奖证书



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证书

学生发表论文

教授、博士风采

王学民，男，1962 年 12 月生，河北唐山人。1985 年毕业于河北大学，1999

年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研究生班。现为荆楚理工学院副校长、教授，中华医学会

教育学分会医学生物学学组分区组长，全国中级生物学委员会理事长、湖北高等

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荆门市专家协会副会长。

王学民教授被评为“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荆门市“把关人才”，



入选省“双十双百双千人才工程”。主持完成省部级项目 6项，市级项目 2项。

1项成果获省科技成果三等奖,1项成果获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4项成果获市一、

二、三等奖。公开发表论文 30 多篇。主编专著和教材 15 部，主持完成 1门省级

精品课程的建设。

王学民教授在推进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组

织并实施了与荆门市掇刀区、荆门经济开发区、中国农谷核心区-屈家岭的校地

战略合作；成功申报“湖北省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三年获得 900 万元经费支持。

陈可夫，教授，校教学委员会专家委员，原荆楚理工学院科研处处长、医药

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民盟荆门市委会副主委，政协荆门市委会常委，中华医学

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级生物科学委员会理事长，中国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

学会理事，荆门市科技拔尖人才，享受湖北省人民政府专项津贴的专家。华中师

范大学聘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硕士生导师，专长于生物工程技术。



朱德艳，女，湖北恩施人，1978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现任荆楚理

工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教授，全国中级生物学科协会常务理事、秘书长，湖北省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协会理事，湖北省生物物理协会理事。主要从事生物化学、

生化分离工程和生物制药技术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生物化学省级教学团队

负责人。主持省级科研项目 2项，校级科研课题 2项。主编高职高专“十一五”

教材一部，参编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三部。发表论文 20 多篇。获湖北省

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奖一项，获荆门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2013 年被湖北省教

育厅评为全省教育系统“先进女职工”，2014 年授予省级“双带头人”称号，

并被共青团荆门市委员会授予“优秀青年”称号，同年被评为“荆楚名师”。



王其海，男，1977 年 12 月出生，安徽合肥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

所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2008--2011 年美国杜克大学生物医疗工

程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1--2013 年江苏千红生化制药有限公司新药研发

中心（众红研究院）从事新药研发。2014 年荆楚理工学院生物工程学院任专职

教师。研究方向：以缓激肽释放酶家族为核心的蛋白酶类新药研究；以 PSA、PAP

为靶点的前列腺癌的多肽和蛋白抑制剂药物研究；以上项目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现主持省级项目 1项，市级项目 1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3 篇。



程文翰，男，1987 年 5 月生，甘肃武威人。石河子大学农学院作物遗传育

种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为生物工程学院生物工程教研室专任教师，主讲课程有《工

业微生物育种学》、《遗传学》等课程。主要从事植物生物技术、分子生物学及

蛋白组学等方面的研究，主持省自科基金项目 1项，发表 SCI 文章 4篇。



田雪军，女，1989 年 2 月生，河南南阳人。2018 年 6 月毕业于中国农业大

学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获农学博士学位。研究生期间，主要从事小麦耐热

性的遗传与分子生物学研究，发表 SCI 文章 2篇；现为生物工程学院生物工程教

研室专任教师，主持 1项省自科基金项目。

4、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授予工学学士学位，专业代码：081401）

2009 年开始招生，是湖北省“十二五”重点（培育）学科、湖北省高等学

校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湖北省一流本科专业、具有与长江大

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资格的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9人，其中博士 4人，在读博

士 2人。建有省级大学生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湖北省金龙泉集团有限公司食品

科学与工程实习实训基地。先后湖北中粮集团、新美香食品有限公司、钟祥食品

药品检验检测中心等多家知名企事业建立合作关系，实践环节与理论课程深度融

合，认知见习、课程设计、技能训练、生产实习、职业资格认证、专业技能大赛、

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环节贯穿整个人才培养的始终。学生在接受



扎实的专业教育后，可根据自身素质、能力和爱好，有所侧重地选择食品生产技

术管理、食品工程设计、质量管理和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训练，培养食品加工、

贮藏和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应用能力。

培养目标：面向食品行业产业的发展需求，采用校企合作形式，培养系统掌

握食品加工原理，具有食品科学和食品工程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和实践技能，能在

食品生产、加工及流通等领域从事产品开发、品质控制、工程设计、生产管理和

检验检疫等方面的工作，适应我国基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创

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主干课程：食品化学、食品分析与检测、食品工程原理、微生物学、生物化

