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不停更新中，请于食品工业科技官网 www.spgykj.com 下载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2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二发布，161~173 号，

共计 13 条信息。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               食品工业科技杂志社 

（微信公众号）                          （官网） 

 

161 西 华 大 学  2022 年 硕 士 研 究 生 招 生 复 试 录 取 工 作 办 法

 

 更多信息，请见官方信息：权威发布！西华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

取工作办法 

https://mp.weixin.qq.com/s/sh0jmO2oQYjC_VJDwKm6vg 做超链 

 

162 浙江工业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http://www.spgykj.com/


各位考生：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国家线已经公布，我校生源富余的

学科专业在国家线（A 区）基础上，再划定了复试分数线，根据分专业复试分数

线情况，我校部分专业拟接收调剂，具体见附件，欢迎广大优秀考生调剂报考我

校。 

有调剂意愿的考生，请及时登录“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暂未开通，请

考生耐心等待并密切关注）和相关学院网站，查询调剂工作办法、计划余额等相

关信息，按要求填报正式志愿。具体时间、调剂名额等以各学院正式通知为准。 

 

  

163 浙江工业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分数线 

我校各学科专业复试分数线根据国家教育部确定的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 A 类考生基本要求执行（包括学术学位和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其中生源富余的学科专业在此基本要求上，再划定复试分

数线。 

同一学院同一专业的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划定公布相同的分数线。现将

分专业复试分数线公布如下（最终以各学院公布的复试方案中的复试分数线为

准）： 

  



其余学院信息，请查看官方信息：浙江工业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分

数线公布 https://mp.weixin.qq.com/s/35ld1krdenpzAvRK6_h8ng 做超链 

 

164 天津商业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 

  

其余信息，请点击官方信息：天津商业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

作办法 

https://mp.weixin.qq.com/s/GhYxVLDVsQFAEvJSyeC18A 做超链 

 

16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葡萄酒学院  

  



官方信息：葡萄酒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调剂筛选办法 

https://mp.weixin.qq.com/s/q5GhIXvtEqV8gl03e_3p8g 做超链 

166 河北科技大学 生物工程 食品工程 

河北科技大学生物工程专业（学术型）、食品工程专业接受调剂。 

 

167 温州大学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官方信息：温州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预告 

https://mp.weixin.qq.com/s/_y5z6R9mlnGv3mJ48oTNVg 做超链 

 

168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与录取工作方案 

（一）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学术学位类） 

  

（二）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专业学位类） 



  

更多信息，请见官方信息：权威发布 |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复试与录取工作方案 

https://mp.weixin.qq.com/s/N7Pt80v0MghXqjWa5hpfhQ 做超链 

 

169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调剂信息 

  

 其 余 更 多 信 息 ， 请 见 官 方 信 息 ：

 

https://gs.sit.edu.cn/2022/0311/c5706a206456/page.htm 

 

170 江西农业大学 食品加工与安全 

江西农业大学 食品加工与安全有少数指标 



 

171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彭效明课题组 

调剂基本要求：专业不限、考数学（二）或（一）、单科和总分均过国家线 

调剂专业：材料与化工方向（学硕+专硕），生物与医药方向（专硕），名额有限

（2 人），请尽快联系。 

课题组方向：制药工程、化学工程、应用化学、营养工程、食品工程等工程相关

类专业。 

联系方式：15810099902（微信同号）、pengxiaoming@bipt.edu.cn 

 

172 河北农业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食品科技学院 

 

 

河北农业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各学院联系方式 

生命科学学院 玉老师 yu101227@sina.com 0312-7528516 

食品科技学院 杨老师 yangbing4329@126.com 0312-7528980 

 

173 浙江海洋大学 食品与药学学院 



学硕食品科学与工程，专硕食品加工与安全（1.国内班，单学位；2.国际班，

中意双学位），专硕药学，均有一定调剂名额。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2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发布， 150~160 号，

共计 11 条信息。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               食品工业科技杂志社 

（微信公众号）                          （官网） 

 

150 天津农学院 食品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天津农学院食品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接受以下专业硕士研究生调剂：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硕）； 

097200 农产品加工与贮藏工程（学硕）； 

095135 食品加工与安全（专硕）。 

联系人：唐老师，电话：022-23782596，QQ 群：568147053。 

 

151 集美大学 海洋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我院可接收调剂专业有生物学（0710）、食品科学与工程（0832）（需考数学

二）、生物与医药（0860）（需考数学二），欢迎符合条件的考生报考。 

 

152 扬州大学 旅游烹饪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复试方案 



一、招生计划 

2022 年学院拟录取人数为 103 人，推荐免试录取 11 人，统考拟录取 92 人，

通过学院复试线人数 121 人（包含一名士兵计划，复试名单见附件 1）。其中营

养与食品卫生学接收推免生 3 人，食品科学与工程接收推免 6 人，旅游管理接收

推免 2 人。 

2022 年统考拟录取 92 人，学术学位 32 人，食品科学与工程 16 人，营养与

食品卫生学 13 人，旅游管理 3 人（调剂录取）；专业学位 60 人，全日制专业学

位 49 人，生物与医药 17 人（调剂录取），食品加工与安全 32 人；非全日制专业

学位 11 人，食品加工与安全 11 人（调剂录取） 

二、 复试安排 

（一）复试方式 

本次复试全部采用网络远程复试方式。 

（二）复试时间 

具体复试安排和要求见《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 年

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安排》。 

（三）资格审查、缴费及心理健康测试 

三、其他具体信息，请登录 http://lyxy.yzu.edu.cn/info/1108/4842.htm 查看。 

 

153 集美大学海洋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复试方案 

根据《集美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办法》（招生办[2022]1 号）有关

文件精神，综合考虑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态势和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复试原则 



德智体美劳全面衡量，按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确保质量。 

二、复试资格审核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考生须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将审查材料原件的扫描版通

过“集美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管理系统”上传（详见《集美大学 2022 年硕士研

究生复试考生须知》），审查内容包括： 

1.有效居民身份证（正反面）、初试准考证； 

2.学历学位证明：①应届本科生提供“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和注册章齐全

的学生证；②往届生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历认证报告）”、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③在读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提供 2022 年 9 月 1

日前可毕业的相关证明材料；④境外学历者，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认证

报告； 

3.考生情况调查表（可从校招生办公室网站下载，考生档案所在单位开具，应届

毕业生由本科就读学院审查开具）； 

4.《集美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诚信复试承诺书》、《集美大学硕士研究生复试体检

承诺书》（可从校招生办公室网站下载，考生本人亲笔签字）； 

所有考生应自觉遵守考场规则及承诺书等内容，对复试试题内容等有关情况

保密，本人复试结束后亦不得对外透露传播；考生入学报到后学校将统一组织体

检，体检达不到录取要求的，将区别情况予以处理，如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等行为，确认为体检不合格者，按规定取消学籍； 

凡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一律不予复试，拟录取的考生须

在收到拟录取通知两周内将考生情况调查表原件通过 EMS 或者顺丰快递到学院，

同时在入学报到时提交其他材料原件审核。 



三、复试形式、内容和要求 

1.复试形式 

使用“随会”软件平台进行网络远程复试，第一志愿考生和调剂考生分期分

批进行。其中，第一志愿复试名单详见网站公示；调剂考生按照第一志愿生源录

取以后的招生指标以 1:1.5 的差额比例进行复试（遇小数点向上取整）。 

2.复试内容 

网络远程复试内容包括外语听说能力测试、综合素质能力考核、专业基础和

能力（技能）考核三个部分，考生随机抽取一套题作答，面试总时长约 21 分钟，

具体安排如下： 

（1）外语听说能力测试：主要从考生的听力、发音、流利程度、逻辑能力等方

面进行考察，考核时间约 5 分钟； 

（2）综合素质能力考核：主要考察考生的学术综合素质（包括人文素养）、实验

室安全知识、思想政治素养和品德等，考核时间约 8 分钟； 

（3）专业基础和能力（技能）考核：主要围绕招生专业目录规定的复试科目和

参考书目命制题目（①生物学专业为《普通生物学》，考核内容包含细胞结构与

细胞通讯、细胞代谢、营养与消化、免疫系统与免疫功能、感觉器官与感觉、基

因表达调控与重组 DNA 技术、人类基因组、生物与环境、进化等；②食品相关

专业为《食品工艺学》，考核内容包含食品物性基础、食品加工化学基础、食品

加工生物学基础与发酵、食品浓缩干燥、食品加热杀菌、食品低温与冷冻、食品

腌制与辐照、高效分离与精制、果蔬及水产品加工等），主要考察考生对专业基

础知识的理解掌握情况，考核时间约 8 分钟。 

3.复试要求 



（1）复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其中外语听说能力占 15%；综合素质能力占

45%；专业基础和能力占 40%。复试成绩不及格（60 分以下）不予录取。 

（2）考生总成绩（百分制）=初试成绩（折合为百分制）×70%＋复试成绩

×30%。如总成绩相同，考生按复试成绩高低进行排序。 

四、调剂复试基本要求 

1. 考生初试成绩必须符合国家 A 区进入复试基本分数要求； 

2. 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应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 

3. 考生初试科目须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

目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 

4. 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普通高校招生体检标准。 

五、招生计划 

2022 年我院各专业计划如下：（1）071000 生物学，20 人；（2）083200 食品

科学与工程，39 人；（3）086000 生物与医药（全日制），20 人；（4）095135 食品

加工与安全（全日制），53 人。学校将根据实际录取进度对招生指标实行动态管

理并及时公布信息。 

六、复试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统一采用网络远程复试方式，为保证远程复试顺利

进行，所有复试考生须根据安排在正式复试前进行设备测试，具体测试时间和方

法另行通知。 

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复试小组和复试录取工作督查小组，负

责研究生复试工作，考生申诉电话：0592-6180470。其它未尽事宜按《集美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办法》执行。 



                                 集美大学海洋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2022 年 3 月 23 日 

官网原文：http://bec.jmu.edu.cn/info/1116/3874.htm 

 

154 山东理工大学 农业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 

2022年硕士研究生考试分数及国家线已公布，我院部分专业(领域)接收调剂，

拟调剂专业如下： 

★0828 农业工程 （全日制学术学位、一级学科） 

  01 农业机械化工程 

  02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03 农业电气化与信息化 

  04 农业水土工程 

05 农产品加工技术与装备 

★085508 农机装备工程（全日制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85807 清洁能源技术（全日制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全日制学术学位、一级学科） 

  01 果蔬贮藏与保鲜技术 

  02 农产品加工技术与装备 

  03 食品营养与功能性食品 

  04 食品质量安全与控制 



★086003 食品工程（全日制专业学位） 

  00 不区分研究方向 

 调剂要求： 

  （1）考生第一志愿和调剂志愿各单科分数、总分均须达到国家 A 区分数线，

优先调剂相同或相近学科的考生。 

  （2）初试统考科目原则上应相同，数学一、二、三和英语一、二可由一至

二至三顺向调剂，不可由低向高逆向调剂。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应在同一学科门类内（可

授不同学科门类学位的专业可跨门类在对应专业所属一级学科范围内进行调剂）。 

  （4）相同或相近专业的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之间可相互调剂，须满足

上述 1、2、3 之条件。非全日制原则上招收在职定向就业人员。 

 调剂程序：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考生调剂系统”开通后，申请调剂考生

及时登录系统，填报调剂志愿，我们将及早安排复试事宜。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郑老师 0533-2787358, 13969377909 

  学院网址：https://qgxy.sdut.edu.cn/ 

官方链接：农业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接收调剂工作说明  

https://mp.weixin.qq.com/s/71_yfR-CTk66ci4fmOsinQ 做超链 

 

155 南京农业大学 食品科技学院 复试录取工作细则 

根据《南京农业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要求，结合我

院具体实际情况，特制订《食品科技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细则》，

具体工作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1.在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学院成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由学院党政负责人、分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学科点点长、系主任、研究生秘

