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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单位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4年3月出版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

信息标准》中的代码填写。

二、学科门类名称、一级学科名称及其代码、专业学位类别名

称及其代码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11年颁布的《学位

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填写。

三、除另有说明外，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

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2016年

12月31日合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职

人员不计在内；表中涉及的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项

、教学成果等）均指署名第一单位获得的成果。

四、本表中的专业学位领域（方向）参考《专业学位类别（领

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中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的领域（方

向）填写，填写数量由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所要求的

领域（方向）数量来确定。

五、除另有说明外，所填报各项与时间相关的内容均截至

2016年12月31日，“近五年”的统计时间为2012年1月1日至

2016年12月31日。

六、本表中的科研经费应是本学科实际获得并计入本单位财务

账目的经费。

七、本表不能填写任何涉密内容。涉密信息请按国家有关保密

规定进行脱密，处理至可以公开后方可填写。

八、本表请用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页码依次顺序编排。

封面及填表说明不编页码。本表复制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

本表封面之上，不得另加其他封面。

九、本学科获得学位授权后，本表格将做为学位授权点专项评

估的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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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专业学位简介

I-1  专业学位简介

    1 基本条件
    本授权点涵盖农艺与种业和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两个领域。专任教师中，80%具博士学位，55%为双师型教师
。已建成具有48个专业教学实验室、仪器总价值9000余万元的校内教学和科研平台，与20家单位共建校外实践教
学平台，达到了开展农业硕士培养的基本条件。
    2 办学定位与发展历程
本专业服务现代农业，立足周口、面向河南，以培养具有现代分子育种、农业信息和农业机械等技术的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为办学目标。
    自2003年开始本科招生以来，本授权点相关专业各方面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
    (1) 学科建设成效明显。现有省级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重点学科1个、工程实验室和研究中心4个及国际联
合实验室1个；获批省级创新型科技团队3个；近5年，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57项，科研经费共计518.95万元
；获批国家专利31项；发表论文131篇。已有兼职硕士生导师8名，联合培养研究生17人。
    (2) 本科教学稳步提升。已建成国家级特色专业1个，大学生实践基地1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2个、教
学团队2个、精品课程2门；获批省级教学名师2名；省级教学成果奖6项。
    (3)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粮食和经济作物转基因技术已实现对外服务，油菜新品种使用权成功
转让，蔬菜病害防治技术为农户挽回经济损失160万元，智慧农业等多项技术在周口市得到广泛应用。与周口农
科院合作繁育系列小麦新品种，推广面积达3000多万亩。
    3 社会与区域发展需求
    (1) 农业现代化所需。河南省是国务院批准的粮食生产核心区，粮、油常年产量占全国的1/6和1/4。周口市
是河南省第一农业大市，承担国家粮食安全重任。但农业技术落后，农业现代化程度还很低，与国家“十三五规
划”要求差距很大，高层次人才短缺是其制约因素。至2016年底，全省农业科技人员中硕士研究生占比
6.13%，而周口市仅1.70%。
    (2) 区域农业发展所需。目前，我省农业硕士点集中在郑州及周边高校，豫东南区域尚无分布，周口师范学
院作为豫东南唯一省属本科高校，增设本专业硕士点是区域农业发展急需，也是均衡我省农业硕士点布局的现实
需要。
    4 本专业学位与行业职业的衔接
    (1) 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实施双师型教师授课、高水平行业教师技能指导的“双导师制”。
    (2) 与实践基地深度合作。在与周口市农科院、地神种业等单位共建实践基地基础上，合作办学，着力提升
职业技能。
    5 人才培养与思想政治教育
    本授权点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近5年，在校生在各类省部级以上专业技能竞
赛中获奖112项，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保持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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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专业学位领域（方向）按照各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的要求填写。

I-2  专业学位领域（方向）与特色（不分领域或方向的专业学位可不填）

专业学位领域
（方向） 主要研究领域（方向）、特色与优势（限200字）

农艺与种业

    研究方向：现代分子育种及遗传转化、粮食和油料作物育种和植物病害防治等方向。
    优势与特色：基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开展现代农业技术研究，建设有省级重点学科
、省级作物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植物基因与分子育种工程实验室、小麦种质改良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周口市作物遗传改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小麦病菌互作与育种重点实验室
，育种基地和生态农业示范基地。承担5项国家级研究课题，获河南省科技成果奖2项，获
批国家专利14项。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研究方向：农业环境监测、农业大数据决策、农产品物联网和农业机械化等方向。
    优势与特色：紧随国家“互联网+现代农业”宏观政策，提升农业经营管理效率和自
动化程度。该领域建设有“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技术”河南省工程实验室，河南省物联网
应用技术创新型科技团队、高校农业信息管理科技创新团队，物联网关键技术省级院士工
作站。5年来，承担国家课题5项，获河南省科技进步奖2项，获批国家专利17项。



3

注：1.“行业经历”是指在相关行业从事工作3个月以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行业经历”是指1年及以上海外学习及工

作经历，单次时长大于3个月。

2.“导师/博导人数”仅统计具有导师/博导资格，且截至2016年12月31日仍在指导研究生的导师，含在外单位兼职

担任导师/博导人员。

 

 

注：本表限填本单位正式聘任的、与本专业学位相关的行业教师。

Ⅱ  师资队伍

Ⅱ-1  专任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合
计

35岁
及以下

36至
40岁

41至
45岁

46至
50岁

51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
及以上

博士学
位教师

硕士学
位教师

行业经
历教师

正高级 8 0 0 2 2 4 0 0 5 2 5

副高级 4 0 2 1 1 0 0 0 4 0 2

中级 8 5 3 0 0 0 0 0 7 0 4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20 5 5 3 3 4 0 0 16 2 11

导师人数（比例） 博导人数（比例） 有海外经历教师人数（比例）

8人  （ 40.00％） 0人  （ 0.00％） 3人  （ 15.00％）

Ⅱ-2  行业教师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
务

人数合
计

35岁
及以下

36至
40岁

41至
45岁

46至
50岁

51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及以上 博士学位教

师
硕士学位教

师

正高级 2 0 0 1 0 1 0 0 1 1

副高级 8 0 1 3 3 1 0 0 0 0

中 级 0 0 0 0 0 0 0 0 0 0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0 0

总 计 10 0 1 4 3 2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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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3  骨干教师简况

姓名 谭光轩 性
别 男 年龄

（岁） 52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河南省学术技术

带头人;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武汉大学
、遗传学、
200312

招生领
域

(方向)
农艺与种业 所在院系 生命科学与农学

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谭光轩，博士、教授，郑州大学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遗传学会
理事，河南省植物生理学会理事，河南省科技奖励评审专家，周口师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主持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番茄黄萎病感病关键基因发掘及功能分析
”（1531440076），主持河南省重点科技攻关等省部级项目4项，曾参加国家级项目2项。发表研究论
文20多篇，其中在Theor Appl Genet、Plant Mol Biol、Cell Research 等SCI期刊发表论文15篇；一
篇论文于2007年获得第五届中国科协期刊八篇特别优秀论文奖。参加获得省审油菜新品种“周油
589”和发明专利3项。参编本专业学术专著1部。现主要从事是植物与病菌互作及其遗传转化的研究。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Transcriptome analysis of the
compatible interaction of
tomato with Verticillium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6: 1-12,他引6次 2015-06 第一作者

