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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医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第一章 学位授予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 学科概况和主要学科专业方向

一、学科概况

生物与医药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相关领域方向范围大、口径宽、覆盖面广，和多个工程技术类别或

领域交叉融合。生物与医药产业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主导性产业，已成为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和

新的经济增长点，将成为我国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实现后发优势和跨越式发展最有前途和希望

的朝阳产业。生物与医药硕士专业学位属于工程类专业学位，授权点面向生物技术、医药、食品、发酵、

精细化学品相关行业，主要培养相关领域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为培养造就

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奠定基础。

本学科（学位点）由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两个学院培养。该类别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培养主要依托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畜禽产品精准加工与安全控制国家地方

联合工程中心、广东省农业生物蛋白质调功能与调控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功能食品重点实验室、广东省食

品质量安全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微生态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一个国家工程中心，

三个广东省重点实验室，五个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工程中心，教学和科研条件优越。本学科（学位点）拥

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千百十人才等优秀教师组成的研究生导师队伍。

本学科（学位点）基于生物技术和食品技术工程化过程中的科学和技术问题进行研究和开发，主要领

域有：生物技术与工程、生物医学技术、制药工程、食品工程、精细化工等。着重解决包括酶、微生物、

动植物细胞催化转化，食品原材料与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贮藏、流通等在内的关键工程技术问题，通

过自主创新的研究开发，以工艺、工程、装备一体化形成一个多种技术支撑、与生物技术和食品技术工程

化、产业化密切关联的工程技术体系和产业链，促进生物医药、食品、生物能源、饲料、生物育种等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本学科（学位点）在国内外具有鲜明特色，学科排名

国内前茅。

二、学科专业方向

生物与医药类别专业学位硕士学制包括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类型，共有以下十一个培养方向：

1.生物药用资源开发与利用

2.植物资源发掘与应用

3.微生物技术与资源应用

4.蛋白质与酶的综合利用

5.现代生物技术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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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食品加工理论与应用

7.食品加工工艺与新技术

8.食品保藏理论与应用

9.食品生物技术

10.食品新产品与保健食品

11.天然产物提取与食品添加剂

第二部分 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一、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道德

学位获得者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

工作作风；诚实守信，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杜绝抄袭与剽窃、伪造与篡改等学术不

端行为。

2.学术素养

硕士生应追求真知，崇尚科学精神，具有良好的科学态度、心理素质和团队协作精神，具备良好的学

术潜力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具备较全面的生物与医药领域学科的理论基础、

专业知识和实验技能，对本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一定了解。能对本学科领域涉及的科学技术和工程问

题进行鉴别、分析，并通过科学实验加以解决，初步具备从事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开发工作的能力。能够

以书面和口头方式总结和评价科学研究的价值，清楚地汇报科研成果。

二、获本专业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本学科硕士应较系统地掌握生物与医药领域学科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能较深入地

了解本学科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熟练掌握有关实验技术和工程实践技能。掌握一门外国

语并能比较熟悉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能熟练地使用计算机。能运用该学科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开

展本学科的新工艺、新理论、新产品研究和工程实践，具备良好的科研、设计、教学和工程实践能力。

三、获本专业学位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专业实践是生物与医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获得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通过实践环节

应达到：基本熟悉本行业工作流程和相关职业及技术规范，培养工程实践及技术研发与创新能力。

专业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全日制具有 2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研究生专

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6个月，不具有 2年企业工作经历的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1年。实践环节包

括课程实验、企业实践、课题研发等形式，实践内容可根据不同的实践形式由学校导师或学校及企业导师

协商决定，实践成果直接服务于实践单位的技术开发、技术改造、产品研发和高效生产，所提交的实践总

结具有一定的深度和独到的见解。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可结合自身工作岗位任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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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

应能通过阅读、检索、学术交流等多种途径，有效获取生物与医药相关行业领域的知识与信息，了解

行业领域的热点和发展动态并能在工作中有效地应用。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2.应用知识解决问题能力