书等人员组成，负责组织、指导和协调本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 

2.根据学科、专业实际情况，成立复试专家组；成立技术支持小组，对复试

平台使用进行调试和培训，并及时解决复试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3.成立招生复试防疫工作小组和复试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 须按学校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做好面试小组的人员排查、场地安排、卫生消毒、突发事件处理

等工作。 

二、复试分数要求 

 
注：“少民”、“士兵”专项执行学校统一划定的复试要求，具体见《南京农业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 

三、复试工作 

（一）复试资格要求 

1.复试采取差额形式。复试名单已由学校统一公布，请在研究生院招生网站

查询，并按要求做好复试准备工作。 

2.资格审核。复试前，学院对考生的有效身份证件、准考证、学籍学历证明、

成绩单等报名材料及考生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对不符合教育部规定者，不予复试。

对考生的学历（学籍）信息有疑问的，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

认证证明。每个考生须签订《考生承诺书》，确保提交材料真实和复试过程诚信。

少数民族考生身份以报考时查验的身份证为准，复试时不得更改。 

（二）复试方式和内容 



1.复试方式：网络远程复试。 

2.复试时间：3 月 27-29 日 

3 月 27 日全天：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考生参加专业课考试、综合素质和能

力测试；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食品工程专业、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考生参加外

语听力及口语测试； 

3 月 28 全天：食品工程专业考生参加专业课考试、综合素质和能力测试；

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考生参加专业课考试、综合素质和能力测试； 

3 月 29 日上午：食品工程专业考生参加专业课考试、综合素质和能力测试。 

具体场次及时间安排后续钉钉发送通知。 

3.复试内容：试采用面试的形式进行，内容包括综合素质和能力测试、外语听力

及口语测试、专业课考试，总分 200 分，具体内容如下： 

（1）专业课考试：满分 60 分。《食品微生物学》、《食品营养与化学》及《农

畜产品贮藏加工》三门任选一门，跨专业考生需加试一门。 

（2）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个人自我介绍+面试组提问回答，满分 20 分。 

（3）综合素质和能力测试：满分 120 分。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掌握本学科基础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本学科发展动态和最新进展情况的了解；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实验操作或社

会实践能力；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协作性、身心健康、诚信、人文素养、

举止、表达和礼仪等方面表现。专业学位研究生综合素质考核应侧重于知识应用

能力考核。 

4.复试成绩计算 

复试成绩：满分为 200 分，包括专业课考察（60 分）、英语考察（20 分）、综



合能力测试（120 分，包括个人既往学业情况、综合素质能力、科研创新能力,

现场反应能力、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 

3．以同等学力参加复试的考生，在复试中加试两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

课程，加试采用笔试形式进行，加试科目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 

复试成绩合格线：120 分，复试成绩未达到合格线者，将不予录取。 

综合成绩=初试成绩+复试成绩 

排名方法：由各专业按综合成绩排名。 

四、录取工作 

1.根据招生名额、复试录取办法以及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思想政治表现、身心

健康状况等确定拟录取名单。 

2.拟录取名单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讨论通过报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

审批，由研究生院统一对外公示。 

3.经考生确认的报考信息在录取阶段一律不作修改，对报考资格不符合规定者不

予录取。未通过或未完成学历（学籍）审核的考生不列入拟录取名单。 

4.考生体检工作在考生拟录取后组织进行，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

导意见》规定执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5.拟录取为非定向就业的考生，须向考生所在单位函调人事档案；拟录取为定向

就业的考生，须与招生单位、用人单位分别签订定向培养合同。考生因报考硕士

研究生与所在单位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此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无法

录取，招生单位不承担责任。非全日制考生为定向在职考生，入学后不转户口、

人事档案等，不享受奖助学金待遇，学校不安排住宿。 

6.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考生，入学前未取得



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者，录取资格无效。 

五、调剂工作 我院所有专业均不接收调剂。 

六、信息公开 

1.复试结束后 2 个工作日内，学院将进入复试考生的复试成绩在学院网站进

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3 个工作日。 

2.学院在确定本院各专业拟录取考生名单后，经审核和学院领导确认签名后

报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名单应包括考生姓名、考生编号、初试成绩、复试成绩、

总成绩等信息，并对专项计划、享受初试加分或照顾政策的拟录取考生相关情况

进行说明。 

3.拟录取考生名单在学校研究生招生网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

工作日，公示期间名单不得修改；如有变动， 须对变动部分做出说明，并对变

动内容另行公示。 

4.公示结束后，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将通过“研招信息公开平台”将拟录取

名单报省考试院进行政策审核，并向教育部备案。最终录取名单及新生学籍注册

均以“研招信息公开平台” 备案信息为准。未经学校公示及“研招信息公开平

台”备案的考生不得录取。 

七、其他 

1.远程复试准备工作请见《南京农业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名单公示

及复试准备工作通知》，具体网络远程复试要求及注意事项将另行发布考生须知。 

2.复试过程中，如果上级部门出台新的政策，我院将作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布。 

3.本细则未涉及部分，除“南京农业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

办法”有明确规定的，由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 

2022 年 3 月 2３日 

 

156 东北农业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食品学院  

拟接收调剂生专业及人数 

 

 

157 山东理工大学 农产品质量安全创新团队 

山东理工大学农产品质量安全创新团队拥有山东省蔬菜质量安全溯源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和淄博市农产品安全追溯重点实验室。目前团队成员 20 人，其中

教授 6 人，副教授 5 人，博士生导师 6 人，硕士生导师 17 人，“万人计划”人才

2 人，国家优青 1 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 人。本团队有农产品安

全快速检测与智能装备、农产品品质控制技术与装备、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与风

险评估、农业智能传感新兴交叉技术与装备 4 个研究方向。招生方向有农业工程

（全日制学术学位、一级学科）、食品科学与工程（全日制学术学位、一级学科）、

农机装备工程（全日制专业学位）、食品工程（全日制专业学位）、生物与医药（专

业学位）、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专业学位）等。团队拥有充足的科研经费，为

各位同学创造良好的科研和工作生活条件。 

硕士毕业生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江南大学、吉林大

学、东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攻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就业去向为西安交



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水产科学院、江苏省农科院、山东

理工大学等。硕士毕业生就业去向为烟台大学、山东省农科院等。 

目前团队和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南农业

大学、东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建

立了紧密科研合作关系。 

目前，学院各招生方向名额充足，符合山东理工大学农业工程与食品科学学

院 调 剂 要 求 （ 调 剂 说 明 网 址

https://qgxy.sdut.edu.cn/2022/0323/c130a455057/page.htm）的均可报名。 

1 联系人：郭业民（博士、教授、博导） 

Tel：13573392898、E-mail：gym@sdut.edu.cn、QQ：10015317 

2 联系人：宿佃斌（博士、讲师、硕导） 

Tel：18816121691，E-mail：sdb@sdut.edu.cn，QQ：942826332 

 

158 扬州大学 旅游烹饪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 年统考拟录取全日制专业学位：生物与医药 17 人（调剂录取）；非全日

制专业学位，食品加工与安全 11 人（调剂录取）。 

具体内容详见： 

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

工作实施方案 http://lyxy.yzu.edu.cn/info/1108/4842.htm 

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

安排 http://lyxy.yzu.edu.cn/info/1108/4843.htm 

 

mailto:gym@sdut.edu.cn
mailto:sdb@sdut.edu.cn


159 安徽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安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硕需要调剂生源，有意愿的同学可以联系

（Tel：15675515771，同微信号；邮箱 junqi86@hotmail.com）。 

 

160 浙江海洋大学 王老师课题组 

浙江海洋大学王老师课题组招收两名学生，07 理学学硕（最好男生）＋09

专硕（男生），本科为生物，养殖，食品方向为宜，最少过四级，有意向者投递

简历至邮箱 571544532@qq.com。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2年 3月 22日星期二发布， 130~149 号，

共计 19 条信息。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               食品工业科技杂志社 

（微信公众号）                          （官网） 

130 南京工业大学 生工学科群 

2022 年南京工业大学生工学科群（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药学院、食品与

轻工学院）硕士研究生预调剂公告 

各位考生：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考复试工作即将启动，预计今年南京工业大

学（单位代码：10291）生工学科群三个学院（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018)，药学

院(009)，食品与轻工学院(019)）部分学科专业仍有名额可接受调剂部分优秀学生，



请有意向调剂报考南京工业大学生工学科群的考生进行预报名。 

一、申请条件 

1. 初试成绩达到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 A 类地区复试分数线，且符合教育

部调剂政策要求。 

2. 调剂只在同一学科门类内进行，考生第一志愿报考学科专业与申请调入我校

的学科相同或相近，统考科目原则上相同。 

二、申请方式 

1. 调剂预报名 

符合申请条件的考生可登录南京工业大学生工学科群的预调剂系统进行申请，请

点击进入（附问卷星链接及二维码）。 

2. 调剂报名 

调剂正式报名时间参考国家规定的统一时间，考生可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http://yz.chsi.com.cn/yztj/），符合申请条件的考生（包括预报名通过审核的考

生）登录系统填报专业志愿，校研招办审核并给考生发送复试通知。 

三、特别说明 

预报名仅作为提前了解考生情况和意愿，不能替代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

调剂报名流程，最终复试录取以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平台信息为准。 

请点击下方链接，或扫描二维码填写问卷星表单。 

https://www.wjx.top/vj/mpRdyPg.aspx 



  

四、官方信息 http://life-phar.njtech.edu.cn/info/1051/9344.htm 

 

131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板栗研究中心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板栗研究中心 果树学/农艺与种业硕士研究生调剂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坐落于滨海旅游城市——秦皇岛，是一所以农业类专业见

长的省属普通高等学校。目前，板栗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板栗中心)，2022 年果树

学/农艺与种业（果树方向)接收调剂生源，请考生随时关注，欢迎调剂报名! 

一、调剂要求 

1.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⒉.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 A 类地区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且

满足调入专业在 A 类地区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应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 

二、联系方式： 

张老师:19933630562 刘老师:15600912651 黄老师:15157127800 

三、官方信息：板栗研究中心接收研究生调剂 

https://mp.weixin.qq.com/s/KlGsvvyb_WMMZpUHUA9GYw 做超链 

 

132 浙江工商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https://mp.weixin.qq.com/s/KlGsvvyb_WMMZpUHUA9GYw


学院调剂 QQ 群 779177462 

 

133 江南大学 食品学院 

一、调剂专业 

 

 

二、调剂条件 

1、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调入考生成绩必须达到国家及学院复试分数线，

满足教育部调剂基本条件，择优选择。 

2、调入仅限于本科生。 

3、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

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初试科目为英语一的可调入我校初试科目为英

语二的专业，初试科目为数学一的可调入我校初试科目为数学二的专业，反之则

不可调入。 

4、接受食品、化学化工、生物工程等相关专业考生报名。 

5、不接受同等学力考生调剂申请。 

三、调剂报名 

有意向调剂我院相关专业的优秀报考生，请于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

（https://yz.chsi.com.cn/yztj/）开通后 12 小时之内填报调剂志愿，学院根据报考

情况择优确定进入复试的调剂考生名单。 

四、其他说明 



1、请考生确保手机畅通，学院将通过电话、短信等形式通知进入复试名单的考

生，其他考生不再逐一回复。 

2、实际调剂专业以“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发布的信息为准。 

3、以上信息若与国家 2022 年研究生招生调剂政策不符的，以国家政策为准。 

4、招生咨询电话：0510-85912065。 

 

134 河北工程大学 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国家分数线已公布，我校部分专业有调剂

名额，欢迎符合调剂政策的考生报名。 

 

1. 生命与食品工程学院的调剂信息如上。 

2. 符合调剂条件的考生可向有关招生学院咨询。 

3. 本次公布的专业为拟调剂专业，最终以调剂系统显示信息为准。 

4. 我 校 的 所 有 调 剂 过 程 均 通 过 “ 中 国 研 究 生 招 生 信 息 网 ”