大丽轮枝菌酵母双杂交cDNA文库的
构建

华北农学报, 30 (2): 51-
54,他引1次 2015-04 通讯作者

甘蓝型黄籽油菜高含油品系下胚轴
再生体系研究

河南农业科学, 41 (1): 45-
48,他引6次 2012-01 通讯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河南省科技厅科技发展计划 基础与
前沿研究

油菜多倍体基因组不稳定机制
的细胞遗传学分析

201301
-

201512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应急项目 番茄黄萎病感病关键基因发掘
及功能分析

201501
-

201512
15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301-201407 遗传学 36/学年 本科生

201401-201607 作物育种学 48/学年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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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刘怀攀 性
别 男 年龄

（岁） 46 专业技术职
务 正高级 学术头衔 河南省学术技术

带头人;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南京农业
大学、植物学、

200406

招生领
域

(方向)
农艺与种业 所在院系 生命科学与农学

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博士，教授，郑州大学和河南农业大学兼职研究生导师。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555”人才第二
层次），省级重点学科—植物学学科带头人，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从事小麦生长机理的研究
，主要是多胺胁迫机理以及小麦抗病机理研究。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河南省前沿基
础项目2项。在Plant Growth Regulation和Plant Science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多篇。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Changes in H+-ATPase activity
and conjugated polyamine

contents in plasma membrane
purified from

Plant Growth Regulation,
75(1):1-10, 他引3次 2015-06 通讯作者

外源亚精胺对淹水胁迫玉米的生理
调控效应

作物学报, 38(6):1042-1050,
他引22次 2012-08 通讯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干旱胁迫下小麦发育子粒细胞
中结合态多胺功能

201301
-

201612
80

国家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
子课题

小麦和玉米涝渍灾害生理生化
响应与调控技术

201201
-

201612
4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9-201407 植物生理学 34/学年 本科生

201409-201607 生物化学 28/学年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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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徐克东 性
别 男 年龄

（岁） 35 专业技术职
务 副高级 学术头衔 校级学术技术带

头人;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中国农业
大学、园林植物
与观赏园艺、

201106

招生领
域

(方向)
农艺与种业 所在院系 生命科学与农学

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植物体细胞胚发生、植物生物反应器构建、植物新型转化体系构建、植
物嫁接等研究。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参与河南省科技开放合作计划项目
1项、参与河南省科技创新人才计划项目1项；主持2016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1项；主
持河南省科技厅项目3项（含国际科技合作项目1项）；主持河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2项
；在Scientific Reports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多篇SCI论文获得河南省教育厅科技成
果奖、河南省自然科学学术奖等奖励。承担本科生与联培硕士研究生（郑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的
植物组织培养、细胞生物学实验、分子生物学实验等课程教学任务。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A lower pH value benefits
regeneration of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by somatic embryo-
enesis, involving rhizoid
tubers (RTBs), a novel

structure

Scientific Reports, 2015,
5: 8823,他引3次 2015-03 第一作者

Rorippa indica regeneration via
somatic embryogenesis involving

frog egg-like bodies
efficiently induced by the
synergy of salt and drought

stresses

Scientific Reports, 2016,
6: 19811,他引1次 2016-01 第一作者

A rapid, highly efficient and
economical method of

Agrobacterium-mediated in
planta transient transformation

in living onion epidermis

PLoS ONE, 2014, 9(1):
e83556,他引24次 2014-01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河南省科技厅 国际科技合作 人干扰素-γ的细胞工程化生产
研究

201401
-

201712
1

河南省教育厅 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
目

RcAGL15和RcFUS3启动狗蔷薇类
原球茎胚萌机制的研究

201401
-

201612
2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109-201507 细胞生物学实验 60/学年 本科生

201509-201612 分子生物学实验 60/学年 本科生

201109-201612 分子生物学理论、实践操作 72/学年 联合培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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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朱海 性
别 男 年龄

（岁） 38 专业技术职
务 副高级 学术头衔 河南省教育厅学

术技术带头人;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计算
机应用技术、

201008

招生领
域

(方向)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所在院系 网络工程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博士，副教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高校青年骨干教师，武汉纺织大学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农产品资源调度及其优化技术研究，在软件学报、Advances in
Difference Equa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与会议发表论文18篇，申报专利3项，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1项。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A note on stronger forms of
sensitivity for inverse limit

dynamical systems

Advances in Difference
Equations，DOI

10.1186/s13662-015-0425-
7,他引2次

2015-03 第一作者

New deadline-aware energy-
consumption optimization model
and genetic algorithm under

cloud compu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10.1142/S0218

001416590060

2016-03 第一作者

云计算下能耗优化的任务调度模型
及虚拟机部署算法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36(3):768-778, 他引3次 2016-03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
云计算环境下融入安全的资源
分配优化模型及其可信智能算

法研究

201201
-

201412
21

河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 创新人才支
持计划

云环境下资源调度优化关键技
术研究

201201
-

201412
40

河南省科技厅 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云环境下面向虚拟化数据中心
的节能技术研究

201601
-

201712
1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409-201501 物联网工程概论 36/学年 本科生

201509-201601 数据结构 72/学年 本科生

201402-201407 计算机网络 72/学年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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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张福丽 性
别 女 年龄

（岁） 41 专业技术职
务 副高级 学术头衔 校级学术技术带

头人;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东北林业
大学，植物保护

，200906

招生领
域

(方向)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所在院系 生命科学与农学

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博士，副教授，东北林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
，周口师范学院青年骨干教师。主要从事微生物资源开发与利用、微生物与植物互作等方面研究，目
前已筛选、保藏功能木霉菌株600多株，近三年来发表学术论文24篇，SCI收录13篇（其中第一作者7篇
），主持省级项目1项，建立2个微生物肥料的生产工艺流程和4个微生物肥料推广试验基地。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Heterologous expression of ACC
deaminase from Trichoderma

asperellum improves the growth
performance

Plant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94: 41-47, 他

引1次
2015-10 第一作者

Biocontrol potential of
Trichoderma harzianum isolate
T-aloe against Sclerotinia
sclerotiorum in soybean

Plant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100: 64-74,

他引8次
2016-07 第一作者

Efficient soybean regeneration
and Agrobacterium-mediated
transformation using a whole

cotyledonary node as an explant

Biotechnology and Applied
Biochemistry, 61(5): 620-

625, 他引7次
2014-06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河南省科技厅 发展计划项目 新型重组酶和寡聚糖生物农药
研制

201302
-

201610
5

河南省教育厅 重点项目 生防菌棘孢木霉诱导大豆提高
系统抗病能力研究

201202
-

201608
1

林木遗传育种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开
放项目

木霉ACCD基因转化杨树培育抗
病新品系

201112
-

201512
4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203-201507 微生物学 51/学年 本科生

201603-201607 微生物学实验 39/学年 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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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本表按相关专业学位类别申请基本条件规定人数填写，未规定的按不少于3人填写，每人限填一份。本表可复制

。

2. “近五年代表性成果”限填写本人是第一作者（第一专利权人等）或通讯作者的情况，成果署名单位不限。

姓名 董仕 性
别 男 年龄

（岁） 36 专业技术职
务 副高级 学术头衔 校级学术技术带

头人;

最终学位或最后学历
（包括学校、专业、时间）

博士 东南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
术专业、201310

招生领
域

(方向)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所在院系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学院

骨干教
师简介

    博士，副教授，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武汉纺织大学硕士生导师
，校级学术技术带头人。2016年11月17日 于美国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主
要从事计算机视觉、大数据分析等科研与教学工作。在SCI\EI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与会议发表论文近
20篇，主持国家级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1项。2014年被选为河南教育厅青年骨干教师，校级学术技术
带头人。