应具有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物与医药相关工程领域产品研发、应用研究、工程设计、项目组织立项

等方面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生物与医药相关工程领域的先进技术与方法，具有进行工程技术项目规划、

研究、设计、实施的能力；能够对所需解决问题的目标、需求、范围、环境因素和限制条件等进行分析，

提出解决方案并进行对比、优化；能对工程方案进行详细设计，计算所需的人力、物力、资金和时间等资

源的需求并制订可行性计划。

3.组织协调能力

应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与交流沟通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具备有效利用、协调整合与配

置相关资源的能力；能够有效组织和生物与医药相关的工程领域项目策划与实施，并解决实施过程中所遇

到的各种工程技术问题。

4.其他能力

硕士生还应具备一定的传播本学科知识的能力。具备一定的自主创业能力。

五、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规范性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是系统而完整的科学研究成果的表述与总结，学位论文应符合学位申请者本人所在单位

的基本要求，应是学位申请者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符合科技论文撰写规范。论文一

般应包括封面、中文摘要、英文摘要、目录、符号说明、正文、参考文献、附录、致谢、攻读学位期间发

表的学术论文目录等部分。学位论文中的计量单位、图标、公式、缩略词、符号等必须符合标准。论文中

引用其他人的成果、学术观点、实验方法时，必须注明出处；论文中他人的贡献必须明确说明，并给以恰

当的致谢。

2.质量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应能表明作者较系统地掌握了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并能综合运用这些知识开

展有意义的实践应用性研究，达到一定的工作量；能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独立负担专门技术工作

的能力；论文选题要有实践应用价值，并产出公开发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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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类别 生物与医药 类别代码 0860

领域名称 领域代码

学制
全日制:学制 3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

非全日制:学制 3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

学分

总学分≥33学分

课程学分≥25学分

培养环节:8学分，其中专业实践 8学分，其他 0学分

一、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 程

编 号
课程中英文名称

学

分

开课

学期
备注

公共必修课

(8学分)

190210000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0 秋 必修

19021000000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0 春 选修

二选一
190210000000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0 春 选修

15021000000001 硕士生英语 3.0 春/秋 必修

13031085200001 工程理论 2.0 春/秋 必修

专业基础课

(7或 8学分)

04031085238001 生物工程研究进展 3.0 春 必修
二选一

04031083200008 食品加工与贮运专题 3.0 春 必修

04031085238002 生物工程综合实验 3.0 春 必修
二选一

04022083200009 高级食品化学 2.0 秋 必修

04032083200001 试验设计与数据分析 2.0 春 必修

专业选修课

(≥10学分)

0403108320003 信息检索与知识产权 1.0 春 选修

研究生

在导师

指导下

选修,

完成课

程学习

总学分

要求

04031083200004 现代知识产权与保护 1.0 春 选修

04022083200013 工业微生物育种 2.0 秋 选修

04012083200002 食品生物技术专题与研究进展 2.0 秋 选修

04022083200007 发酵工程 2.0 秋 选修

04032083200007 食品微生物专题 2.0 秋 选修

04022083200015 生物工程下游技术 2.0 秋 选修

07022071001001 高级植物学 3.0 秋 选修

07022071001002 高级植物生理学 3.0 秋 选修

07022071001003 植物科学研究技术 3.0 秋 选修

07022071001004 植物细胞超微结构 2.0 春 选修

12022090705003 植物地理学 2.0 春 选修

07022071001006 中药资源学 2.5 春 选修

07022071010001 酶工程实验技术 2.0 春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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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22071010002 高级生物化学 3.0 春 选修