（https://yz.chsi.com.cn/）的调剂系统进行。调剂系统预计 3 月底开通，在调剂

系统开通后，请有意考生登陆提交调剂信息。 

5.请考生随时关注我校研究生部官网（包括各招生学院相关网站）的有关通知，

按通知要求准备有关材料，按时参加复试 

 



135 陕西科技大学 陈咏梅特聘教授课题组 

课题组研究方向：高分子材料，柔性器件，功能水凝胶， 生物材料，生物

检测、 天然材料，新材料等研究方向。 

招生专业：材料与化工、应用化学、食品、生物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柔

性电子专业；要求，复合国家线要求，需参加数学一或数学二的考试，欢迎有意

向的同学加入！ 

导 师 简 介 ： https://qg.sust.edu.cn/info/1264/5508.htm 、

http://gr.xjtu.edu.cn/web/chenym/shouye 

请有意向的同学请发送简历至 1192031358@qq.com 

课题组研究经费充足，研究内容可根据个人研究方向和兴趣协调，每年拥有

独立经费和名额前往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匈牙利等知名大学留学访问、联合培养

的机会，以及在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企业联合培养的机会。 

  

136 天津商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生物与医药 

天津商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083200）、生物与医药（086000，食品工程、

生物技术与工程）接收调剂，要求考数学。调剂咨询联系人：陈老师， 电话：

022-26667547。 

 

137 中北大学  生物工程 

一、 团队介绍 

中北大学生物材料与发酵工程创新团队成立于 2016 年。目前，研究团队共

有研究人员 6 名，其中副教授 4 名，具有博士学历 5 名。近五年来发表论文约



60 篇，其中 SCI 收录 25 篇，发明专利 27 项，出版著作 8 部，科研项目 26 项，

经费共计约 150 万。 

研究方向: 

1）天然产物（尤其是沙棘黄酮等功能性成分）的提取精制及开发应用； 

2）益生菌的功能及其在食品、饲料的研究与应用； 

3）生物材料的设计、制备、表征、应用等。 

招生条件： 

1）总分、单科均过 A 区国家线，考数二、英一； 

2）生物工程、食品、化学等相关专业； 

3）本科期间有科研经历、过六级者优先考虑。 

欢迎广大学子加入！有意者请提供详细简历和相关信息。 

联系邮箱：fengjj729@163.com，邮件标题：姓名+毕业院校+考研总分+报考院校

+报考专业 

  

138 大连民族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姚子昂教授课题组 

1、08 方向+考数学+本科专业为生物工程或相关专业+有相关研究经验者优先 

2、联系方式 ziangyao@163.com、信号：854555759 

3 导师介绍 

姚子昂，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学博士。辽宁省特聘教授，兼任教育部生物

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18-2022）、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层

次人选、辽宁省生物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普通高校优秀青年骨

干教师、辽宁省优秀人才支撑计划获得者。 

mailto:fengjj729@163.com
mailto:ziangyao@163.com


研究方向：1、海洋功能性寡糖，包括功能性寡糖的制备、修饰、结构鉴定和活

性机理的研究，以及在生物医药、功能食品、农业等领域的应用。 

2、生物医用材料与组织再生的研究 

3、海洋微生物的研究。 

  

139 浙江理工大学 生物医学材料团队 

一、拟招收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术型）、材料与化工（材料工程-专硕）。 

上述研究方向 2021 年共招收硕士研究生 19 人；2022 年度招生指标数量尚未

下达，待公布。 

二、要求： 

1、工科，考试科目包含数学二，总分和单科均过国家线。 

欢迎具有材料、化学、生物、医学、生物化工、药学、农学等相近专业背景的考

生调剂（考研学科门类需为工学，并包含数学科目），其中材料专业背景包括材

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科学与工程、无机材料等，生物专业背景含生物学、生物

技术、生物制药、生物科学、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等专业，农学专业背景

包括蚕学、林学、动物学、食品、园艺等。 

2、联系时请提供一份详细介绍自己的简历（简历内容包含本科院校、专业、本

科主要学习课程、报考院校专业及成绩、学位类型、个人兴趣爱好、联系方式等

内容）。 

3、联系人：邓同学：bluesky0127（微信）、赵老师：zstu_biomaterials@126.com 

三、课题组简介： 



目前课题组拥有良好的学术氛围、合作氛围；国际化特色鲜明，课题组师生

共来自 8 个国家，设有省级生物医用材料研究中心及海外联合研究平台；与美国、

韩国、新加坡、荷兰等多个国家科研机构保持良好合作交流；与 7 个三甲医院和

8 家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企业有稳定合作。欢迎广大考生调剂！详细内容请查阅

智能生物材料研究所网站——https://www.x-mol.com/groups/biomaterials 

主要研究方向： 

1、智能生物材料与疾病诊疗：智能纳米药物、结构与功能仿生材料、磁共振成

像材料，肿瘤免疫调控材料等。 

2、组织修复与再生医学：生物矿化材料、生物医用纤维材料、自组装多肽水凝

胶材料、新型组织细胞调控材料等。 

3、肿瘤类器官模型构建及其生物医学材料与生物医药创新性评价技术。 

 

140 渤海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粮油团队 

一、调剂条件： 

1.优秀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2.分数能达到国家 a 类线; 

3.一志愿为食品方向 08 学硕或 09 专硕（有实验室经验及发表论文者优先）。 

二、相关待遇 

为激发学生科研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课题组有很多奖励制度，除了可以享受

学校的国家研究生助学金、国家奖学金、省级奖学金及校学业奖学金外，课题组

还有每月的补助以及发表论文奖，不必负担学费。就业良好，众多毕业生进入国

企、事业单位或 500 强就业，想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优秀研究生可以进行推荐攻



读博士学位。 

三、联系方式： 白老师  qq：470257804   邮箱：470257804@qq.com 

 四、团队简介 

粮油科学与技术团队（渤海大学粮油科学与技术研究所）主要从事大豆、稻

米、杂粮等特色植物基功能性食品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研究。现有成员 13 人，

其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4 人，讲师 4 人，实验师 1 人，具博士学位 8 人，博士生

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9 人。辽宁省“兴辽英才”科技领军人才 1 人，辽宁省高

等学校优秀人才 1 人，辽宁省“百千万人才”百层次 1 人、千层次 1 人、万层次

3 人。近 3 年团队成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年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子课题，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辽宁省高校产业技术研究院重大

项目，辽宁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辽宁省教育厅

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横向课题等各类项目 30 余项。团队成员主持获得中国

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科技创新奖技术进步三

等奖等省级科研成果奖 3 项、学术成果奖 2 项；获得“创客中国”省赛一、三等

奖各 1 项；申请发明专利 20 余件（授权 6 件）；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i 收

录 40 余篇）。 

 团队研究方向：1、大豆多糖理化及功能性研究 

大豆多糖与蛋白相关作用对生物活性物质递送系统及靶向性影响研究。 

大豆多糖、大豆皂苷多重乳液稳定体系构建及风味物质的控释。 

大豆种皮多糖的结构与其调控血糖、抗氧化效应评价。 

2、全谷物食品研究 

方便糙米饭大豆多糖抗老化机理研究。 



挤压技术重组全营养食品开发及功能性研究。 

大豆全粉凝胶机制研究。 

3、粮谷类食品生物高效转化技术研究 

粮谷类食品原料专用发酵菌株的选育。 

粮谷类食品原料及其加工副产物。 

发酵产品制造技术粮谷类发酵产品功能性评价。 

 

141 河北农业大学 理工学院 

河北农业大学 理工学院 生物与医药专业（08600x，精细化工方向）招收调

剂同学。 

一、招生要求： 

1. 第一志愿为生物与医药（专硕）、化工或材料相关专业、工科食品科学与工程

类专业（学硕）、工科环境类专业 

2. 考数学(数一，数二均可) 

二、联系人：商老师、shangenx@163.com、18811772733（微信同号） 

卢老师、lujingzhao123@126.com、18202684600（微信同号） 

二、 课题组简介 

本课题组共包含 1 位正教授、4 位副教授和 1 位讲师，曾先后参与或承担国

家、省、地方等项目 20 余项，其中国家青年基金 1 项目，河北省青年科技基金

2 项，河北省青年拔尖项目 1 项，河北省引进留学人员资助项目 1 项，河北省高

校基本科研基金 1 项，团队科研经费充足，可以很好地支撑研究生科研工作需要！ 

研究方向简介：包含大气污染碳/氮元素的遥感智能反演、工业废水及固废资源

mailto:shangenx@163.com
mailto:lujingzhao123@126.com


化、纳米颗粒的环境行为、水-土-气系统中重金属污染物迁移机制、滨海湿地生

态系统修复等多个方向。 

骨干成员与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和北京师范

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多个课题组具有合作关系，可以推荐学生攻读博士学位，同

时根据在学期间表现课题组也会有相应奖励性补助。 

欢迎有兴趣的同学加入本课题组，让我们一起探索环境生态修复之路。 

课题组主页: https://ligong-bh.hebau.edu.cn/szdw/hjx.htm[/url] 

 

142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化学所 

研究方向：食品安全相关化学计量工作，包括高准确度定值技术的开发和国

家有证标准物质的研制。 

读研待遇：无学费、餐费、住宿费，劳务费 1300 元/月；研一于国科大就读，

研二进入实验室；优秀者毕业后可留院工作，享受事业编制待遇，也可推荐读博。 

成绩要求：报考代码 0703XX，统考科目应含有政治和英语一，初试成绩符合理

科 A 类分数线。 

专业要求：985/211/双一流高校化学专业优先，具有色谱质谱等学科背景者

优先。 

导师主页：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Xianjiang-Li-2 

招生链接：https://yz.chsi.com.cn/zsml/kskm.jsp?id=8580121000070300021 

 

单位官网：https://www.nim.ac.cn/taxonomy/term/163 

https://yz.chsi.com.cn/zsml/kskm.jsp?id=8580121000070300021


联系方式：lixianjiang@nim.ac.cn 

 

143 甘肃农业大学 

甘肃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调剂 

学院代码、联系方式 

专业（领域）

代码 

专业（领域）名称 学习方式 

017：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师老师：0931-7632526 

1311191786@qq.com 

086003 食品工程 

全日制 

专硕 

各位考生： 

根据我校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接收推免生、一志愿上线及往年指标分配情况，

现将我校预调剂相关信息公布如下： 

我校调剂政策按教育部要求执行，本着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综合评价

考生各方面情况，择优调剂。调剂、复试工作具体时间、复试形式和要求详见各

招生学院主页及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并及时和报考学院联系。 

所有调剂考生（既包括接收报考外单位的调剂考生，也包括接收一志愿报考

我校的内部调剂考生）必须通过教育部指定的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全国硕士

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进行（退役大学生士兵加分项目考生、享受少数民族政策

考生可除外）。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服务系统开通后，考生登陆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

网，凭本人账号和密码进入调剂服务系统，填报调剂志愿并按照调剂服务系统的

相关要求和操作进行调剂。调剂是否成功以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服务系统



中调剂状态为准，考生应慎重接受待录取通知，原则上接受后不予解除。 

注：我校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具体调剂专业根据录取和指标情况进行适当调

整，最终以各招生学院网站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布的为准。 

 

144 东北林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东北林业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及预计接收调剂人数 

 

 

145 陕西理工大学 生工学院 

招生学院 拟招收调剂专业 联系方式 

生工学院 
0710 生物学 

      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 

彭老师 13571691828 曾老师 18

291653975党老师 1389162988

6 

 

关于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相关问题的解答  

各位考生： 

鉴于当前疫情形势严峻，目前我校实施封闭管理，相关信息沟通不便，现将

我校 2022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生咨询较多的问题进行汇总解答。 

（一）复试安排 

1.学校各学院分数线多久公布？ 

我校将根据国家分数线，结合生源情况及招生计划，划定复试分数线。分数达到



报考专业复试分数线的考生可参加复试。复试分数线预计将在一周左右公布，请

密切关注陕西理工大学研招办官方微信公众号及研究生院主页通知。 

2.初试成绩排名情况？ 

学校不对考生进行初试成绩排名，在复试前会公布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请考生

耐心等待。 

3.学校什么时候进行复试？ 

我校一志愿上线考生复试时间不晚于 4 月 15 日，调剂考生复试时间不晚于 4 月

30 日。具体时间由各学院安排。 

4.复试录取方案什么时候公布？ 

待教育部下达招生计划后，各学院根据相关要求制定具体的复试录取方案，并提

前在学院网上公布。 

5.差额复试比例是多少？ 

差额复试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各学院具体根据各专业招生情况而定，并在复

试方案中写明。 

6.复试形式及平台？ 

2022 年我校硕士研究生复试拟采用网络远程复试的方式进行，复试具体形

式及平台由各学院自定。 

7.复试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复试环节一般包括专业课笔试、外国语水平及综合素质面试，具体内容详见

届时各学院发布的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公告。 

（二）调剂 

1.学校的研究生调剂信息预计在什么时间公布？ 



我校将于国家线、学校复试分数线确定后及时在我校研究生院官网、各学院官网

及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发布调剂信息（含我校相关专业的缺额信息、调剂办法

及调剂要求等）,请密切关注。 

2.学校如何接收考生的调剂志愿? 