近五年
代表性
成果

（限3项
）

成果名称
（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咨询报告

等名称）

获奖类别及等级，发表刊物、页码
及引用次数，出版单位及总印数

，专利类型及专利号
时间 署名情况

Auto adaptive identific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network

traffic flow

Intern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s

Communications & Control,
9(6): 672-674

2014-01 第一作者

NSVM: a new SVM algorithm based
on traffic flow metric

Journal of Internet
Technology,  16(6): 1005-

1014
2014-01 第一作者

Research on network traffic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improved BP neural network

Applied mathematics &
information science, 7(1):

389-398, 他引7次
2015-01 第一作者

目前主
持的行
业应用
背景较
强的科
研项目
（限3项

）

项目来源与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起讫时间 到账经费（万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联合基金
抽样环境下基于流记录的流量
行为特征分析与多分类器模型

研究

201601
-

201812
3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专项项目 基于行为关联特征的网络异常
检测研究

201505
-

201712
5

河南省科技厅 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基于云计算的网络流量识别关
键技术研究

201601
-

201812
10

近五年
主讲课
程情况
（限3门

）

时间 课程名称 学时 主要授课对象

201503-201507 AJAX应用开发 68/学年 本科生

201509-201601 ASP.NET程序设计 68/学年 本科生

201609-201612 计算机导论 34/学年 本科生



10

Ⅱ-4  代表性行业教师（限填10人，医学相关专业学位限填20人）

序
号 姓名 年龄

（岁）

培养领
域（方
向）

专业技
术职务

工作单位及
职务

工作年
限（年
）

主要情况简介（教师基本情况、从业经历、代表
性行业成果、拟承担培养任务等，限填200字）

1 殷贵鸿 42 农艺与
种业 正高级

周口市农业
科学院副院

长
19

    殷贵鸿，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周口市农科院副院长，国家项目评审专家
，河南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小麦专业组委员
，从事小麦育种科研工作。主持或参与国家
863等重大项目2项，主持或主要参加培育小
麦新品种23个，其中通过国家审定12个，在
主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出版著作
4部。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
等奖3项以及其它10多个奖项；获国家发明
专利2项，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19项。拟
承担研究生实践教学和科研指导任务。

2 杨光宇 54 农艺与
种业 正高级

周口市农业
科学院副院

长
33

    杨光宇，硕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从事小麦遗传育种和栽培技术研究。荣获
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主持或主要参加培育国家审定品种9个，河
南省审定品种9个；共获各级成果奖19项
，其中国家和省部级以上9项。培育品种至
2008，在黄淮麦区的8个省累计推广应用
2.32亿亩，产生直接增产效益82.6亿元。发
表学术论文50篇，出版著作4部，国家新品
种权保护6项。拟承担实践教学和科研指导
任务。

3 宋江春 52 农艺与
种业 副高级

南阳市农业
科学院植保
农化研究所

所长

30

    宋江春，学士，副研究员，河南省花生
产业技术体系南阳综合试验站站长，从事花
生、油菜育种和栽培技术研究。培育出农作
物新品种3个，参加国家和省级试验的苗头
新品种2个，花生新品种累计推广912.6万亩
，直接效益达9.126亿元。荣获各级成果奖
22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3项，获国家新品种权保护1项
。发表论文42篇，出版著作4部。拟承担农
艺与种业领域的研究生实践教学和科研指导
任务。

4 韦胜利 45 农艺与
种业 副高级

河南黄泛区
地神种业农
科所 所长

18

    韦胜利，学士，高级农艺师，河南省品
种审定委员会小麦专业组委员、周口市第八
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河南黄泛区地神种业
农科所所长，从事小麦育种研究。主持或主
要参加培育出泛麦系列小麦新品种6个，其
中通过国家审定1个。发表第一作者或独著
论文10余篇，编写科技图书5本。获得全国
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获
周口市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5项。拟
承担农艺与种业领域的研究生实践教学和科
研指导任务。

5 朱高纪 40 农艺与
种业 副高级

河南黄泛区
地神种业农
科所 副所

长

17

    朱高纪，学士，高级农艺师，河南黄泛
区地神种业农科所副所长，主要从事小麦遗
传育种和中间试验。主持或参与选育出泛麦
系列小麦新品种5个，其中通过国家审定1个
。发表第一作者或独著论文8篇，编写科技
图书3本。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1项
，获周口市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4项
。获河南省农科院一等奖一项。拟承担农艺
与种业领域的研究生实践教学和科研指导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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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限填本单位正式聘任的、与本专业学位相关的行业教师。

2.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专业学位限填20人，其他专业限填10人。

6 王行涛 36
农业工
程与信
息技术

副高级

河南云和数
据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7

    王行涛，学士，高级程序员，河南云和
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1至
2014年，任职于达内集团罗湖福田中心主任
，主导8大产品线产品实施和运营。2014年
至今，任职于河南云和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主导6大产品方向，三大实验室的研发
，监控整体项目的实施和运营，对接整体教
育业务的就业合作和技能培训。拟承担农业
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的研究生实践教学和科
研指导任务。

7 赵凯翔 45
农业工
程与信
息技术

副高级

中国联通周
口分公司网
络优化部主

任

23

    赵凯翔，学士，高级工程师，中国联通
公司周口分公司网络优化部主任，主要负责
周口市及各县联通公司的网络规划、优化、
监控等工作。在科研方面，主要负责农产品
溯源等多个重点实验室网络的实施和维护
，具有丰富的网络项目规划、施工、管理经
验。拟承担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的研究
生实践教学和科研指导任务。

8 唐岭峰 42
农业工
程与信
息技术

副高级
周口市农业
局市场信息
科科长

21

    唐岭峰，学士，高级农艺师，长期从事
农业信息化及都市生态农业研究。发表学术
论文10多篇，主持或参与省厅级项目3项
，荣获得教育厅科技成果一等奖1项，周口
市科技成果二等奖1项。2012年以来，先后
荣获“周口市第七届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周口市粮食生产先进个人、周口市优秀共产
党员等荣誉称号。拟承担农业工程与信息技
术领域的研究生实践教学和科研指导任务。

9 任杰 44
农业工
程与信
息技术

副高级

中国联通周
口分公司网
络管理中心

主任

21

    任杰，学士，高级工程师，中国联通公
司周口分公司网络管理中心主任。主要负责
周口联通、周口中心医院、周口师范学院农
产品溯源工程实验室等各部门的网络安全和
管理，具有丰富的网络管理和维护经验。拟
承担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的研究生实践
教学和科研指导任务。

10 李勇敢 48
农业工
程与信
息技术

副高级
周口市农业
局市场信息

科
24

    李勇敢，学士，高级农艺师，长期从事
农业信息化及都市生态农业研究。发表学术
文章6篇，主持或参与省部级项目3项，荣获
得教育厅科技成果一等奖1项，周口市科技
成果二等奖1项。深入开展将计算机技术、
网络技术和遥感技术等多项信息技术引入农
业领域实践工作，积累丰富农业信息化实践
经验。拟承担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领域的研
究生实践教学和科研指导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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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申请本专业学位博士点的须填写本专业学位硕士点基本情况。

3.“学位授予人数”填写在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各类研究生数（含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及留学研究生）。“招生

人数”填写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录取的全日制研究生人数，专业学位授权点还应统计全国GCT考试录取的在职攻

