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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学科现状 

1-1 学科发展现状简介 

（简要叙述学科研究方向，国际、国内研究进展等，限 500 字。） 

本学科在植物学研究领域，设有植物生殖与种子发育、植物根系发育与营养代谢、植物逆

境应答与作物抗逆、植物光合作用与作物产量等四个方向。国际上植物生殖方面的研究较为深

入，但种子发育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本学科在该方向的研究已走在了国际前列；在植物根系

发育方面有了较深入的研究，氮磷营养的代谢与调控是近些年的研究热点，本学科在氮素调控

方面占有了一席之地；植物逆境应答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参与抗逆响应的效应分子及调控因

子的研究，本学科在调控因子的研究方面有较大的影响力；作物抗逆、植物光合作用的研究在

原初反应及能量转换系统、光合机构的形成与调节等方面较为集中，本学科在光信号转导、逆

境光合机理研究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在动物学研究领域，设有动物器官及神经发育，动物生殖发育与育种、动物营养生理、动

物免疫生物学、动物病原生物学等五个方向。在动物生殖发育、禽肿瘤病的分子致病机制及净

化防控研究等领域具国际影响，禽白血病流行病学及防控研究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动物育

种、营养分子调控、动物病原与宿主互作及分子免疫学等方面在国内具有一定优势，距国际领

先水平尚有待强化建设提高。 

1-2 学科团队成员情况（各学科间人员不得重复，并按学科方向填写） 

 姓名 
出生 

年月 
学科方向 

专业技

术职务 
学位 专家最高荣誉称谓 

带头人 倪敏 1957.03 植物光合作用与作物产量 教授 博士 千人计划 

成员 张宪省 1962.01 植物生殖与种子发育 教授 博士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才 

成员 张彦 1976.11 植物生殖与种子发育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 

成员 安海龙 1973.6 植物生殖与种子发育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 

成员 王勇 1968.11 植物根系发育与营养代谢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 

成员 葛磊 1971.12 植物根系发育与营养代谢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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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郑成超 1962.01 植物逆境应答与作物抗性 教授 博士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才 

成员 郭兴启 1963.10 植物逆境应答与作物抗性 教授 博士 
山东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学会副理事长 

成员 张数鑫 1982.06 植物逆境应答与作物抗性 教授 博士 山东农业大学引进人才 

成员 孟庆伟 1959.12 植物光合作用与作物产量 教授 博士 中国植物生理学会常务理事 

成员 李刚 1980.01 植物光合作用与作物产量 教授 博士 青年千人 

成员 刘庆信 1963.08 动物器官及神经发育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 

成员 周紫章 1968.08 动物器官及神经发育 教授 博士 山东农业大学引进人才 

成员 谭景和 1955.01 动物生殖发育与育种 教授 博士 国家突贡、国务院特贴 

成员 王建民 1963.03 动物生殖发育与育种 教授 博士 省羊产业体系首席专家 

成员 姜运良 1967.07 动物生殖发育与育种 教授 博士 
“Gene”杂志副主编 associate 

editor 

成员 王中华 1965.04 动物营养生理 教授 博士 国务院特贴专家 

成员 林海 1966.03 动物营养生理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山东省突贡 

成员 李福昌 1965.10 动物营养生理 教授 博士 国家兔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成员 胥保华 1965.12 动物营养生理 教授 博士 国家蜂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成员 成子强 1971.10 动物免疫生物学 教授 博士 山东省突贡 

成员 赵孝民 1959.10 动物免疫生物学 教授 博士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福利

与健康养殖分会常务理事 

成员 朱瑞良 1963.11 动物免疫生物学 教授 博士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福利

与健康养殖分会常务理事 

成员 刁有祥 1962.11 动物病原生物学 教授 博士 国家水禽产业体系岗位专家 

成员 崔言顺 1959.05 动物病原生物学 教授 博士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食品