学校调剂工作全部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进行，调剂服务系

统开通后考生可在系统上提交调剂志愿。 

3.调剂考生如何确定自己可以参加复试？ 

由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在“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向考生发复试

通知，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网上接收并回复，不及时回复或打电话不接的视为自

动放弃，取消复试资格。 

4.学校哪些专业相对缺额？ 

目前，以下专业相对缺额，具体缺额人数待教育部下达正式招生计划后，再根据

各专业实际招生计划及具体上线情况方可确定，请考生及时关注，具体情况也可

咨询相关学院。 

复试办法、调剂公告等信息将于近期发布，请各位考生及时关注研究生院网、

各招生学院网页和陕西理工大学研招办微信公众号（snutyzb）。 

 

146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李先江副研究员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李先江副研究员招收 2022 级化学调剂生-代码 0703 

待遇：无学费和餐费，包住宿，劳务费 1300 元/月。研一于国科大就读，研

二进入实验室，特别优秀者毕业后可留院工作，享受事业编制待遇。 

要求：踏实认真，善于学习，积极上进；985/211/双一流高校，具有化学、



食品等相关学科背景者优先考虑。 

有意向的调剂生请联系 lixianjiang@nim.ac.cn 获取面试信息。 

招生链接：https://yz.chsi.com.cn/zsml/kskm.jsp?id=8580121000070300021 

 

147 江苏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各学院自主确定具体调剂要求，正式调剂时间将及时发布，相关专业及缺额

情况同时在研招网“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中设置（预计 3 月底左右开

通），请考生们关注! 

  

148 江苏科技大学 复试分数线 

1 发布日期 2022-03-19 19:25 

2 官方信息：江苏科技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分数线 

https://mp.weixin.qq.com/s/yIJ7lShSXQy8K37kq0WG0Q 给超链 

 

 

 



 

 

149 合肥工业大学 复试分数线 

1 发布日期： 2022-03-19 17:44 

2 官方信息：权威发布｜合肥工业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分数线

https://mp.weixin.qq.com/s/72eoGyMbqL8S0X9K-L_ftQ 做超链 

 

 

1．依据《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等文件，我校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实行差额复试，复试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各学院在此

基础上，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复试比例，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复试比例为

130%，其他学院复试比例均为 120%，各专业复试分数线见附件。符合教育部加

分政策的考生，初试成绩加分后达到所在学科（专业）复试分数线的，可参加复

试。 

2．“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复试分数线在教育部《2022 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总分降 20 分，单



科降 5 分。 

3．“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复试分数线 251 分（不含管理类联考

考生），报考管理类联考考生复试分数线 151 分，单科均不限。 

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19 日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2 年 3月 18 日星期五发布，100~129 号，

共计 30 条信息。 

1 0 0  山西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1 调剂专业 

学硕：097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专硕：095135 食品加工与安全 

2 联系方式 

刘老师电话：0354-6288325 邮箱：sxndspltt@163.com 

 

3 官网信息：http://grs.sxau.edu.cn/index.htm  

 http://grs.sxau.edu.cn/info/1076/2621.htm   

 

 

1 0 1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食品科学研究所  

mailto:sxndspltt@163.com
http://grs.sxau.edu.cn/index.htm
http://grs.sxau.edu.cn/info/1076/2621.htm


1 团队介绍  

郜海燕/陈杭君团队，研究方向为生鲜食品物流保鲜与营养品质调控。主要

开展生鲜食品物流保鲜与营养健康加工领域的应用基础和技术研究工作，研究成

果主持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 项，省部一等奖 7 项。目前承担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任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浙江省重点研发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以上项目 20 余项，科研经费充足。 

团队拥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农业农村部“农业杰出科研人才”、浙江省万人

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浙江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浙江省“151”人才（第

一、二层次）和国家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岗位专家等高层次人才为学术带头人的研

究队伍，高级职称人员占 80%以上。建有农业农村部果品采后处理重点实验室、

中国轻工业果蔬保鲜与加工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浙江省果蔬保鲜与加工技术研

究重点实验室、国家浆果保鲜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和农业农村部浆果产地加工

技术集成基地等研究基础设施与平台。 

2 调剂要求 

与中国海洋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海洋

大学和浙江农林大学等国内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2022 年有 10 人左右食品相关

专业学硕（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等）、专硕（生物与医药、机械）

调剂名额。申请调剂考生总分与单科分数需分别过一区国家线。专业课考《数学

二》考生优先考虑。申请调剂考生请发送本人 pdf 简历至联系老师邮箱，包括个

人信息、考研成绩、报考学校与专业、联系电话等。 

3 联系人 



童老师，邮箱 chuantong@hotmail.com。电话：15868887665。 

 

1 0 2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轻工食品学院  

2 0 22 年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硕士  

一、调剂专业（全日制学术型） 

 食品科学 083201、097201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083202、097202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083202、097203 

二、调剂条件与方法 

    1.申请调剂考生的原报考专业应与拟调剂专业大类一致或相近。 

    2.待国家调剂系统开通后，符合国家 2022 年 A 区复试分数线的考生，可登

陆“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在“调剂系统”上填写个人调剂信息。 

    3.学院将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调剂”服务系统发送复试通知。

请考生务必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回复确认，逾期无效。 

    4.具体复试流程、时间和形式等以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研究生处主页通知为准，

按要求准备参加复试。 

三、调剂联系人 

李老师，020-89003181， QQ 群： 710820761 

 

103 北京化工大学 

各位考生： 

我校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预调剂报名管理系统（以下简称“预调剂系统”）

已开通，系统内公布的专业为拟接收调剂专业，最终接收调剂的专业以研招网“调



剂服务系统”中公布为准。考生须符合《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

规定》里的调剂基本要求，方可申请。操作过程及说明如下： 

一、预调剂系统网址 

http://yz.buct.edu.cn/zsgl/fsgl/default.aspx 

二、预调剂申请流程 

1. 认真阅读“调剂说明”。 

2. 点击“调剂申请”，根据个人情况选择“调剂类型”，分为校际间调剂、校内

调剂（学院之间）、校内调剂（学院内部专业之间）三种方式。 

3. 如实填写个人信息，点击“保存”，请牢记用户名和密码。 

三、预调剂系统说明 

1. 因各学院审核进度不同，考生在该系统提交申请后，审核状态不影响考生申

请正式调剂。 

2. 我校复试调剂工作开始后，请登录研招网“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

统”查看最终接收调剂的专业和调剂要求，并申请调剂我校。只在我校“预调剂

系统”报名而未在研招网申请的考生，调剂无效。 

四、我校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线、复试时间、复试要求等见北京化工大

学研究生院网站及研招办微信公众号（buct_yzb）后续通知，请及时关注。 

五、各学院联系方式 

https://graduate.buct.edu.cn/1389/list.htm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弥老师 010-64416428 

 

104 内蒙古农业大学 



根据我校一志愿考生上线情况，按照预估，现将拟接收调剂专业公布如下，

最终调剂专业及缺额信息以我校官网和研招网发布信息为准： 

学

院代码  

学院  

专

业代码  

专业  

学

习方式  

2 0

9  

食品科学

与工程学院  

0 8 3

2 0 0  

食品科学与

工程  

全

日制  

2 0

9  

食品科学

与工程学院  

0 9 5

1 3 5  

食品加工与

安全  

非

全日制  

2 1

1  

生命科学

学院  

0 7 1

0 0 5  

微生物学  

全

日制  

2 1

1  

生命科学

学院  

0 7 1

0 0 8  

发育生物学  

全

日制  

2 1

1  

生命科学

学院  

0 7 1

0 1 0  

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  

全

日  

 

官网链接：https://yjsy.imau.edu.cn/info/1030/4169.htm 

 

105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化学工程学院 

1 招收调剂专业：有机化学（学术硕士） 

2 调剂条件 



1、初试成绩达到教育部统一规定的 A 类地区分数线（单科、总分）。 

2、报考专业与招收调剂专业相同或相近，考试科目相同或相近（不需数学考试

成绩）。 

3 咨询方式 

与本调剂专业相关的考生请随时关注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2022 研招专栏

（https://yjsc.hevttc.edu.cn/zsjy/zsgz.htm）。从即日起，考生可联系我院工作人员

进行电话咨询和预调剂信息登记。欢迎广大优秀考生调剂报考我院！ 

4 联 系 人 

王老师：18712796963，牛老师：18903340728， 

邮箱 763324119@qq.com，QQ：763324119 

5 官方信息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化学工程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公告 

https://mp.weixin.qq.com/s/Je3mBuBEIrhIaaQiQoCUJw 做超链 

 

106 齐鲁工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 年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部硕士研究生招生拟接收部分调剂考生，有调剂

意向的考生请尽快与学部联系，可接收预调剂的专业为 086003 食品工程，具体

以研招网调剂系统发布的调剂专业为准。 

一、调剂要求 

1、符合我校招生专业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达到教育部统一规定的 A 类地区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单科、

总分）。 



3、原报考专业与我校招生专业相同或相近，并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 

4、原初试科目与我校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我

校招生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 

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调剂要求。 

二、调剂办法 

1、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系统尚未开通之前，考生咨询拟调剂专业所在

学部联系人，有调剂意向的考生请登录我校研究生招生管理系统，进行调剂信息

预登记。系统网址：http://yjsgl.qlu.edu.cn/login/enterYtj。 

2、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系统将于 3 月底开通，届时考生须登录研招网调

剂系统，按要求填报调剂志愿，不在研招网调剂系统填报志愿者，预调剂无效。 

3、学部对考生资格进行初审，确定考生的调剂资格。 

4、我校复试时间、复试安排等将根据上级部门要求另行通知，请考生保持好状

态，安心备考。 

5、请考生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有关纪律和规定，未经许可，严禁擅自提前来校咨

询。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袁超、侯歌川 

联系电话：18866128372、15853159154 

邮箱：yuan-chao@163.com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https://spxy.qlu.edu.cn/ 

山东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http://www.sdif.org.cn/ 

研招网站：http://yjszs.qlu.edu.cn/ 



研究生处网站：http://yjsc.qlu.edu.cn/ 

四、 官方信息  你要的 2022 年硕士研究生预调剂通知来了 

  https://mp.weixin.qq.com/s/BPX09TtSKBaomLqqN1c4_Q 做超链 

 

107 重庆工商大学 环境与资源学院 

学硕(环境科学、环境工程、食品科学、农产品加工及贮藏)、专硕（材料与

化工）还有调剂名额，欢迎广大考生调剂咨询。 

    联系人：徐老师 电话：023-62768062；调剂咨询 QQ 群：367812398。 

 

108 大连工业大学 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学院 

1 调剂专业 

  

  

2 联系方式 

有意愿调剂到我校的考生，请访问我校研究生学院官方网站“招生工作”-“预

调剂系统”注册后填报志愿。 

 

109 南京财经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生物与医药 

2022 年南京财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和“生物与医药”