学、食品营养学、食品工艺学原理、食品机械与设备、食品工厂设计、食品质量

与安全。

实践性教学：军训、课程实验（大学物理、无机及分析化学、微生物学、生

物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食品分析与检验、食品化学、食品工程原理、食

品工艺学、生化分离等）、食品工艺学综合实验、工厂设计、新产品开发实验、

专业见习、生产实习、社会实践、毕业论文等。

就业方向：可在食品生产、加工及流通领域从事产品开发、品质控制、工程

设计、生产管理和检验检疫等方面的工作；也可从事食品质量监督、海关、商检、

卫生防疫、进出口等部门的产品分析、安全检测等相关工作。

联系老师：简老师 13972908798

学生学习活动展示



陈清婵博士给学生上实验课

学生赴钟祥市检验检测中心、中粮祥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新美香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实习



学生发表英文文章

学生发表论文

教授、博士风采

陈清婵，女，汉族，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1983 年出生，华中农业大学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博士究生，现任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负责人。研究方向：

风味食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果酒系列、发酵酱系列、米糠制品系列产品的研

究。主讲食品化学、发酵工艺学、肉制品加工技术、食品工艺学综合实验等课程。

主持省级项目 1项、市级项目 1项、校级项目 1项。获得 2013 年、2014 年荆楚

理工学院先进工作者，2014 年荆门市三八红旗手，2014 年荆门市好党员等荣誉

称号。



缪园欣，女，1988 年出生，江西九江人。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为食品科学与工程教研室专职教师，担

任试验设计与数据处理课程的教学，主持 1项省级自科基金项目。

项智锋，男，1978年生，民盟会员，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分会会员。

湖南农业大学生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目前主要从事动物营养生理及饲料技术研

究。近五年来，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篇，其中 SCI收录 4篇；参编著

作 4部；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国家

http://swxy.jcut.edu.cn/szdw/show.asp?id=82


发明专利 1项。

张喜才，男，1982年生，河南周口人。生物工程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教研

室专任教师，主讲食品工程原理、食品工艺学原理、食品工艺学等课程。2020

年 6月毕业于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主

要从事水产品低温流通以及贮藏保鲜研究，发表 SCI文章 3篇、中文核心 2篇。



三、优秀校友

邓志平，男， 2010年毕业于生物技术及应用专业，现任京山县永隆镇陶家

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湖北京山增丰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荣

获荆门市新农村建设先进个人、京山县十佳村干部创业之星、劳动模范和先进个

人称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范明伟，男，湖北京山人，2010年毕业于生物技术及应用专业，现任京山县

石龙镇杜湾村养鸭合作社理事长职务。2010年成立杜湾养鸭合作社，实行“五

统”，即统一进鸭苗、统一防疫、统一饲料、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当年收入

32万元。



刘铁，男，山东青岛人，2008 年毕业于园林技术专业，现任青岛市博扉特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09 年，他创办了“博扉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立足电子产业化发展，涉及手机研发生产，电脑，汽车 GPRS 导航以及监控的技

术企业，开发的电子科技产品得到广客户的一致认同，业务合作商家数不胜数，

年盈利在 50 万元以上。

曲良娇，女，2013 届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生，在校期间表现良好，学

习刻苦认真，学习目标明确，成绩优异，2010 年、2011 年、2012 年连续三年获

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013 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

生硕士。



汤呈祥，男，湖北监利人，2013 届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生。在校期间，

表现良好，被吸纳为中共党员。先后担任过生物工程学院学生会学习部干事、生

物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大学生营养与健康协会会长和《校园生活》报、《荆楚

青年》责编。获得校“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学生”“优秀共青团干部”、“优

秀学生干部”、“优秀社会工作者”、“校乙等奖学金”、“优秀毕业生”等荣

誉。2013 年 7 月考取湖北省选调生，现就职于湖北监利县柘木乡人民政府。

汪志刚，男，汉族，湖北黄冈市人，生物技术及应用专业 2006 届毕业生。

2007 年开始创业，加盟美国科雨（K-RAIN）公司合作企业——武汉田园灌溉设

备公司。2008 年，以市场、技术、工程管理等占股份 55%，北京双羽科学技术开

发中心提供流动资金占股份 45%，采用美国科雨（K-RAIN）公司节水灌溉设备及

技术等，注册成立北京双羽科学技术开发中心南方分公司。公司有员工 100 余人，

年产值 300 余万元。



武永雷，男，安徽淮北人，2013 届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生。在校期间，

表现优异，被吸纳为中共党员。先后担任校学生会心理协调部副部长、校学生会

主席，表现出较强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创新精神，获得校“优秀共青团员”、

“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优秀社会工作者”、“乙等奖学金”、

“优秀毕业生”等荣誉。2013 年考取湖北省选调生，现就职于咸宁市崇阳县桂

花泉镇人民政府。

http://swxy.jcut.edu.cn/jyaz/show.asp?id=54


四、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