卫生学分会副理事长 

成员 姜世金 1971.06 动物病原生物学 教授 博士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福利

与健康养殖分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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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现有学科平台情况（限填校级以上平台）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作物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科技部 2007 

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教育部财政部 2012 

山东省动物生物工程与疾病防治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科技厅 2008 

1-4 已取得的标志性成果（限填10项近五年标志性成果） 

成果名称 时间 署名情况 

植物生殖器官的发育与激素调节，山东省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2012 年 第一位 

植物应答温度和高盐胁迫基因的挖掘和调控机制研

究，山东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15 年 第一位 

禽白血病流行病学及防控研究，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1 年 第一位 

奶牛精细养殖技术体系研究与应用，山东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 
2011 年 第一位 

山东省地方羊品种资源挖掘、保护与利用，山东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 
2015 年 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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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建设目标 

2-1 基本建设目标 

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与动物科学学科已连续 3 年 ESI 排名前 1%（2013-2015），是

山东农业大学传统优势与特色学科。通过 5 年的一流学科建设，力争将该学科打造成

为我省植物与动物学高端人才集聚地、科技研创发源地、创新人才供给地。 

1. 形成两个高水平学术团队 按照人才培养与引进并举的原则，强化创新意识和

培养创新性人才，进一步加大植物与动物科学学科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通过派出进

修、重点支持与奖励等措施，重点培养学术思想新颖、勇于开拓创新并在国际或国内

具有竞争力的优秀学术带头人 5-8 名，培养引进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国家优青等 3-4

名。同时，根据学科研究方向和发展需要，引进培养国家千人计划、国家青年千人、

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泰山学者等高水平人才 6-8 名，招聘具有博士学位的优秀年轻

人才 15-20 人。通过学科建设，形成植物分子生物学和动物生长发育与病原生物学两

个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国内水平一流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研

究团队。 

2. 构建两个高水平创新平台 通过学科建设，充分利用和发挥在植物生殖与种子

发育、植物根系发育与营养代谢、植物逆境应答与作物抗逆、植物光合作用与作物产

量等方面的研究基础和优势，将我校作物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建设成为我国高水平科技

创新平台。进一步强化在动物组学、动物营养与育种、动物医学等方面的研究优势，

突出在新一代动物繁殖、育种、营养生理、疾病防控技术上的研究特色，充分发挥在

高效生态畜牧业、畜禽种业、动物健康养殖等领域的应用研究优势，培育建设畜禽生

殖生长与抗病调控国家工程技术中心。 

3. 产出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 学科建设期内，争取新上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100

项以上，其中国家级课题 70-80 项，到位科研经费 1.5 亿元。力争“十三五”期间获

得国家科技奖 1-2 项，省部级科技奖励 5 项以上，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0-20 项；在国

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500 篇以上，其中影响因子 5 以上论文 60 篇以上；

制定国家（行业）标准 2 项，地方标准 10 项，软件著作权 3-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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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养一批高素质创新人才 借助一流学科的建设，进一步加强专业建设、学位

点建设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建设，提高人才教育培养质量。通过“吸优、培优、奖优”

等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通过积极组织各种学术交流活动，营造浓厚的学术

氛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使本学科学生成为适应社会需求，理论基础坚实，

能独立进行科研、教学、管理及规划设计等工作的高质量、实用型和复合型人才。稳

步扩大招生规模，经过 5 年的建设，争取生物技术、动物科学等七个本科专业每年招

收本科生达到 700 人；依托生物学、兽医学、畜牧学 3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植物学、基础兽医学等 12 个学位点每年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达到 300 人；依托生

物学、兽医学、畜牧学 3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培养博士后工作人员达到 60 人。 

2-2 协议建设目标 

 

过去三年来，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与动物科学学科在 ESI 学科前 1%的排名情况逐

年上升，通过 5 年的一流学科建设，力争使植物与动物科学学科排名由 2016 年 9 月

的 372 名进入前 3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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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预期建设成果 