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Ⅲ  人才培养

Ⅲ-1  相关学科专业基本情况（限填5项）

学科专业名称
（授学位级别）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招生人
数

授予学
位人数

071001-生物科
学 学士 117 80 118 92 97 83 104 114 106 112

083001-生物工
程 学士 65 54 72 58 64 52 63 65 61 64

071002-生物技
术 学士 54 51 61 50 55 32 59 44 60 52

080901-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 学

士
81 40 62 45 84 38 82 61 85 66

080801-自动化
学士 90 50 98 78 81 72 91 83 69 89

Ⅲ-2  现有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情况

    基本情况：在教学质量工程项目方面，现获批国家级特色专业1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1个，省
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2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省级教学团队2个，省级精品课程2门，其中1门成为省级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在学科建设方面，建成省级重点学科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创新科技团队3个，省级工程实验室2个
、工程研究中心1个、协同创新中心1个、国际联合实验室1个和院士工作站1个。在实验室建设方面，现有专业实
验室48个，仪器设备总价值达到9000余万元。已有兼职硕士生导师8名，联合培养研究生17人。
    开设时间、毕业生人数及届数：生物科学专业开办于2003年，已毕业10届，人数近1000人；生物工程开办于
2004年，已毕业9届，人数近600人；生物技术专业开办于2008年，已毕业6届，人数接近400人。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开办于2004年， 9届毕业生人数1200余人；网络工程2007年开始招生，6届毕业生人数达800余人；自动化专业
开办于2007年，6届毕业生人数600余人。
    建设成效：学生在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电子设计大赛”、“挑战杯”等竞赛中获国家级奖项
26个；在 “ 机器人大赛”、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竞赛中获省级奖项8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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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课程类型”填“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

Ⅲ-3  目前开设的与本专业学位相关的特色课程（限填5门）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主讲教师 课程特色简介（介绍本课程师资配置、授课方式、特色亮

点及授课效果等情况，限100字）

1 植物生理学 专业必修课
刘怀攀,李俐
俐,常云霞,毛

健民

    本课程教师队伍以博士学位和高级职称为主
，年龄结构、学缘结构、职称结构合理。该课程采
用课堂与网络相结合的多样化教学手段，鼓励学生
创新和实践。该课程为省级精品课程和省级资源精
品共享课程。

2 作物育种学 专业必修课
谭光轩,王俊
生,徐克东,胡

利宗

    本课程师资队伍主要为双师型教师。主要采用
课堂讲授、网络教学以及田间实践等多样化的教学
方式。课程特色是以育种目标，依托育种平台学习
育种程序、品种审定和保护、种子生产等，主要培
养学生创新和动手能力。

3 信息安全 专业必修课 秦杰,赵宇,周
文刚

    本课程作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业必修
课，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承担，以案例分析为主
要授课方式，提高学生在计算机实体与信息安全领
域的防范意识和相关的技术水平。

4 大数据处理 专业必修课 朱海,董仕,李
亚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业必修课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数据挖掘理论、数据挖掘相关
技术、大数据安全等，对大数据处理相关研究成果
进行梳理和分析，提升学生在大数据处理领域的理
论知识及相关技能。

5 云计算 专业必修课 李亚,王伟,董
仕

    本课程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业必修课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云计算理论、系统结构模型、
关键技术、开源系统及Hadoop云计算编程等内容
，对云计算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提升学
生在相关领域的理论知识和相关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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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同一成果获得多种奖项的，不重复填写。

2.“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Ⅲ-4  相关学科专业近五年获得的省部级以上优秀教学成果奖（限填10项）

序
号 获奖类别 获奖等级 获奖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获奖年度

1 河南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一等奖 河南省高师教育应对高中新课

程合格师资培养的研究
毛健民,宋慧敏,吴

艳玲 2012

2 河南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一等奖

河南省高师教育应对普及高中
阶段教育合格师资培养的路径

思考

宋慧敏,毛健民,刘
洁辉 2012

3 河南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一等奖 新形势下教师教育类学生职业

素养提升的研究与实践
马金岭,李清臣,毛

健民 2012

4 河南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教育厅鉴定成
果

地方师范院校教师教育专业人
才培养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马金岭,李清臣,毛
健民 2013

5 河南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一等奖

基于基础教育新课程需要的思
想政治学科教学论课程改革研

究与实践

宋慧敏,毛健民,何
东林 2014

6 河南省 省级教学成
果奖 一等奖 高师院校教学基层组织形式及

其管理的改革与实践
赵宇,陈东海,毛健

民 2014

7 河南省高等学校教
育教学项目 一等奖 计算机组装与系统维护技术 秦杰,徐朝辉,赵淑

梅 2013

8 河南省高等学校教
育教学项目

教育厅鉴定成
果

实验新课程实施的背景条件和
实施办法研究与实践

葛红莲,阮先乐,陈
璨 2013

9 河南省高等学校教
育教学项目 三等奖 基于BP神经网络的轧机油膜厚

度补偿的测试与建模
张利红,梁英波,李

晋 2014

10 河南省高等学校教
育教学项目

科技厅鉴定成
果

新课程背景下教学质量评价体
系研究

胡春红,李青芝,胡
利宗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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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5 相关学科专业近五年在校生代表性成果（限填10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学生姓名 学科专业及学位类别
（入学年月/毕业年月） 时间 成果简介（限100字）

1

第十一届“挑战
杯”河南省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一等奖

高丹 071001-生物科学 学士
2011-09/2015-06 2013-07

    该作品以大豆转化体系构
建为目的，打破传统组织培养
缺点，利用大豆自身生长特性
，最终建立了高效大豆无组织
培养转化体系。在教师指导下
，高丹参与了实验思路设计
，实际参加了全部实验工作
，是主要贡献者。

2 国家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项目 季慧佳 071001-生物科学 学士

2014-09/2018-06 2016-10

    该项目为丛枝菌根特异的
小麦磷转运蛋白研究。丛枝菌
根与90%的陆生植物建立共生关
系，促进磷吸收，激发了菌根
特异性磷转运蛋白的表达。季
慧佳在教师指导下，查资料撰
写项目申请书，并参加实验工
作，是主要贡献者。

3
第二届“中国创
翼”青年创业创
新大赛全国银奖

刘荣胜 071002-生物技术 学士
2012-09/2016-06 2016-09

    该项目荣获全国银奖。结
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
发〔2016〕13号)文件精神，组
建了全国第一家专门服务于留
守儿童的综合性门户网站。刘
荣胜是主要组织者和贡献者。

4
第五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优秀团

队奖
刘荣胜 071002-生物技术 学士

2012-09/2016-06 2016-11

    该团队依托周口师范学院
大学生科技园平台，刘荣胜牵
头组建了留守宝创新创业团队
，该团队通过留守宝公益网站
，致力于公益事业。在第四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中，该团队
荣获河南省级优秀团队奖。

5 2015年首届互联
网+创新创业大赛 王谦 080903-网络工程 学士

2013-09/2017-06 2015-12

    由教育部等5个单位共同筹
建的2015年首届互联网+创新创
业大赛，旨在激发创新创业热
情，培养“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生力军。该团队研发了
智慧农业控制系统，可实时自
动化控制，荣获全国铜奖。