专业学位硕士点预计将有调剂指标面向全国考生调剂 。具体情况如下： 

一、调剂专业与调剂方法 

1、调剂专业 

（1）学术型硕士：食品科学与工程（083200） 

研究方向：01 食品科学、02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03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

工程（粮食储运工程与技术）、04 食品营养、05 食品安全 

（2）专业型硕士：生物与医药（086000） 

研究方向：01 功能食品、02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粮食储运工程与技术）、03

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04 食品安全工程 

2、调剂政策与要求 

考生调剂基本条件根据教育部和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院最新公布调剂政策与条

件为准。 

3、调剂预报名方式 

（1）有调剂意愿的考生，在教育部调剂系统开通前，请访问微信公众号：

NUFEfoodscience（南财食工院研究生），并填写预调剂申请信息（扫描下方二维

码）。 

（2）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将于 3 月底左右开通，调剂

考生请及时登陆“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https://yz.chsi.com.cn/）按要求填

报。我校对申请同一招生单位同一专业、初试科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按考生  

初试成绩择优遴选进入复试的考生。不以考生提交调剂志愿的时间先后顺序等非

学业水平标准作为遴选依据。未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进行调剂

申请的无效。 



（3）具体复试相关事宜请登陆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官网查看复试通知及

复试方案。 

二、奖助学金政策 

1.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0000 元，奖励人数根据江苏省下达指标

确定。 

2. 学业奖学金用于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和潜心科研。范围覆盖所有全日制

研究生，资助标准参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及评优表彰管理办法》。 

3. 国家助学金用于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范围覆盖所有全日制研究生，

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 元（以财政部门核定为准）。 

4. 社会捐赠类奖助学金例如暖阳奖学金、中储粮校友基金助学金等，资助

范围及标准参照《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及评优表彰管理办法》。 

5.在读期间，除可申请国家或江苏省资助出国交流外，学院每年全额资助 3-5

名研究生出国交流 6-12 个月。 

三、研究生培养 

学院坚持以人为本、特色立院、质量强院、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以培养专

业技术优秀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学院年师均科研经费 30 余万元, 研究生在读

期间科研经费充足，可以参与纵横向项目课题研究，国内外学术会议和省级以上

研究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学院与行业大型企业共建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13

个，其中 2 个入选江苏省优秀企业研究生工作站，为研究生开展科研创新和学术

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平台。2021届研究生毕业生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论文 30余篇，

9 人被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江南大学等一流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升学

率为 18%。毕业生总就业率保持在 100%。 



四、联系方式  025-86718506（施老师）、邮箱：9220190039@nufe.edu.cn 

五、招生信息与导师信息查询网址 

1. 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官网 

http://yjsc.nufe.edu.cn/index.htm 

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学院官网 

http://spgc.nufe.edu.cn/ 

3. 研究生导师信息查询网址 

http://spgc.nufe.edu.cn/szdw/yjsds.htm 

六. 预调剂申请信息填写 

  

 

110 江南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 

2022 年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部分专业尚有少量调剂名额，具体要求及事

项如下： 

一、接收调剂专业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82202 
制糖工程（全日制） 

086001 
生物技术与工程（全日制） 

086001 
生物技术与工程（非全日制） 



086004 
发酵工程（非全日制） 

二、调剂条件 

1.考生报考条件须符合我校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的规定。 

2.初试成绩（包括初试总分、单科成绩）不低于 2022 年初试专业国家复试分

数线（A 类考生）。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应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 

4.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

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 

5.不接收同等学力考生的调剂申请。 

6.非全日制专业只招收在职定向就业考生，非全日制学生在读期间不享受奖

助学金，不予安排住宿。我院非全日制专业的课程安排与全日制专业相同（一般

在工作日授课）。 

三、调剂报名程序 

有 调 剂 意 向 的 考 生 请 于 3 月 24 日 下 午 17 点 前 点 击 链 接

（https://www.wjx.cn/vj/Ocb40Z5.aspx）填写预调剂志愿，也可在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https://yz.chsi.com.cn/yztj/）开通后 12 小时之内直接填报

调剂志愿，学院根据报考情况确定进入复试的调剂考生名单并通知调剂的相关事

宜。 

四、其他说明 

1.调剂考生须在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中完成调剂手续，否则调

剂无效。 

2.本公告为预调剂公告，实际调剂专业以“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



统”发布的信息为准。 

3.以上信息若与国家 2022 年研究生招生调剂政策不符的，以国家政策为准。 

4.招生咨询联系人电话：孙老师：0510-85321631；吴老师:0510-85918517；邮

箱：biotech_yj@jiangnan.edu.cn。 

 

111 南京林业大学 轻工与食品学院 

2022 年我校轻工与食品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经初步测算，拟接收调

剂考生。 

一、专业及联系方式 

  

王老师，025-85428795 

二、具体调剂名额、专业要求及方案另行公布 

 调剂方案及调剂要求目前尚未确定，后续将分批次公布。我校调剂开通具体

时间根据全校工作进程安排，为保障工作效率，请考生们耐心等待，及时关注各

个学院发布的调剂公告等通知。 

 所有调剂专业最终以“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系统发布为准。所有符

合条件的调剂考生，须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系统开通后填写申请。 

 特别说明：我校不曾授权任何校外机构进行招生调剂工作，一切有关南京林

业大学招生的信息，均以官方网站（https://yz.njfu.edu.cn/）或微信公众号（南

京林业大学研招办）发布内容为准 ，请广大考生注意甄别，谨防受骗! 

 



11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 年度硕士研究生招生预调剂公

告 

一、调剂专业及方向 

1、083200（全日制）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硕） 

01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02 食品营养与安全  03 食品科学  04 农产品

加工及贮藏工程 

2、086000（全日制）生物与医药（工程硕士） 

01 食品加工技术  02 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  03 食品工程设计与管理 

二、调剂名额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名额如下： 

 

 

三、调剂要求 

1、初试报考专业须为工学、工程类（专业代码 08 开头）； 

2、初试科目业务课之一必须是数学（国家统考，不含自命题）； 

3、需满足《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即国家分数线）； 

4、本科所学专业、报考专业须为食品类或相近专业，优先考虑食品类专业； 

5、具体调剂时间与办法另行通知，调剂名额最终以研究生院发布为准。 

四、复试办法 



1、复试形式：笔试+面试； 

2、笔试科目：食品工艺学（无指定用书） 

3、面试内容：英语口语+专业综合面试； 

4、复试具体办法另行通知。 

五、咨询方式 

电话：0731-85658689（李老师）；0731-85623073（吴院长） 

邮箱：769064887@qq.com； 

官网信息：https://spxy.csuft.edu.cn/tzgg/202203/t20220317_126225.html 

 

113 南京工业大学 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 药学院 食品与轻工学院 

各位考生：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考复试工作即将启动，预计今年南京工业大

学（单位代码：10291）生工学科群三个学院（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018)，药学

院(009)，食品与轻工学院(019)）部分学科专业仍有名额可接受调剂部分优秀学生，

请有意向调剂报考南京工业大学生工学科群的考生进行预报名。 

一、申请条件 

1. 初试成绩达到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 A 类地区复试分数线，且符合

教育部调剂政策要求。 

2. 调剂只在同一学科门类内进行，考生第一志愿报考学科专业与申请调入

我校的学科相同或相近，统考科目原则上相同。 

二、申请方式 

1. 调剂预报名  



符合申请条件的考生可登录南京工业大学生工学科群的预调剂系统进行申

请，请点击进入 https://www.wjx.top/vj/mpRdyPg.aspx 

 

 

2. 调剂报名 

调剂正式报名时间参考国家规定的统一时间，考生可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

息网（http://yz.chsi.com.cn/yztj/），符合申请条件的考生（包括预报名通过审核

的考生）登录系统填报专业志愿，校研招办审核并给考生发送复试通知。 

三、特别说明 

预报名仅作为提前了解考生情况和意愿，不能替代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

调剂报名流程，最终复试录取以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平台信息为准。 

 

114 黑龙江东方学院 

一、专业及联系方式 

 

 

二、调剂条件 

1、考生报考条件须符合我校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的规定。 

2、初试成绩需满足:初试成绩（包括初试总分、单科成绩）不低于 2022 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专业学位类 A 类考生）。 

3、初试报考专业须遵循考生初试报考专业与调剂复试专业相同或相近的原则。 



4、初试科目须遵循“考生初试报考专业的初试科目”与“调剂复试的专业的初

试科目”相同或相近的原则。 

业务课考试科目参见黑龙江东方学院 2022 年招生专业目录； 

三、调剂程序 

调剂系统开通后，调剂考生登录“教育部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平台”认真

填写、提交调剂申请，我校将择优筛选符合要求的调剂考生，并通过此平台通知

获准参加复试的调剂考生，请考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复确认，按照《黑龙江

东方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须知》（详见我校研究生网站“招生工作”栏目）

准备参加复试，我校将通过“教育部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平台”向复试合格的

考生发送拟录取通知，考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复确认,否则按考生自动放弃

处理。 

四、特别说明 

1、调剂考生必须在“教育部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平台”完成调剂手续，否则

调剂无效。 

2、请考生确保通讯畅通、定期查看电子邮件，及时回复学校的通知。 

3、以上信息若与国家 2022 年研究生招生调剂政策不符的，以国家政策为准。 

4、本公告由黑龙江东方学院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五、官网信息 http://www.hljeu.edu.cn/yjsc/2021/0320/c876a19547/page.htm 

 

 

115 江苏科技大学 生物技术学院 

各位考生： 



我校以下专业有调剂名额，欢迎广大考生调剂我校！ 

最终调剂专业及名额以“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 公布为准，所有

考生的调剂申请以国家调剂系统填写为准。 

生物技术学院的调剂信息如下： 

 

 

官方链接：江苏科技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预告 

https://mp.weixin.qq.com/s/m7A30GM1Rz1HfG9aPEVfWw 做超链 

  

116 广东药科大学 食品科学学院 

1 招生物与医药（方向:食品工程专硕）或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方向:营养与食

品卫生学硕）调剂生。 

2 研究方向：油脂加工/油脂改性 

3 欢迎有意向调剂的学生发邮箱:377873138@qq.com 并附上简历，因名额有限，

请确定能来的同学发简历。 

 

117 吉林化工学院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张元新教授团队 

1 拟招收 2-3 名 2022 级硕士研究生（生物和化学方向都可以），欢迎有一定进取

心、做事认真踏实的生物类、化学类硕士考生调剂报考。 

2 联系方式：yxzhang@jlict.edu.cn，13843226137 



3 导师简介：张元新，博士，硕导，教授，博士后，本课题组目前拥有标准合成

实验室、细胞室等化学和生物实验设备，培养硕士研究生 6 名；主持及参与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省科技厅、发改委等多项科研项目，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0 余篇，申请或授权发明专利 10 余项；现主要从事纳米药物递送及天

然产物活性研究。 

 

 

118 天津商业大学 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学院 王素英教授课题组 

 拟接收硕士研究生调剂生 4-5 名，要求具有理学或工学专业背景，吃苦耐劳、

有较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调剂要求：生物、食品、农学类相关专业均可，须达到 a 区国家线，考数二。 

接受调剂的专业方向： 

 学硕：食品科学与工程（083200）专业，三年制； 

专硕：生物与医药专业（086000），生物技术与工程方向，三年制； 

 待遇：奖学金+项目津贴+资助学术会议及交流+论文奖励 

 课题组研究方向 

1、食品酶资源的挖掘及应用； 

2、微生物代谢调控及分子育种； 

3、食品安全快速检测 

 课题组成员 

1 王素英教授 

王素英（1964-），女，教授，天津市食品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全国优



秀教师，天津市教学名师，获得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商业联合会科技进

步一等奖，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天津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天津市教学成果二

等奖等奖项。西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澳大利亚 griffith 大学分子生物学学院访问

学者，中国藻业协会微藻分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先后承担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星火计划、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天津市科技支撑计划等省部级项目