2-3-1 研究方向或领域拓展预期 

 

在植物学领域，重点加强植物生殖与种子发育、植物根系发育与营养代谢、植物

逆境应答与作物抗逆、植物光合作用与作物产量等四个方面的基础研究，形成有重要

国际影响力的优势特色研究方向；并把新的研究成果与农业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进

一步带动并促进高产、高效和生态农业生产，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动力。 

在动物学领域，重点加强动物器官及神经发育、动物生殖发育与育种、动物营养

生理、动物免疫生物学、动物病原生物学等五个方向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及应

用研究。力争在动物繁殖生物学、动物育种、营养生理、动物病原学及免疫生物学、

病理学、疫病防控技术等方面形成基础和应用研究优势，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2-3-2 团队建设成果 

 

通过派出进修、重点支持与奖励等措施，重点培养学术思想新颖、勇于开拓创新

并在国际或国内具有竞争力的优秀学术带头人 5-8 名，培养引进长江学者、国家杰青、

国家优青等 3-4 名。同时，根据学科研究方向和发展需要，引进培养国家“千人计划”

人才、国家青年千人、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泰山学者等高水平人才 6-8 名，招聘具

有博士学位的优秀年轻人才 15-20 人。通过学科建设，形成植物分子生物学和动物生

长发育与病原生物学两个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国内水平一流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和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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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平台建设成果 

 

进一步强化在植物生殖与种子发育、植物根系发育与营养代谢、植物逆境应答与

作物抗性、植物光合作用与作物产量等方面的研究基础和优势，将我校作物生物学重

点实验室建设成为我国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加强在动物组学、动物营养与育种、动

物医学等方面的研究优势，突出在新一代动物繁殖、育种、营养生理、疾病防控技术

上的研究特色，充分发挥在高效生态畜牧业、畜禽种业、动物健康养殖等领域的应用

研究优势，培育建设畜禽生殖生长与抗病调控国家工程技术中心。 

 

2-3-4 标志性成果目标 

 

争取新上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 100 项以上，其中国家级课题 70-80 项，到位科研

经费 1.5 亿元。力争“十三五”期间获得国家科技奖 1-2 项，省部级科技奖励 5 项以

上，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0-20 项；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500 篇以上，

其中影响因子 5 以上论文 60 篇以上；制定国家（行业）标准 2 项，地方标准 10 项，

软件著作权 3-5 项。 

 

说明：建设目标与申报书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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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分年度建设措施 

年度 建设措施 

2016 

① 学校成立植物与动物科学一流学科建设领导小组，明确并

落实学科建设责任制，做好学科建设工作的整体规划和实

施细则。 

② 梳理学科人才队伍及学术团队现状，明确学科研究方向与

重点，确定各团队人员配备需求，制定人才引进和培养计

划。 

③ 遴选出有培养潜力的学术骨干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并加大

支持和扶持力度，培养国家杰青、国家优青、青年千人、

泰山学者、青年泰山学者等 1-2 人，引进优秀博士 3-4 人，

带动学科整体水平提升。 

④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00 篇以上，其中，

SCI 论文 50 篇以上，影响因子 5 以上论文 10-15 篇；申请

或获得国内外专利 3-4 项。 

⑤ 筹建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生理生化两个研究技术平台，制

定具体的建设规划和仪器采购计划。 

⑥ 组织国际学术会议 1 次、国内学术会议 3-4 次。 

⑦ 培养本科生 600 人左右，培养博士生、硕士生 260 人左右，

博士后 8 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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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① 组建植物分子生物学和畜禽发育与病源微生物学两只高