6
中国大学生计算
机设计大赛省赛

一等奖

李岩岩,郝
文珠

080902-软件工程 学士
2014-09/2018-06 2016-04

    李岩岩等人基于专业优势
，在老师指导下，设计并使用
Photoshop绘制了“抉择”作品
，该作品从三个角度展示了动
物在污染环境中和绿色世界中
不同的生活方式，唤起人们对
绿色的渴望，让人们对环境保
护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7
河南省首届软件
测试技能大赛特

等奖
黄刚

080901-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学士 2009-09/2013-

06
2013-12

    由河南省软件学会主办的
“河南省计算机学会首届软件
测试技能大赛”，主旨考察学
生的测试用例设计、脚本编写
和缺陷管理等实际动手能力
，培养创新型人才。黄刚同学
是主要的参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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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限填本单位相关学科专业学生在学期间取得的成果，如参加竞赛获奖、参加重要科研项目、取得重要科研成果、

创新创业成果、获得科研奖励或其他荣誉称号等。

3.“学位类别”填“博士、硕士、学士”。

4.“成果简介”限填写学生在成果中的具体贡献。团队成果完成人应填写团队负责人姓名，并在简介中说明团队情

况。

8
2012中国机器人
大赛暨RoboCup公

开赛一等奖
王中辉 080801-自动化 学士

2010-09/2014-06 2012-08

    王中辉等主要参赛学生来
自自动化专业机器人创新团队
，在吴定允老师指导下，通过
在机器人创新实验室的对类人
机器人研究与不断试验，研制
出游泳机器人参加中国机器人
大赛，并获得一等奖。

9
2012年河南省第
一届大学生机器
人大赛冠军奖

马超 080801-自动化 学士
2010-09/2014-06 2012-05

    马超及其他参赛学生主要
来自2010 级自动化专业，在吴
定允老师指导下，该团队通过
自己设计、加工、组装、调试
，研制出了灭火机器人，参加
河南省第一届大学生机器人竞
赛，荣获冠军。

10
河南省第二届大
学生机器人竞赛

一等奖
刘文龙 080801-自动化 学士

2012-09/2016-06 2015-07

    刘文龙及其他参赛学生主
要来自机电学院2012级自动化
专业，在李晋老师指导下，该
团队通过自己设计、加工、组
装、调试，研制出了竞步机器
人，参加河南省第二届大学生
机器人竞赛，获得一等奖。



17

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Ⅳ 培养环境与条件

Ⅳ-1 相关学科专业近五年代表性成果转化或应用（限填10项）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主要完成人 转化或应用情况（限100字）

1 周油589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河南省审定

新品种

王俊生,李成伟
,谭光轩

    周油589品种具有高产、多抗、适
应性强特征，该成果目前已经被认定
为植物新品种。学校已与辉耀盈门等
合作共同推广该品种，预计到2018年
累计推广百万亩，直接经济效益超过
800万元。

2
一种构建野生番茄里基
茄再生体系及遗传转化

体系
发明专利 李成伟,徐克东

,谭光轩

    野生番茄里基茄再生体系速度快
，效率高，具有十分明显优势。该成
果目前已推广到科研、事业和企业等
机构试用，预计该成果转化经济效益
超过200万元。

3 一种野生番茄里基茄体
胚发生诱导方法 发明专利 李成伟,徐克东

,刘坤

    野生番茄里基茄体胚发生诱导方
法与传统方法不同，转化速度大大提
高。该成果目前已推广到企业试用
，预计该成果转化经济效益超过100万
元。

4
用于分解磷化氢气体的
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
发明专利 李俐俐,盛东峰

,胡春红

    该发明专利，能够高效分解磷化
氢气，制备新型催化剂用于环境治理
，该成果目前已推广到企业试用。预
计该成果转化后，节约治理环境成本
500万元。

5 一种天目地黄的育苗方
法 发明专利 赵锦慧,陈璨,李

俐俐

    该方法能够快速培育地黄苗，并
直接用于生产。该成果目前已推广到
大田试用，预计该成果转化经济效益
超过100万元。

6 一种马蔺游离花粉培养
方法 发明专利 赵锦慧,胡利宗

,张帆

    马蔺是重要绿化和医药植物，该
发明开发了一项马蔺花粉组培体系
，可用于外源基因转化、单倍体育种
和扩大繁殖等。目前已推广到企业试
用，预计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近100万元
。

7 一种物联网订单农业大
棚系统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实用新型专

利

王伟,任国恒,朱
海

    该系统具有较高人工智能特征
，可以精准追踪温度变化，实时定量
监控，提高效率。该成果目前已推广
到企业试用，预计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近400万元。

8 便携式小麦品质检测设
备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实用新型专

利

秦杰,齐迎春,乔
蕊

    该系统具有较高人工智能特征
，可以精准追踪温度变化，实时定量
监控，提高效率。该成果目前已推广
到企业试用，直接效益有待进一步调
查。

9 一种智慧农业控制系统
中网关设备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实用新型专

利

朱海,刘湘玉,王
祺

    该专利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的精准
化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
该成果目前已经推广到企业试用。预
计节约成本可达450万元。

10
一种用于小麦品质检测
的小麦籽粒样本均匀分

布器

其他原创性研究
成果 实用新型专

利

秦杰,姬孟洛,李
靖

    该样本均匀分布器，能够简单便
捷的对小麦进行抽样，精准评估小麦
品质。该成果目前已推广到企业试用
，直接效益有待进一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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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填近五年完成并转化/应用的成果，包括：发明专利、咨询报告、智库报告、标准制定、技术规范、行业标准、

高水平教学案例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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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表仅限申请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单位填写。

2.“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Ⅳ-2 艺术创作与展演

Ⅳ-2-1 艺术创作设计获奖（限填5项）

序号 获奖作品/节目名
称 所获奖项与等级 获奖时间 相关说明（限100字）

（如：本单位主要获奖人及其贡献等）

Ⅳ-2-2  策划、举办或参加重要展演活动（限填5项）

序号 展演作品/节目名
称 展演名称 展演时间与地点 相关说明（限100字）

（如：本单位主要参与人及其贡献等）

Ⅳ-2-3 其他方面（反映本学科专业创作、设计与展演水平，限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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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3  实践教学

IV-3-1  实践教学基地情况（限填10项）

序号 实践基地名
称 合作单位 地点 建立年月 年均接受

学生数
人均实践
时（月） 基地及专业实践内容简介（限填200字）

1
作物遗传育
种及栽培实
习基地

周口市
农科院

河南
省周
口市

2013-09 10 1

    作物遗传育种及栽培实习基地依
托周口市农科院，师资队伍由周口师
范学院和市农科院双方共同选派，正
高级职称10人、副高级职称18人、中
级职称20个人、助研助教23人。该实
习点将来可承担专业硕士生的实践教
学任务，旨在培养农业硕士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占地100余亩，目前作
为作遗传育种实习基地，主要实习内
容包括小麦、大豆、玉米杂交育种技
术；主要农作物大田栽培技术体系等
。

2

植物野生种
质资源与多
样性实习基

地

河南省
国家级
自然保
护区

河南
省周
口市
淮阳
县

2011-04 8 1

    植物野生种质资源与多样性实习
基地由周口师范学院与河南省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联合创建，师资队伍中共
21人，省级骨干教师3人，行业实践
教师7人，博士3人，硕士8人。该实
习点占地20余亩，主要承担周口师范
学院生物科学、生物技术毕业生实践
教学、实习实训等工作，主要实习内
容包括野生植物资源与多样性调查、
标本采集以及实验样品种植等。