23 项，发表国内外论文 100 余篇。 

2 张宏宇副教授 

张宏宇（1984-），男，副教授，2012 年于中科院研究生院获得博士学位，德

国哥廷根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问学者，天津市 131 第三层次人才，

共发表 sci 论文 12 篇，近五年主持和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项目、人才

项目及横向课题 10 余项。 

3 董世瑞副教授 

董世瑞（1973-），男，副教授， 生物工程系教研室主任，2006 年于中国海

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 项，发表国内外论文 20 余篇。 

团队科研经费充裕，具有 300 多平米的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及发酵工程实验平

台，实验设施完善，期待你的加入！ 

 如有调剂意向，来电咨询张老师，18630953167，并发简历到 316895512@qq.com，

邮件标题为：姓名-初试分数-本科学校-本科专业。 

 

119 大连海洋大学 生物学 食品加工与安全 

一、预计接收调剂的专业 

分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目前缺额 



学硕 071000     生物学      15 

专硕 095135   食品加工与安全 12 

二、接收调剂情况说明 

1、目前招生计划尚未下达，学校最终接收调剂专业以国家调剂系统

（https://yz.chsi.com.cn/yztj/）公布的信息为准。 

2、申请调剂大连海洋大学的考生，初试成绩总分、单科分均达到教育部划定的

A 类地区复试分数线，且初试专业与调剂专业相同或相近（详细要求见《大连海

洋大学 2022 年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实施方案》）。 

3、学校不接收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和非全日制考生调剂。 

三、调剂方法 

1、考生于 3 月底登陆国家调剂系统（https://yz.chsi.com.cn/yztj/）提交调剂申请。

研招办将对调剂考生进行资格审查并及时发放复试通知。 

2、考生通过国家调剂系统收到复试通知后，需及时关注我校“大海大研究生招

生”官方公众号和研究生院网站 http://master.dlou.edu.cn 相关通知，按照要求提

交材料，参加复试。 

3、咨询渠道：考生可以致电 0411-84762665 咨询，也可在我校“大海大研究生招

生”官方公众号内留言，工作人员将及时对问题进行回复。 

 

120 天津商业大学 赵辉老师课题组 

天津商业大学赵辉老师课题组招收硕士研究生调剂生 2 名，要求有工科高数

二成绩，吃苦耐劳、有团队合作精神。 

  研究方向： 



1.食品营养组分分离提取与鉴定；   

2.药食同源天然产物； 

3 天然产物的工业化超临界萃取（与青岛利和萃取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合作（上市

公司，股票代码：837885）。 

  接受生物工程、发酵工程、食品工程、生物与医药专硕等专业调剂研究

生！ 

  联系方式: qq: 2372293144，zhaohui@tjcu.edu.cn 

  团队导师：赵辉，个人信息详见：http://ssxy.tjcu.edu.cn/info/1154/1371.htm 

团队合作教师：陶永清老师，王梅燕老师 

 

121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食品科技学院暨葡萄酒学院 

学院现有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农业硕士（食品加工与

安全领域）专业学位授权点，2022 年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都接收调剂生源。 

(学硕（代码：0972）初试科目：①思想政治理论，②英语一，③食品微生物学，

④食品化学； 

专硕（代码：0951）初试科目：①思想政治理论，②英语二，③农业知识综合三，

④食品质量管理）。 

 

  联系方式：姚老师；spkjyh@163.com；QQ 群：730203267，13521596085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2022 研招专栏 https://yjsc.hevttc.edu.cn/zsjy/zsgz.htm 

 

122 常州大学 石油化工学院食品学院 



一、调剂政策 

根据 2022 学院研究生招生计划，目前部分专业有调剂名额，欢迎初试成绩

达到国家 2022 年复试最低控制线（A 类）的考生进行调剂。 

若被录取，享受以下奖助政策： 

（1）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表现优异的全日制研究生。硕士生每生每年

2 万元。 

（2）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用于奖励支持全日制研究生更好地完成学业，金额

8000-24000。 

（3）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全日制在学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

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每生每年 6000 元。 

（4）研究生“三助”（助教、助研和助管岗位）津贴。承担“三助”岗位的研究

生可获得相应的“三助”津贴，每月薪酬最高可达 800 元。 

（5）学院另设有特色奖助金，奖助金额 800-5000/人。 

二、调剂要求 

1.调剂考生初试成绩达到调出专业和调入专业国家 2021 年复试最低控制线（A 类）

要求； 

2.申请调剂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且应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

（即专业代码首两位相同）；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

与调入专业全国同一科目相同； 

3.满足教育部有关调剂的其它要求。 

4.材料与化工调剂名额充足，建议考生选择，录取时优先考虑化学工程、化学工

艺、高分子材料、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与化学、制药工程、环境工程、生



物化工、环境科学与工程、功能材料、能源化工等化学化工相关专业。 

5.调剂系统开放后（预计 3 月 20 日），请考生登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

调剂系统（http://yz.chsi.cn/yztj/）进行调剂申请。学院会及时组织符合条件的考

生复试，并在调剂系统向拟录取的调剂生发送待录取通知，考生需在规定的时间

内登录调剂系统接受待录取。  

三、调剂专业 

1.理学 化学（070300） 名额少量 

  2.工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081700） 名额尚有 

  3.工学 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085600）名额充足 

  4.工学 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086000）名额尚有 

四、联系方式 

  陈老师：0519-86330167，19816120296，13775004124，15195098576，15261057270，

3086779889@qq.com 

 

123 湖北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一、调剂专业 

 学术硕士 071000 生物学 

 学术硕士 071300 生态学 

 学术硕士 100700 药学 

 专业硕士 086000 生物与医药 

 专业硕士 095131 农艺与种业 

二、调剂基本条件 



申请调剂考生考研的初试分数需超过报考相关专业国家 A 类地区线，身体状况

良好，能够按时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书。 

三、预调剂方式 

https://docs.qq.com/form/page/DVER1c0ljT3BPeVJR?_w_tencentdocx_form=1 

  

124 三峡大学 生物与制药学院 

一、拟接受调剂专业 

全日制学术型：化学（070300）、生物学（071000）、生态学（071300） 

全日制专业型：生物与医药（086000）、药学（105500） 

非全日制专业型：生物与医药（086000）、药学（105500） 

二、调剂时间 

拟调剂考生在“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正式开通后方可调剂。复试

相关安排请关注三峡大学研究生院（http://sxdxyjsy.ctgu.edu.cn/）及生药学院

（http://syxy.ctgu.edu.cn/ ）官网发布信息。 

三、调剂考生基本要求 

1、具体按教育部关于印发《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文件要

求执行。 

2、具体缺额信息以“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正式开通之后发布信息为



准。 

四、联系方式 

三峡大学研招办电话：0717- 6392638/6393256 

学院研究生办公室电话：0717-6395516，联系人：赖老师 

三峡大学研究生院网址：http://sxdxyjsy.ctgu.edu.cn/index.htm 

生物与制药学院网址：http://syxy.ctgu.edu.cn/ 

 学院 QQ 咨询群： 

  

 

125 重庆工商大学 食品科学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1 重庆工商大学接收食品科学、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学硕调剂。 

2 调剂咨询联系人：徐老师  

电话：023-62768062 

调剂咨询 QQ 群：367812398 

 

126 昆明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昆明理工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说明 

各位考生： 

为持续做好考生服务以及缓解考生焦虑，我校根据招生简章公布的招生计划

及一志愿考生考试情况，初步统计出《昆明理工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情

况汇总表》。鉴于目前上级部门尚未下达我校 2022 年研究生正式招生计划，且我

校自划线方案尚在进行中，表中公布的信息仅供各位考生参考，不代表最终结果。

部分涉及到我校自划线专业的调剂分数线按照我校自划线执行。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将于 3

月底左右开通，我校具体调剂缺额信息以《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公布

为准，请考生密切关注研招网和我校官网后续发布的调剂通知。 

根据教育部、云南省关于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的有关要求，为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试组织工作，保障师生生命健康安全，稳妥做好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的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经研究，昆明理工大学大学 2022 年硕士

研究生招生复试将采取网络远程复试方式，远程复试平台及相关要求将后续发布，

请广大考生关注。 

昆明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16 日 

 

127 邵阳学院 生物与医药 生物技术与工程 

2022 年硕士研究生预调剂公告 

一、调剂条件与方法 

（1）申请调剂考生的原报考专业应与拟调剂专业大类（生物与医药）一致或相

近。 



（2）待国家调剂系统开通后，符合国家 2022 年 a 区复试分数线的考生，可登陆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在“调剂系统”上填写个人调剂信息并将邵阳学院

选为第一志愿调剂学校。 

（3）邵阳学院将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调剂”服务系统发送复试

通知。请考生务必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回复确认，逾期无效。 

（4）复试相关原则以国家和学校制度为准。具体复试流程、时间和形式等以通

知为准，按要求准备参加复试。 

二、调剂联系方式 

生物技术与工程方向 招生调剂 qq 群：721926127 

余老师邮箱：648707465@qq. com 

郑老师邮箱：qz@hnsyu.edu.cn 

生态酿酒重点实验室介绍：http://www1.hnsyu.net/niangjiu/ 

三：研究生奖助政策 

1.凡录取到我校的研究生，第一学年可享受新生学业奖学金。 

2.研究生在第二、三学年可享受学业奖学金，其中 20%的学生获一等学业奖学金

1 5000 元/人/年，50%的学生获二等学业奖学金 12000 元/人/年，30%的学生获三

等学业奖学金 10000 元/人/年。 

3.学校设立 120 万元研究生创新基金，1 00%的研究生可获得 5000-10000 元的科

研经费。 

4.研究生可根据国家相关政策享受国家助学金，每月不低于 600 元/人。 

5.可根据国家政策或相关规定申请国家奖学金，20000 元/人/年。 

6.学校设立助教、助研、助管“三助”岗位，并提供岗位津贴。研究生可以进入



“三助”岗位,在校期间均可获得不少于 3000 元的岗位津贴。 

 

128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各位考生： 

根据 2022 年国家 A 类考生复试分数线和我校一志愿考生初试成绩，预测我

校以下专业应有部分缺额（详见表 1）。 

最终缺额信息将在国家招生计划下达后公布，请及时关注。 

欢迎各位考生咨询（各招生单位咨询方式见表 2）。食品相关的名额如下： 

 

联系方式：姚老师，QQ730203267,电话 03352039074 

其余更多学院的名额及联系方式请阅读官网信息：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公告 https://mp.weixin.qq.com/s/05Me59gqFf9_QmH-TqIJYQ 

给出超链 

 

129 集美大学 海洋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集美大学海洋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接受以下专业调剂生：0710 生物学；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0860 生物与医药（需考数学二），咨询 QQ 群 555386282，欢

迎有调剂需求的考生加入。 

 

 

https://mp.weixin.qq.com/s/05Me59gqFf9_QmH-TqIJYQ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2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发布，68~99 号，

共计 31 条信息 

68 北京联合大学 李教授团队 

调剂要求：食品类（0832）考数学（二）的学硕调剂生 

 

69 沈阳师范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一、 调剂专业目录 

招生专业：083200（全日制）食品科学与工程（学术型）； 

研究方向： 

01（全日制）食品科学； 

02（全日制）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03（全日制）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招生人数：14 人 

复试时间：3 月末（以学校发布的复试时间为准） 

二、调剂具体要求 

电  话：024-86506212 

 

70 广西大学 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 糖类物质资源化利用方向 

广西大学（211 高校，国家 B 类分数线），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 2022 年硕士

研究生招生“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硕)和“轻化工程”(专硕)专业的“糖类物质资源化

利用方向”，有少量调剂名额，要求第一志愿报考 08 类专业且考数学，欢迎食品、

生物、发酵、材料、环境、化工等专业背景、英语佳、具有创新思维、综合素质



能力强的同学咨询调剂，QQ 群号：142082092，入群申请请写“毕业院校+学生

姓名”。 

 