水平学术团队。 

② 培养或引进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国家优青、

青年千人、泰山学者、青年泰山学者等 1-2 人，优先提供

必要科研支持。引进优秀博士 3-4 人，充实研究队伍。 

③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选派 3-5 名学术骨干赴国外高水平大

学研读进修。 

④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00 篇以上，其中，

SCI 论文 50 篇以上，影响因子 5 以上论文 10-15 篇，申请

或获得国内外专利 3-4 项。 

⑤ 筹建功能代谢动力学、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平台，继续建设

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生理生化研究技术平台，筹建人工气

候室和植物生长室。 

⑥ 加强学术交流，组织国内学术会议 3-5 次。 

⑦ 培养本科生 630 人左右，培养博士生、硕士生 270 人左右，

博士后 10 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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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① 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学科增长点，组建新的交叉

学科研究团队。 

② 新增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国家优青、青年千

人、泰山学者、青年泰山学者等 2-3 人，引进优秀博士 3-4

人，充实各学术团队研究队伍。 

③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选派 3-5 名学术骨干赴国外高水平大

学研读进修。 

④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00 篇以上，其中，

SCI 论文 50 篇以上，影响因子 5 以上论文 10-15 篇，申请

专利 3-4 项。 

⑤ 完成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平台建设，继续功能基因组学、代

谢动力学、生理生化研究技术平台建设，筹建标准化动物

实验中心与植物育种南繁基地。 

⑥ 组织国际学术会议 1 次、国内学术会议 3-4 次。 

⑦ 培养本科生 650 人左右，培养博士生、硕士生 280 人左右，

博士后 10 人左右。 

⑧ 学科领导小组组织专家对三年来学科建设工作进行考核

评价，开展中期总结工作，对下一步学科建设工作提出改

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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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① 通过学科强化建设，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力逐步提高，团

队整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部分研究方向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新组建的交叉学科研究团队显示出发展前景。 

② 引进或培养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国家优青、

青年千人、泰山学者、青年泰山学者等 2-3 人，引进优秀

博士 3-4 人，充实各学术团队研究队伍。 

③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选派 2-3名学术骨干赴国外合作研究。 

④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00 篇以上，其中，

SCI 论文 60 篇以上，影响因子 5 以上论文 15-20 篇，申请

或获得国内外专利 3-4 项。 

⑤ 完成代谢动力学研究技术平台、植物生长室建设，继续功

能基因组学平台、代谢动力学研究平台、标准化动物实验

中心建设。 

⑥ 加强学术交流，组织国内学术会议 3-5 次。 

⑦ 培养本科生 680 人左右，培养博士生、硕士生 290 人左右，

博士后 12 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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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① 新增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国家优青、青年千

人、泰山学者等 2-3 人。 

② 新增 1-2 个国家或省部级优秀创新团队。 

③ 引进或培养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国家优青、

青年千人、泰山学者、青年泰山学者等 2-3 人，引进优秀

博士 3-4 人；选派 3-5 名青年学术骨干到国外著名大学或

科研机构研修，实现国际合作交流的常态化。 

④ 学科排名稳定在 ESI 前 1% 300 名以内。 

⑤ 建成功能基因组学、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生理学与生物化

学、代谢动力学四个研究技术平台，完成高标准温室、植

物生长室与人工气候室、植物育种南繁基地、标准化动物

实验中心的建设，为学科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 

⑥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00 篇以上，其中，

SCI 论文 50 篇以上，影响因子 5 以上论文 15-20 篇，申请

或获得国内外专利 3-4 项。 

⑦ 组织国际学术会议 1 次、国内学术会议 3-4 次。 

⑧ 培养本科生 700 人左右，培养博士生、硕士生 300 人左右，

博士后 12 人左右。 

⑨ 总结一流学科建设工作，科学合理评价学科建设工作所取

得的成绩及存在的不足，提出学科下一个五年发展规划。 

 