3
药用植物种
植与加工实
习基地

辅仁药
业集团
有限公
司

河南
省周
口市
鹿邑
县

2013-11 9 1

    药用植物种植与加工实习基地由
周口师范学院和辅仁药业共同创建
，师资队伍由双方选派，其中校内导
师13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7人、
助教3人；校外导师10人，其中高级
职称4人、中级职称6人；该实践基地
100亩，是生物工程与生物技术专业
中药种植与炮制实习基地，主要实习
内容包括河南主要道地中草药的种植
技术和常用炮制技术工艺等。

4
小杂粮栽培
与加工业实
习基地

周口翔
耀生态
农业公
司

河南
省周
口市
淮阳
县

2016-09 8 1

    该实习基地由淮阳县人民政府和
周口师范学院签订协议，依托翔耀生
态农业公司创建，师资队伍由双方选
派组成，校内导师11人，其中教授
2人、副教授8人、讲师1人；校外导
师14人，其中高级农艺师9人、助研
5人。该实践基地40亩，主要承担周
口师范学院生物科学、生物技术毕业
生实践教学工作，实习内容有油菜及
河南小杂粮（红薯、大豆、绿豆、芝
麻、荞麦等）育种及栽培技术以及加
工工艺。

5

川汇区标准
化高效生态
农业实习基

地

新陆春
天农业
发展有
限公司

河南
省周
口市

2013-11 7 1

    川汇区标准化高效生态农业实习
基地是由周口师范学院和川汇区人民
政府牵头，依托新陆春天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等创立而成的。现有正高级职
称5人、副高级职称7人、中级职称
13人。该实习点占地100余亩，承担
周口师范学院本科生实践教学任务
，亦是生物工程与生物技术专业中药
种植与炮制实习基地，主要实习内容
包括河南主要道地中草药的种植技术
和常用炮制技术工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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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限填2016年12月31日前已经与本单位签署合作协议的与本专业学位类别人才培养相关的实习、实训、实践基地。

6

周口扶沟地
区农作物种
植与育种实
习基地

扶沟县
中法象
徽葡萄
酒业有
限公司

河南
省周
口市
扶沟
县

2011-07 8 1

    该实习基地是由周口师范学院和
扶沟县人民政府牵头，依托扶沟县中
法象徽葡萄酒业有限公司等创立而成
的。师资力量雄厚，现有高级职称教
师12人，“双师型”教师3人，农艺
师教师22人，其中博士11人、硕士
14。实习基地设施齐备，建有蔬菜大
棚、特色植物示范区等。该实习点占
地120亩，承担周口师范学院本科毕
业生的专业实践任务，实习内容有小
麦面粉加工工艺，淀粉生产及制糖技
术，谷氨酸发酵技术，有机废物肥料
生产技术等。

7 粮食加工实
习实训基地

河南莲
花味精
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
省项
城市

2011-11 8 1

    粮食加工实习实训基地由周口师
范学院与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建成，目前该实训基地教师队伍
共37人，其中正高职称12人、副高职
称17人、其他助研助教8人。该实训
基地占地130亩，承担周口师范学院
本科生实践教学任务，实习内容有小
麦面粉加工工艺，淀粉生产及制糖技
术，谷氨酸发酵技术，有机废物肥料
生产技术等。

8
周口师范学
院-智游教
育软件基地

河南智
游教育
集团

河南
省郑
州市

2015-10 10 4

    周口师范学院-智游教育软件基
地师资力量雄厚，其中高级工程师
17人、博士5人、硕士8人。该实习基
地承担周口师范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专业、网络工程、自动化等专业本
科生实践教学任务。双方基于建立的
“移动互联网开发教学实践基地
”，在移动互联网开发人才培养（实
习实训、毕业设计）、共建专业、共
建实验室、推动大学生校外实习和社
会实践活动的开展等方面开展合作。

9 河南蓝鸥实
践基地

河南蓝
鸥科技
有限公
司

河南
省郑
州市

2015-06 10 3

    该实践基地现有高级工程师22人
、博士9人、硕士13人，该实训基地
可承担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网络
工程、自动化等专业本科生的教学实
习与专业实践任务。实践基地将最新
的iOS SDK技术和知名开发引擎
Cocos2d、Cocos2d-X、Unity3D融入
到实训课程中，使每位iOS开发学员
掌握全套最新的苹果iOS SDK 技术
，掌握分析、设计开发App Store应
用或游戏的原理、方法、技术和过程
，积累至少1年以上的iOS开发经验。

10

周口师范学
院-北京布
瑞克农业信
息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产
学研合作基

地

北京布
瑞克农
业信息
科技有
限责任
公司
（商水
）

河南
省商
水县

2016-06 10 6

    北京布瑞克作为国内领先的综合
智慧农业解决方案提供商，2008年开
发大宗农产品数据库及模型系统
，2013年研发了“中国县级农业大数
据应用平台”及“县级智慧农业系统
解决方案”，对关键产品的市场供需
状况、价格走势等进行监测和预警
，为地方农业产业规划、涉农组织经
营决策、金融风险分析等提供数据和
研究支持。公司和我校签订产学研合
作协议，在农业大数据应用，农产品
质量追溯等领域开展合作研究，并为
学生提供实习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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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地及专业实践内容简介”填写基地情况与条件，开展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指导教师配备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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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3-2 近五年代表性专业实践活动与成果（限填10项）

序号 活动或成果名称 负责人 所属学科专业 活动或成果简介（限200字）

1 国家级—校外实
践教育基地项目

陈龙,李俐
俐

071002-生物技术 本
科专业

    活动简介：该实践教育基地以当地农产
品小麦玉米等为原料，联合研发地方特色白
酒品种，该基地获批为国家级校外实践教育
基地。近年来，周口师范学院-河南宋河酒业
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项目，在产学研合作
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成果简介：实践教育基地平均每年对
126人进行专业培训；同时申请省部级项目
2项，教育厅项目3项，发表学术论文21篇
，荣获省厅级奖励4项；受到河南省政府表彰
，获得资助资金400万。

2
国家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

张福丽,徐
克东,张怡
,朱海,李亚

071002-生物技术 本
科专业

    活动简介：教育部牵头举办的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共有3种类型，即创新训
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三类
，旨在增强高校学生的创新和创业能力，培
养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创新人
才。周口师范学院教师与指导学生积极准备
，在国家级大学生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成绩显著。
    成果简介：2016年顺利获批5项创新训练
项目、1项创业训练项目和项创业实践项目
，总资助经费达21万元。

3 省级—校内实践
教育实验项目

刘坤,徐克
东,孙忠科

071001-生物科学 本
科专业

    活动简介：自2016年河南省作物分子育
种与生物反应器重点实验室获批以来，该实
验室已经成为本科生从事科研实践活动的有
效平台。由于该科研平台具有5个研究方向
，吸纳不同兴趣的学生进行科研实践活动。
    成果简介：2016年期间，107个人接受科
研训练，6个本科生参与发表学术论文，13个
学生直接参与指导教师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
研究；经过科研训练的本科生，研究生复试
通过率达到100%。

4 河南省产学研合
作试点项目

刘坤,徐克
东

083001-生物工程 本
科专业

    活动简介：校企合作背景下，“生产溶
菌酶植物细胞株生产应用”项目被确定为
2016年省级产学研合作试点项目。该项目旨
在与公司合作进行溶菌酶的提取与纯化工艺
研制，利用植物细胞作为生物反应器生产高
效的溶菌酶。
    成果简介：与溶菌酶传统生产工艺相比
，该项目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减少了环境
污染，预计直接经济效益超过5000万元；此
外，围绕该项目已经申请到省部级项目2项、
教育厅项目1项，发表学术论文2篇。