71 武汉轻工大学 硒科学与工程现代产业学院 硒科学与工程 

根据我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成绩，硒科学与工程（0832J1）

专业学术型硕士接收调剂生，热忱欢迎全国各地优秀考生调剂到我院继续深造。 

硒科学与工程交叉学科是依托食品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药学等学

科力量为主体组建，聚焦于多学科交叉融合。 

一、拟接收调剂的基本条件 

1. 符合教育部 2022年关于研究生调剂的相关政策，考研总分及单科成绩双上线。 

2. 申请调剂考生第一志愿专业与调剂专业相近。 

二、拟接收调剂专业 

0832J1 硒科学与工程（学术型） 

三、调剂办法 

1. 调剂系统开放后，有意向调剂的考生到正式调剂系统报名，具体时间以国家

公布为准。调剂考生须在“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完成调剂手续，否

则调剂无效。 

2. 复试方案及拟录取名单通过武汉轻工大学研究工作部（处）网站及硒科学与

工程现代产业学院网站向考生发布。 

3. 拟调剂考生填写“武汉轻工大学硒科学与工程现代产业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

生调剂申请登记表”，可进入硒产业学院研究生咨询调剂 QQ 群（485132732）下

载（或见附件），并将表发至邮箱：1508646321@qq.com。 

四、调剂联系方式 



马老师 QQ：1508646321；电话：027-83947357 

硒产业学院研究生咨询调剂 QQ 群：485132732 

学院官网：http://secollege.whpu.edu.cn/ 

研究生处官网：https://yjsc.whpu.edu.cn/ 

五、官方信息：http://secollege.whpu.edu.cn/info/1037/1331.htm 

  

72 沈阳化工大学 制药与生物工程学院 

1 调剂要求：工学（不含工学照顾专业）、理学、工学照顾专业、管理学、经济

学、文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社会工作、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资

源与环境、能源动力、工程管理调剂基本分数线为国家一区分数线。 

 

2 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联系人：张老师、王老师 

电话：024-89386567    咨询 QQ 群：854933392 

3 官 方 信 息 ： 沈 阳 化 工 大 学 2022 年 硕 士 研 究 生 招 生 调 剂 信 息 

https://mp.weixin.qq.com/s/qMGS12_zCOP3f56cqLOAJQ 给出超链 

 

73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科技学院欢迎化工、生物、食品、制药、材料、轻工、环境等专业学硕

考生及机械方向的专硕考生调剂。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调剂报名链接：https://www.wjx.cn/vm/mr3Z5wg.aspx 

https://mp.weixin.qq.com/s/qMGS12_zCOP3f56cqLOAJQ


 

  QQ 群：454527178 

 

74 北京工商大学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预调剂报名通知（2022.3.13） 

2022 年北京工商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相关专业接收调剂考生预报名。接收

预调剂的专业见下表。有意向调剂的考生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填写《2022 年化

学与材料工程学院预调剂信息表》，发送至相关老师邮箱。 

接受调剂专业 



 
 

1 

我院只招收初试外国语为英语的考生调剂，不接收非英语考生调剂申请。我院除

化学（代码 070300）外，不接收未参加“数学”科目考试的考生。 

2 

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

相近，其中统考科目原则上应相同，专业课科目可相同或相近。 

复试科目及参考书目请查看： 

https://yjs.btbu.edu.cn/zsgz/sszs/3c28bce00d474fddbd70c474ce46c2c2.htm 

https://yjs.btbu.edu.cn/zsgz/sszs/62c6f7dcd66245abbcb7e21a6343b2de.htm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调剂工作将在教育部调剂系统开放后进行，所有调剂考生必

须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服务系统报名。请有意调剂的考生及时查看北

京工商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网站。 

 



联系方式 

学院研究生办公室的联系方式： 

学院网址：http://hcxy.btbu.edu.cn/ 

联系电话：010-68984505（张老师） 

邮箱：zhangyane@btbu.edu.cn 

微信公众号：btbu 化学与材料工程之家 

 

官方信息及调剂表下载：预调剂报名通知 || 北京工商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 

https://mp.weixin.qq.com/s/Y56EeATOnEYM1ZMqTGGf0g 给出超链 

 

75 渤海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03-13 

2022 年渤海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及“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学

位硕士点预计将接受部分调剂考生，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接受调剂的专业 

1、学术型硕士 

食品科学（083201）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083202）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083203）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083204） 

2、专业型硕士 

食品加工与安全（095135） 

二、接受调剂的条件 

https://mp.weixin.qq.com/s/Y56EeATOnEYM1ZMqTGGf0g


1、申请调剂考生的原报考专业要求按照教育部及渤海大学相关规定。 

2、初试成绩总分、单科分均达到教育部划定的 A 类地区复试分数线要求。 

三、调剂方法 

1、有调剂意愿的考生，在调剂系统开通前，请访问微信公众号：BDSPXY2017

（渤大食院），并填写预调剂申请信息（扫描下方二维码）。 

2、待调剂系统开通后，请尽快登陆“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在“调剂系统”里

填写个人调剂信息并将我校选为第一志愿调剂学校。 

3、渤海大学将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发送复试通知。请考生

务必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回复确认，逾期无效。 

4、复试方式为网络远程复试。请及时登陆渤海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查看复试

通知及复试方案，按要求准备参加复试。 

5、复试合格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接

收待录取通知进行确认，逾期将视为自动放弃待录取资格。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老师 

电子邮箱：bhdxfood2021@126.com 

联系电话：0416-3400870 

五、招生信息与导师信息查询 

网 址 ： 渤 海 大 学 研 究 生 招 生 信 息 网 （ 重 点 关 注 ）

https://yjszsxxw.bhu.edu.cn/page/85721/show?pageId=55965&wfwfid=138779&web

siteId=43901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站 http://spxy.bhu.edu.cn 

导师信息查询网址 http://spxy.bhu.edu.cn/page/depart/spyjs/spxy/Html/?16.html 



六、预调剂申请信息填写 

请扫描以下二维码填写预调剂申请相关信息。并加入预调剂信息 QQ 群（群号：

498676514） 

 

官方链接：渤海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预调剂公告

https://mp.weixin.qq.com/s/2SjUzhqpapjyrmn2ZCgcCg 做超链 

 

76 常州大学药学院 2022-3-14 

各位考生： 

参考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初试国家分数线，结合我校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

考试初试情况与招生计划人数，我校专业均有调剂名额。欢迎符合调剂政策的考

生报名。国家调剂系统预计 3 月下旬开放 ，请广大考生持续关注我院信息发布。 

一、调剂政策和要求： 

1、 调剂考生初试成绩达到调出专业和调入专业国家 2022 年复试最低控制线（A

类）要求（单科和总分）。 

2、申请调剂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且应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

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不少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

科目。 

3、满足教育部有关调剂的其它要求。 

4、根据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系统（简称：研招网调剂系统）确认调剂资

格，额满为止。 

https://mp.weixin.qq.com/s/2SjUzhqpapjyrmn2ZCgcCg


二、研究生奖助政策： 

1、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表现优异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2 万元。 

2、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全日制研究生，100%全覆盖）：第一学年，对于来自 985、

211 高校（不含独立学院）的调剂录取考生，每生 12000 元，其他录取考生 8000

元。 

3、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全日制在学硕士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

每生每年 6000 元。 

4、研究生“三助”（助教、助研和助管岗位）津贴：每月津贴最高可达 800 元。 

5、研究生新生奖学金：10 名，最高奖金 5000 元。 

6、企业赞助的奖助学金：1000-5000 元。 

三、招生调剂专业： 

类型 学位门类 招生专业代码及名称 备注 

学术学位研究生 工学 081703 生物化工 全日制 

学术学位研究生 工学 0817Z1 制药工程 全日制 

专业学位研究生 生物与医药 086000 生物与医药 全日制、非全日制 

专业学位研究生 药学 105500 药学 全日制、非全日制 

 

具体调剂名额请查阅学校发布的通知及在研招网系统查询，系统开通后进行填报，

可将本人基本情况（包括简历及初试成绩）发送至以下邮箱：

wangyan@cczu.edu.cn 并抄送 chmliux@cczu.edu.cn (邮件标题请以“姓名+联系

电话+拟调剂专业+分数”命名)进行登记并实名备注添加招生咨询 QQ 群。 

其他相关事宜敬请关注我校研究生招生网发布的通知文件以及学院后续发布的

通告。 



四、复试科目参考教材： 

1、微生物学 沈萍 第 8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2、药物化学 尤启东 第 8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五、学院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老师 0519-86334597 （周一至周五 8:30-11:00；13:00-16:30） 

招生咨询 QQ 群（实名备注加群，不要重复加群）： 

516923852（2022 年常州大学药学院研究生招生咨询 1 群）         

498388376（2022 年常州大学药学院研究生招生咨询 2 群） 

六、相关链接： 

常州大学药学院：https://www.cczu.edu.cn/10281/list.htm#dyjg 

常州大学研究生院：http://gs.cczu.edu.cn/ 

常州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http://gs.cczu.edu.cn/1798/list2.htm 

官方信息：【调剂通告】 | 2022 年常州大学药学院硕士研究生调剂信息

https://mp.weixin.qq.com/s/vg6CbNAMJJ-23rO3219vTg 做超链 

 

77 湖北工业大学 生物工程与食品学院 

一、调剂专业 

 

二、调剂条件与方法 

1 申请调剂考生的原报考专业应与拟调剂专业大类一致或相近。 

https://mp.weixin.qq.com/s/vg6CbNAMJJ-23rO3219vTg


2 待国家调剂系统开通后，符合国家 2022 年 A 区复试分数线的考生，可登陆“中

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在“调剂系统”上填写个人调剂信息并将湖北工业大学选

为第一志愿调剂学校。 

3 湖北工业大学将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调剂”服务系统发送复试通

知。请考生务必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回复确认，逾期无效。 

4 复试相关原则以国家和学校制度为准。具体复试流程、时间和形式等以生物工

程与食品学院主页通知为准，按要求准备参加复试。 

三、调剂联系人 

QQ 群一：574618646   QQ 群二：995637024 

学院联系人：黄老师 

电话：027-59750468 邮箱：15338608@qq.com 

湖北工业大学研究生处官网：http://yjs.hbut.edu.cn/ 

生物工程与食品学院官网：https://sgsp.hbut.edu.cn/ 

生物工程与食品学院导师信息查询网址：https://sgsp.hbut.edu.cn/szdw/dsdw.htm 

四、官方信息：生食播报 | 湖北工业大学生物工程与食品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

生预调剂公告  https://mp.weixin.qq.com/s/IHWsYNhb5yo6RTt2dxpZ9Q 做超链 

 

78 齐齐哈尔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1 调剂专业：生物与医药领域—轻工技术与工程（专硕） 

2 调剂要求：国家线以上 

3 欢迎符合调剂条件的同学报考本学院。如有意向调剂的同学请尽快联系。 

联系人：佟老师，18345293661 

 

https://mp.weixin.qq.com/s/IHWsYNhb5yo6RTt2dxpZ9Q


79 广州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 刘鹏副教授团队 

1 拟招收生物工程或食品工程的专硕研究生调剂，拟开展的研究方向是淀粉消化

性能和计算机分子模拟。 

研究生待遇： 

1、优秀科研团队的专业、悉心指导 

2、英国、香港知名大学学者的远程指导 

3、优秀研究生每月丰厚助研补贴 + 论文发表奖励 

4、百万造价科研设备的实操 

5、每年一次学术会议 + 团建活动 

6、良好的读博和就业前景 

2 招生要求：初试数学（二），成绩较好 

3、联系方式：liu_peng@gzhu.edu.cn 

 

80 广西科技大学生化学院 

1 可调剂的方向：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22 轻工技术与工程； 

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36 生物工程；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1 生物医学工程 

0821 纺织科学与工程； 



0822 轻工技术与工程；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2 B 区 

3 咨询 QQ 群 768158517 

 

81 安徽科技学院 

食品加工与安全（095135）领域研究生，咨询服务 QQ 群号：569630843 

 

82 中北大学 

学硕，生物工程（083600）领域研究生，咨询电话：13546448693。 

 