说明：填写完成每项目标任务的时间表、路线图和具体做法。 
 — 12 — 



第四部分  经费使用预算 
单位：万元 

年度 支出内容 支出额度 

2016 

① 学科平台建设费：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生理生化研究

平台、标准化动物实验中心、植物生长室等。 

② 学科梯队建设费：培养学术骨干、引进高层次人才及
优秀博士等。 

③ 科研活动费：科研运行、导向性课题、成果发表、专

利申请等。 

④ 人才培养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本科生创新创业

的培养等。 

⑤ 学术交流合作费：学术骨干出国留学、举办国际会议

和国内会议、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专家

来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等。 

⑥ 日常费用：上述工作所发生的会议费、差旅费、岗位

补助等。 

1100（其中学校

自筹 100 万元） 

750 

 

350 

 

150 

 

80 

 

 

170 

 

2017 

① 学科平台建设费：功能基因组学平台、代谢动力学研

究平台、人工气候室、植物生长室等。 

② 学科梯队建设费：培养学术骨干、引进高层次人才及
优秀博士等。 

③ 科研活动费：科研运行、导向性课题、成果发表、专

利申请等。 

④ 人才培养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本科生创新创业

的培养等。 

⑤ 学术交流合作费：学术骨干出国留学、举办国内会议、

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专家来讲学等。 

⑥ 日常费用：开展上述工作所发生的会议费、差旅费、

岗位补助等。 

1150（其中学校

自筹 100 万元） 

750 

 

300 

 

150 

 

8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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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① 学科平台建设费：生理生化、功能基因组学平台、代

谢动力学研究平台建设，动物实验中心、植物育种南

繁基地等建设。 

② 学科梯队建设费：培养学术骨干、引进高层次人才及

优秀博士等。 

③ 科研活动费：科研运行、导向性课题、成果发表、专

利申请等。 

④ 人才培养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本科生创新创业

的培养等。 

⑤ 学术交流合作费：学术骨干出国留学、举办国际会议

和国内会议、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专家

来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等。 

⑥ 日常费用：上述工作所发生的会议费、差旅费、岗位

补助等。 

1100（其中学校

自筹 100 万元） 

 

800 

 

300 

 

100 

 

100 

 

 

200 

 

2019 

① 学科平台建设费：功能基因组学平台、代谢动力学研

究平台建设、标准化动物实验中心、植物生长室等。 

② 学科梯队建设费：培养学术骨干、引进高层次人才及

优秀博士等。 

③ 科研活动费：科研运行、导向性课题、成果发表、专

利申请等。 

④ 人才培养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本科生创新创业

的培养等。 

⑤ 学术交流合作费：学术骨干出国留学、举办国际会议

和国内会议、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专家

来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等。 

⑥ 日常费用：上述工作所发生的会议费、差旅费、岗位

补助等。 

1000（其中学校

自筹 100 万元） 

850 

 

350 

 

150 

 

8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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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① 学科平台建设费： 完善 4个研究平台、标准化动物

实验中心建设，完成植物生长室、温室、育种南繁基

地等建设。 

② 学科梯队建设费：培养学术骨干、引进高层次人才及

优秀博士等。 

③ 科研活动费：科研运行、导向性课题、成果发表、专

利申请等。 

④ 人才培养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本科生创新创业

的培养等。 

⑤ 学术交流合作费：学术骨干出国留学、举办国际会议

和国内会议、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专家

来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等。 

⑥ 日常费用：上述工作所发生的会议费、差旅费、岗位

补助等。 

 

900（其中学校自

筹 100 万元） 

 

900 

 

350 

 

150 

 

120 

 

 

180 

说明：支出内容必须严格按照《山东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中资金使用范围执行。支出额度包括省财政投入经费、学校自筹经费和其他渠道的经

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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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任务书是开展我省一流学科立项建设工作、监督检查管

理、考核评估验收的重要依据。任务书一式 3份，依托学校 1份，

省教育厅 1份，省财政厅 1份。 

 

 

 

 

 

依托学校                    省教育厅 

责任人（签章）              责任人（签章）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2016 年 12 月 30 日            201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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