5
河南省“三区
“科技人才支持

计划

刘怀攀,杜
红阳,张福

丽

071002-生物技术 本
科专业

    活动简介：河南省“三区“科技人才支
持计划是一项文化惠民工程，也是国家扶贫
开发的重大举措，它旨在选派高层次人才到
基层农村搞科技或文化扶贫工作。注重培养
基层科技与文化人才，逐步实现由“输血
”到“造血”的转化。
    成果简介：近5年来，由刘怀攀牵头的科
技团队选派13人次深入偏僻山村进行科技扶
贫工作，围绕地区特色，顺利获批4项“三区
“科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研究，解决农业种
植难题3项，发表学术论文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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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限填本单位组织或开展的专业实践活动，或本单位取得的专业实践成果。如：原创教学案例，自建案例库，创新

实践教学形式，创业教育活动、职业能力培训等。

2.“负责人”填写组织或开展专业实践活动的责任教师、行业专家，或取得专业实践成果的主要教师。 

6

挑战杯河南省大
大学生程序设计
大赛训练计划项

目

朱海,王伟
,孙挺

080903-网络工程 本
科专业

    活动简介：以“学科竞赛”引领，开发
了程序设计类课程在线评判系统，形成程序
设计类教学团队。近两年，利用寒暑假、周
末等时间进行ACM集训，使得学院学生在河南
省ACM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中成绩连创新高。
    成果简介：2016年获得1块铜牌，并在郑
州轻工业学院2016年举办的新生赛上获得2金
1银3铜的优秀成绩。

7 大学生机器人竞
赛

李晋,刘玉
春

080801-自动化 本科
专业

    活动简介：大学生机器人竞赛涉及控制
、电子、机械设计、机械制造、信息技术等
多个领域的前沿研究和技术融合，培养学生
综合运用控制、机械等相关知识，同时有利
于培养大学生的专业知识能力、创新实践能
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成果简介：近5年来，我校在河南省机器
人大赛以及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公开
赛中，取得了灭火机器人项目冠军等10多项
一等、50多项二等奖三等奖，并且荣获优秀
组织奖，在省内机器人大赛中具有显著影响
力。

8 第二课堂实践教
学训练项目

周文刚,朱
海,李亚

080901-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本科专业

    活动简介：积极组织学生成立专业社团
或兴趣小组，利用教师承接的横向课题，引
导学生进行教学实践，培养创新实践能力和
团队协作精神。
    成果简介：目前已完成有微型Web服务器
、疯狂节奏大师、爱社团、医疗助手、企业
网站、各类应用系统等项目20多项。参与项
目的学生均在相关行业实现高质量就业。

9 智游创新实践教
学

周文刚,王
伟,朱海,李

亚

080901-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本科专业

    活动简介：智游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是一
家致力于iOS、Cocos2d-x游戏开发和
Unity3D开发的科技公司，凭借强大的技术实
力，在项目研发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集团
拥有多款经典移动平台游戏和应用产品，兼
顾iOS和Android开发、Unity3D跨平台手机游
戏开发，全面覆盖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的需
求。
    成果简介：学院与智游实践基地联合进
行iOS和Android开发等专业实训，通过创新
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就业成功率。

10 算法设计与分析
自建案例库

周文刚,朱
海,李亚

080901-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本科专业

    活动简介：算法设计与分析自建案例库
针对《算法设计与分析》课程，依托学校学
习空间建立案例库。主要内容包括教学大纲
、课件、作业、课堂案例、在线测验等内容
。
    成果简介：通过自建案例库，教师能与
学生进行在线讨论，学生能进行下载课件、
下载课堂案例、上传作业等活动，有效提升
学生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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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4  近五年科研情况

IV-4-1  近五年科研项目数及经费情况

目前承担科研项目 近五年纵向科研项目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24 229.15 57 518.95

近五年国家级科研项目 近五年省部级科研项目数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总数（项） 总经费数（万元）

10 301.45 47 217.50

年师均科研项目数
（项） 0.57 年师均科研经费总数

（万元） 6.19 年师均纵向科研经费数
（万元） 5.19

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获奖数 5

出版专著数 9 师均出版专著数 0.45

近五年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总篇数 131 师均公开发表

学术论文篇数 6.55

IV-4-2  近五年获得的代表性科研奖励（限填10项）

序
号 奖励类别 获奖

等级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人 获奖年度

1
河南省 河南省
科技进步奖 省
级科研获奖

二等 基于智能决策的粮食物流配送
信息平台的研究与开发 许德刚,苗良,秦杰 2014

2
河南省 河南省
科技进步奖 省
级科研获奖

二等 超高产、多抗、广适小麦品种
国审周麦16号选育及应用 殷贵鸿,杜纪格,李成伟 2012

3
河南省 河南省
科技进步奖 省
级科研获奖

二等 小麦新品种周麦23号的选育与
应用 郑天存,殷贵鸿,李青芝 2014

4
河南省 河南省
发展研究奖 省
级科研获奖

三等 产业集聚区、新型农村社区与
现代农业高校区融合发展研究 李成伟,夏鑫,刘红 2012

5 河南省自然科学
学术奖 一等

First report of powery
mildew caused by Blumeria

garaminis on Festuca
arundinacea in China

张福丽,陈璨,葛红莲 2015

6 河南省自然科学
学术奖 二等

Regeneration of Solanum
nigrum by somatic

embryogenesis, involving
frog egg-like body, a

novel structure

徐克东,常云霞,刘坤 2015

7 河南省自然科学
学术奖 二等

A rapid, highly efficient
and economical method of
Agrobacterium-mediated in

planta transient
transformation in living

onion epidermis

徐克东,黄晓辉,吴曼曼 2015

8 河南省自然科学
学术奖 一等 碳纳米管负载的铁族金属对有

毒气体的催化分解 李俐俐,陈璨,陈龙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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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限填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项或全国性行业科研奖励，全国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奖项，同一项目获得多项奖

励的，不重复填写。

9 周口市科技进步
奖 一等 周口市水果市场猕猴桃软腐病

病原菌的分离鉴定与病害分析 李青芝,师扬,张帆 2016

10 河南省优秀科普
奖 二等 基于单细胞分析的超微电极的

研制及应用 李青芝,赵辉,胡利宗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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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统计本单位是“项目主持单位”或“科研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课题主持单位”的科研项目。

IV-4-3 近五年承担的的代表性科研项目（限填10项）

序
号

名称
（下达编号） 来源 类别 起讫时间 负责人

本单位到
账经费
（万元）

1
干旱胁迫下小麦发育子粒细

胞中结合态多胺功能
(3127162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301-201612 刘怀攀 80

2

可磁分离的碳纳米管/碘化
氧铋复合光催化剂的制备和
对新型污染物选择性催化机

理研究(21477167)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501-201812 李俐俐 79

3
病原物效应子及与其互作番
茄靶标基因的发掘和功能分

析(31272168)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面上项目 201301-201612 李成伟 80

4 番茄黄萎病感病关键基因发
掘及功能分析(31440076)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应急管理项
目 201501-201512 谭光轩 15

5
油用牡丹油脂生物合成关键
调控基因的筛选与功能分析

(31500534)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青年基金 201601-201812 李超琼 20

6 云环境下资源调度优化关键
技术研究(2012HASTIT032)