07022071010003 高级生物化学研究技术 3.0 春 选修

07022071010004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题讨论与

文献综述
1.5 春 选修

07022071010005 免疫学原理及其应用 2.0 春 选修

07022071010006 分子生物学 2.0 秋 选修

07022071009002 植物细胞工程 3.0 秋 选修

07022071010007 基因工程原理与方法 3.0 春、秋 选修

04022083200003 食品添加剂研究专题 2.0 春 选修

04022083200007 发酵工程 3.0 秋 选修

04022083200008 食品工业新技术设备 2.0 秋 选修

04012083200002 食品生物技术专题与研究进展 2.0 秋 选修

04022083200011 食品分析检测新技术 2.0 春 选修

04022083200012 食品微生物学进展专题 2.0 秋 选修

04022083200001
食品加工新技术研究与新产品研发

专题
2.0 春 选修

04031083200007 食品包装进展专题 2.0 秋 选修

04032083200004
食品与健康及保健食品开发趋势专

题
2.0 春 选修

04032083200005 智能制造与食品加工 1.0 秋 选修

04022083200014 食品加工过程模拟-优化-控制 3.0 秋 选修

说明：选修课组成包括领域开出的自行增设的选修课程、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的网络在线课程（慕课）及其他选修课

程。

二、培养环节及时间安排

培养环节
时间安排

学分 备注
全日制 非全日制

1.制定培养计划 第一学期开学初 -

2.开题报告 第三学期 第三学期 -

3.中期考核 第四学期 第四学期 -

4.专业实践 第三至五学期 第三至五学期 8

5.同等学力或跨学科考生补

修本学科主干课程

以同等学力和跨一级学科录取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至少应补修该专业硕士（本科）阶

段主干课程 2门。是否需要补修，可由导师和学院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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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环节具体标准及考核要求

（一）开题报告

在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开题，具体要求参照学校相关文件。开题报告通过后，研究生无法按原开题方案继续进行论文研

究的，必须重新开题。开题报告不通过的，3个月后方可重新申请开题。连续 3次开题未通过者，取消学籍，终止培养。

（二）中期考核

在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中期考核，具体要求参照学校相关文件。考核不通过者，3个月后方可申请重新考核；第 2次考

核仍未通过的，按程序做肄业或退学处理。

（三）专业实践

积极建立稳定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围绕本领域学位授予要求制定实践训练大纲，组织开展实践教学工作。

专业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全日制具有 2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

于 6个月，不具有 2年企业工作经历的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1年。此外，导师也可以结合自身所承担的科研课题，

安排研究生在校内外可开展实践训练的企事业实验室、农事训练场所进行科研或工程项目、技术岗位、管理岗位、案例模拟

训练以及其它形式的实践训练。研究生参与学院或导师安排的乡村振兴、支撑产业园、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项目，连续累计

3天以上，或参加校、院组织的“三下乡”活动 3天以上，或研究生承担实验教学 4学时以上的可纳入实践训练，或参加中国

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及其他与本专业相关的学科竞赛、专业技能竞赛、创新创业活动并获奖 1次以上，计 1学分。

参加实践训练的研究生须撰写不少于 5000字的实践研究总结报告，填写《实践训练表》、进行实践训练答辩会。学院组

织相关学科成立考核小组，考核小组根据研究生实践工作量、综合表现及实践单位反馈意见等，评定研究生的实践研究效果。

经学院考核通过者方可取得相应学分。实践训练的具体内容、基本要求、评分标准，以定量表述为主，便于加强监督和检查。

四、研究生科研成果要求

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建议授予学位前，生物与医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以华南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完成以下科研成果至少 1项，方可申请学位：以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公开发表（含录用）

与学位论文相关的核心期刊（或以上）论文 1篇；或者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研究内容申请专利 1件（排名第一或导师排名第一、

本人排名第二）；或者撰写备案标准 1项；或者开发与论文相关的新产品 1个（提供相关证明）；或申报新品种或新品系（排

名第一或者导师排名第一、研究生排名第二）。

五、毕业与学位授予

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所有课程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要求，并通过毕业（学位）论文

答辩，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授予学位。最终答辩未通过者作结业处理；未

达到课程学分及培养环节要求的作肄业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