河南省教育
厅 创新人才 201201-201412 朱  海 40

7
云计算环境下融入安全的资
源分配优化模型及其可信智
能算法研究(61103143)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青年基金 201201-201412 朱  海 21

8 窄带外辐射源雷达3D成像方
法研究(61401526)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青年基金 201501-201712 刘玉春 26

9
抽样环境下基于流记录的流
量行为特征分析与多分类器

模型研究(U1504602)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联合基金 201501-201812 董  仕 30

10
农产品安全追溯技术研究与

应用科技创新团队
(17IRTSTHN009)

河南省教育
厅

河南省科技
创新团队 201607-201906 秦  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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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4-4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专著、实践类教材（限填10项）

序
号 名称 作者 时  间 发表刊物/出版社 备  注（限100字）

1

First report of
powdery mildew

caused by
Blumeria graminis

on Festuca
arundinacea in

China

张福
丽,张
怡,张
菊

2014-09 Plant Disease SCI 1区

2

Transcriptome
analysis of the

compatible
interaction of
tomato with
Verticillium

谭光
轩,刘
坤,康
静敏

2015-06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SCI 1区

3

Catalytic
decomposition of
toxic chemicals
over iron group
metals supported

on carbon
nanotubes

李俐
俐,陈
璨,陈
龙

2014-05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SCI 1区

4

A lower pH value
benefits

regeneration of
Trichosanthes
kirilowii by

somatic
embryogenesis,

involving rhizoid
tubers (RTBs), a
novel structure

徐克
东,常
云霞
,张菊

2015-03 Science Reports SCI 2区

5

First report of
powdery mildew

caused by
Erysiphe heraclei

on carrot in
central China

李成
伟,张
怡,徐
克东

2014-02 Plant Disease SCI 1区

6

A rapid, highly
efficient and

economical method
of Agrobacterium-

mediated in
planta transient
transformation in

living onion
epidermis

徐克
东,黄
晓辉
,吴曼
曼

2014-05 Science Reports SCI 2区

7

NSVM: a new SVM
algorithm based
on traffic flow

metric

董仕
,刘伟
,周丁
丁

2015-11
Journal of
Internet
Technology

SCI 3区

8

A note on
stronger forms of
sensitivity for
inverse limit

dynamical systems

朱海
,刘璐
,王健

2015-03
Advances in
Difference
Equations

SCI 3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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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限填署名为本单位且作者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论文、专著。在“备注”栏中，可对相关成果的水平、影响

力等进行简要补充说明。

9 生物学新发展与环
境治理

李俐
俐 2015-04 新华出版社 专著

10 分子生物学理论与
实践研究

李超
勇,顾
宁,刘
坤

2015-05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
社 实践类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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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学科专业”指学科、专业学位类别和本科专业。

2.培训考试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试等。

IV-5  近五年相关学科专业毕业生质量简介（限600字）

    一、以就业为导向，注重技能培训。学校与行业合作，对学生进行系统培训，帮助他们考取农技师、农艺师
、工程师、计算机程序员等职业资格证书。2012年毕业333人，获得资格证书86人，占比25.83%；2013年毕业
381人，获得资格证书92人，占比25.46%；2014年毕业334人，获得资格证书82人，占比24.55%；2015年毕业
433人，获得资格证书97人，占比22.40%；2016年毕业445人，获得资格证书118人，占比26.52%。
    二、相关专业本科生考研及一次性就业率超95%。统计表明，2012年为96.65%，2013年97.21%，2014年
95.62%，2015年96.38%，2016年95.26%。
    三、近五年本科毕业生满意度较高。学院问卷调查统计表明，毕业生对工作满意度分别为： 2012年为
91.32%，2013年89.21%，2014年90.36%，2015年89.86%，2016年92.71%。一致认为，周口师范学院的人才培养对
他们影响至深，受益匪浅！
    四、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总体满意度较高。用人单位反馈统计表明，近五年满意度为： 2012年
87.46%，2013年85.78%，2014年87.52%，2015年86.19%，2016年89.69%。社会行业对周口师范学院评价很高，成
为“值得推荐的20张河南高等教育名片”、“河南省高等教育质量社会满意院校”等称号。
    五、就业稳定，发展前景较好。对毕业生状况调查发现，3年后80%留原单位工作，其中近1/3进入企业或单
位中层。毕业生收入远高于当地平均水平，生活稳定。近5年来，相关专业毕业生28人获得博士学位，成为行业
高级科研人员；16人已成为各县市农业部门管理骨干；8人成为行业负责人，27人为企业中层骨干，60%多毕业生
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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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6  支撑条件

IV-6-1  本专业学位点图书资料情况（限300字）

    学校订购100多种农学、生物、计算机和机电等相关的专业期刊，其中：Genes & Development(2010)、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2010)、Plant Pathology(2010)、Plant Physiology(2012)、Plant
Journal(2014)等国际知名期刊30多种，作物学报(2002)、农学通报(2002)、植物学报(2004)、自动化学报
(2002)、农业机械学报(2002)、电子与信息学报(2002)等中文知名期刊70多种。学院图书馆农业类专业藏书6万
多册，收集了1960年以来的国内外与农学、信息学、农业机械等有关的著作。此外，目前购买有中国知网数据库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学位论文、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超星电子图书数据库等中文数据库
68个，施普林格、图畅外文、Wiley-Blackwell、Calis等外文数据库4个，充分保障本专业学位的教学与科研需
求。

IV-6-2  其他支撑条件简况（限600字）

    硬件设施：①实践基地：2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重点实验站，与20家单位共建的校外实践教学平台，并
与当地农业部门共享信息；②实验室建设：现有省级的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工程实验室和研究中心4个、省级国
际联合实验室1个和48个专业教学实验室； ③仪器设备：拥有Agilent气质联用仪、Waters液质联用仪、Jem
2100f高倍透射电子显微镜、FEI Quanta 200高倍扫描电子显微镜、IBM高性能服务器、IBM光纤存储、思科
4507+E万兆核心交换机、智慧农业沙盘系统、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三坐标扫描仪等大型仪器设备，总经费
超过9000多万元。
    拟开设课程体系：课程设置突出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构建“平台+模块”的课程体系，平台分为通识教
育平台、专业知识平台、实践技能平台，每个平台设置若干课程模块，总学分不少于36学分。
    教学投入：主要包括教学和研究平台的建设费用、实践基地建设费用、外聘教师费用和硕士生导师指导费用
等，预计三年总投入经费总额可达到960万元。
    奖助学金：主要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业奖学金、“三助”岗位津贴、大学生科
研创新基金等。
    机构建设：设有招生就业办公室、培养办公室，教务管理办公室、学科建设办公室，综合办公室等组织机构
，配备专职行政人员7名，能够承担研究生招生、培养、学籍管理、学科建设、学位管理等管理工作。
制度建设：拟定了研究生教学管理制度、导师遴选及管理制度、研究生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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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周口师范学院具有扎实的涉农专业基础，明显的农业研究与服务优势，研究方向明确，队伍结构合理
，实验设备齐全，研究经费充足，学科支撑有力，具有较丰富的人才培养经验，能够保障该领域硕士研
究生培养的顺利进行，保证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同意申请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立项建设单位。

主席:             （学位评定委员会章）

年            月           日

学位授予单位承诺：

    本单位申报表中提供的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不涉及国家秘密并可公开，同意上报。本
单位愿意承担由此材料真实性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法人代表: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