83 陕西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一级硕士点 

还有部分名额，A 区国家线，须考数二。联系电话，13028457858。 

 

84 湖北民族大学 

化学与化工专业，应用化学，生物化工有大量调剂名额，B 区国家线。 

 

85 长沙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学硕和生物医药(食品专硕) 

长沙理工大学(食品，一级博点)；食品科学学硕和生物医药(食品专硕)还有

部分调剂名额，研究方向:畜产和风味组学研究。 

要求：A 区国家线，须考数二。 

联系方式：向老师，281946730@qq.com；13574323686 

 

86 五邑大学 天然药物开发及利用团队 

本团队主要研究方向是采用体内外药理研究模型，对岭南地区药食同源或中



药材植物进行以新结构和生物活性为导向的物质基础研究，以及天然资源来源保

健食品、公共卫生产品及功能化妆品的开发。近三年获批纵向项目 17 项（其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 项），经费 1228 万；横向项目 19 项，经费 583 万；发表 SCI

论文 75 篇；申请发明专利 36 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15 项（转让 2 项），授权软件

著作权 1 项；制定地方标准 2 项。 

需要化学、制药、生物、食品等相关专业调剂生若干名！ 

要求：初试考了数学，各科成绩和总分达到 A 区线。 

联系方式：金老师：邮箱 wyuchemjjw@126.com; qq：316436009；电话：

15017523457（微信同号）。 

 

87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工程大学有生物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学术硕士调剂名额，具体关注官网，

填报调剂志愿。 

 

88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香料香精化妆品学部  邵丽、马来记老师团队 

课题组研究方向：食品与化妆品生物技术，致力于美丽健康产品开发，打造从内

到外的美。 

主要研究领域： 

1.益生菌、益生元的开发以及在食品、化妆品方面的应用研究 

2.功能性生物大分子的发酵制备、结构和功能研究 

3.微生态与皮肤健康 

调剂要求：欢迎 食品、生物工程或生物技术相关专业同学； 对发酵工程、微生

物研究感兴趣的同学优先。 



联系方式：18502128539；QQ：113034764；邮箱：teamo-lily@163.com。 

 

89 河南科技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1 河南科技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术型学位研究生招收调剂现有充足的调

剂名额，调剂要求：过 A 类地区工学学硕国家线。 

2 联系方式：周老师，邮箱 251740744@qq.com 

 咨询电话 3040674，18737337872 

 

90 武汉轻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接受“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硕）”与“生物与医药（专硕）”两个专业的考研调

剂生，有意向的同学请加 QQ 群:1007948953。 

 

91 淮阴工学院 

调入专业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应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接收报

考工科 08 开头专业（化工制药类、材料类、环境类、生物类、食品类、轻工类、

矿业类等涉及化学教育背景专业优先）。 

初试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

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在全国统考命题科目中，英语一、英语二可

视为相同；数学一、数学二、数学三、数学（农）可视为相同）。 

联系电话：徐老师：15851736023，QQ:819374925 

 

92 云南农业大学 食品学院 功能食品和营养代谢 

有缺额，工学，咨询 QQ631734635 

  

93 浙江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学院 

mailto:teamo-lily@163.com


1 报名要求： 

（1）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 A 区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2）申请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应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 

2 联系方式： 

电话：0571-88813887，E-mail: hcyjs@zjut.edu.cn 

咨询 QQ 群：777460540（已满），932240164（已满），763329038 

3 化工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预报名链接：https://www.wjx.cn/vj/hcnyo5x.aspx

或扫描下面二维码报名 

 

4 官方信息：欢迎报考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 

https://mp.weixin.qq.com/s/uTEi52K6EE4NXC8pqNZPpg 做超链 

 

94 福建农林大学 材料工程学院  吴老师课题组 

考生要求： 

（1）初试报考工学（08 开头的学科）； 

（2）本科专业方向为：能源、化学、化工、食品、材料、环境 等。 

如有意向，请发送简历（PDF）至 2273660288@qq.com。 

在校学习期间待遇： 

（一）助学金 

1、国家助学金。涵盖所有全日制非定向硕士生，每生每年 7200 元。 

2、“三助”津贴。学校设置研究生“三助”（助教、助研和助管）岗位，津贴按学

https://mp.weixin.qq.com/s/uTEi52K6EE4NXC8pqNZPpg


校规定发放。 

（二）奖学金 

1、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科研成果显著、社会公益活动表

现突出的研究生。 

2、严家显奖学金。为缅怀前辈鞠育人才的业绩，奖励我校品学兼优、综合素质

特别优秀或在某一方面具有突出特长或贡献的研究生而设立的。硕士生每学年评

选 8 名，每生奖励 20000 元。 

3、学业奖学金。硕士生奖学金一、二、三等奖分别为 12000 元、8000 元、5000

元，评选比例 100%。 

（三）学校鼓励支持研究生努力学习、潜心科研，设立“优秀学位论文资助基金”

等资助项目，开展优秀学位论文、科研成果等评选活动，举办“研究生科技周”

等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鼓励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到高水平大学和科研

院所访学交流。同时，积极引入多种社会资源，对研究生的学习、生活进行奖励

和资助。 

（四）优秀全日制非定向学术学位硕士生二年级可以参加学校硕博连读选拔。 

（五）录取类别为定向(除“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外)的学生不享受国家

奖学金、国家助学金，不进行就业派遣。 

（六）非全日制研究生不享受国家助学金和学业奖学金，可带薪。 

以上奖励和资助以当年学校具体文件实施为准。 

 

95 湖北民族大学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王发松老师团队 

1 招收 1 名学术性硕士生。 

2 要求：报考专业必须是工学、本科阶段的专业必须是制药工程、药学、化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食品科学与工程、中药学等包含一定化学基础的专业。上国家

B 线者。 

3 申请调剂的学校与专业：湖北民族大学，生物化工专业。 

4 有意者直接发邮件到 QQ 邮箱：16145891。  

 

96 大连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大连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招收化学相关专业（高分子，有机化学，生物，

食品等相关方向）研究生 2 名； 

1 研究方向：活性聚合，生物酶催化聚合，石墨烯基纳米复合材料，聚烯烃功能

化； 

2 情况说明：（1）原则上要求本科专业为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专业的考生，具有有机或聚合物合成经验者优先考虑； 

（2）全国研究生统考考试分数总分和各科目分均超过 a 类地区分数线，具有数

学（二）及以上成绩（此项必需满足）； 

（3）英语成绩达到六级及以上者优先考虑； 

（4）调剂到本组后可到吉林大学、中国科学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进行联合培养； 

（5）除国家和学校奖学金外，课题组将根据学生读研期间表现给与一定补助。

有意向者请将个人简历及各科考研成绩发送到以下邮箱（一定标注清晰个人详细

信息及联系方式）。 

3 联系方式：王老师， 电话： 18840865176 （微信同步）；邮箱：

wangshuweiowen@163.com。  

 

mailto:wangshuweiowen@163.com


97 江苏省盐城工学院 杨秀丽课题组 

盐城工学院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招收化学、化工、材料、环境、生物、食品、

制药等相关专业调剂生，招生要求总分分数过 A 区国家线，单科过国家线，欢

迎感兴趣的同学咨询。 

咨询方式：微信 18437925610，QQ：907357043 

导师简介：杨秀丽，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化学系硕博连读，《Chinese 

Chemical Letters》（中国化学快报）、《Rare Metals》、《稀有金属》青年编委。先

后担任盐城工学院建材研究院副院长，江苏省新型环保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主持

工作），校团委书记。入选江苏省 “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江苏省 “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江苏省科协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

程培养对象，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科技副总，首届江苏建材行业

青年技术能手，“2311”高层次人才-黄海学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

科技部国际杰青计划项目 4 项，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等其他项目 9

项。在 J. Am. Chem. Soc.，Adv. Funct. Mater.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 SCI 论文 40 多

篇，论文影响因子大于 10 的 8 篇，他引 1500 多次，H-指数 23，部分研究成果

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Hot Articles，并被 Materials Views China、X-MOL、

Bio-sensors 等多家科研网站亮点报道。已取得授权发明专利 17 项，其中美国发

明专利 1 项。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江苏省化学化工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

奖、江苏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三等奖、江苏省科技创业大赛优秀团队等

多项奖励。 

科研方向介绍： 

（1）环境分析 



研发新型功能检测材料，实现对各类痕量环境污染物的高效分析检测，开发新型

高通量、高灵敏、快速准确的化学传感器和智能电子鼻。 

（2）环境净化 

设计合成新型（光）催化剂，实现 CO2 光催化转化、光催化水产氢，以及对废

水污染物、甲醛等 VOCs 等空气污染物的高效催化净化。 

（3）功能新材料 

开发新型功能（手性）MOFs 材料、LED 发光材料、光致变色材料、溶致变色材

料、光电转换材料等。 

其它信息： 

招生专业目录 http://yjsc.ycit.edu.cn/info/1012/1676.htm 

盐城工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http://yjsc.ycit.edu.cn/info/1012/1667.htm 

参考书目及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http://yjsc.ycit.edu.cn/info/1012/1677.htm 

调剂、面试流程等其它信息详见盐城工学院研究生处 “招生就业 ”栏

http://yjsc.ycit.edu.cn/zsjy.htm 

 

98 河北大学 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河北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生物与医药专硕学位，有调剂名额，接受第

一志愿报考专业是工科(专业代码 08 开头)的考生调剂。 

调剂工作 QQ 群：101165583，邮箱（附简历）：fenxihbu@163.com 

 

99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食品风味调控创新团队 

一、招生专业 

1 轻工技术与工程（全日制，学硕） 

   香料化学与香精技术、发酵工程、食品资源与风味化学 

mailto:fenxihbu@163.com


2 生物与医药（非全日制/全日制） 

不区分研究方向，根据每位同学的专业背景及爱好结合课题组发展进行调整 

二、导师 

田怀香教授、于海燕教授、陈臣教授、黄娟讲师、袁海彬讲师、娄新曼讲师 

三、联系方式 

     

四、官方更多信息，请点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食品风味调控创新团队 招收

2022 级调剂研究生  

https://d.eqxiu.com/s/OIwTaJMu?eqrcode=1&share_level=1&from_user=202203144

21c8f32&from_id=ca2bb2dd-4&share_time=1647245786776 做超链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2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五发布，50~67 号，共

计 17 条信息 

50. 北京化工大学功能食品与绿色生物制造课题组 

一、课题组介绍 

https://d.eqxiu.com/s/OIwTaJMu?eqrcode=1&share_level=1&from_user=20220314421c8f32&from_id=ca2bb2dd-4&share_time=1647245786776
https://d.eqxiu.com/s/OIwTaJMu?eqrcode=1&share_level=1&from_user=20220314421c8f32&from_id=ca2bb2dd-4&share_time=1647245786776


课题组主要围绕功能食品和生物质高值化利用（包括生物能源、生物产品、生物

基可降解材料等）等方面的科研与教学工作。近年来，作为项目主持人，承担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计划项目子课题、国家“863”重点或重大项目子课

题、国家支撑项目子课题、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湖南省重点专项子课

题和企业委托课题等多项课题，经费充足。课题组研究生毕业时均有科研论文发

表，为学生今后选择申请国内外高校攻读博士生奠定了基础。 

二、导师简介 

刘云，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承担国家级、省部

级科研课题多项，经费充足。在 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Green Chemistry, Applied Energy,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等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 70 余篇；目前已培养硕博士生 20 余名。 

三、招生专业 

081703 生物化工、082200 轻工技术与工程、083201 食品科学、083200 食品科学

与工程、086000 生物与医药、085235 制药工程、085238 生物工程、071010 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071005 微生物、071079 食品生物技术等。 

四、招生要求 

初试成绩 310 分以上，考数学。有相当扎实的英语功底，对科研感兴趣。 

五、联系方式 

愿意调剂的学生将简历发送至 liuyun@mail.buct.edu.cn。手机号 13716911597；

QQ 744285805。 

 

51 东北农业大学文理学院许晶教授团队 

应用化学与生物医药专业招收调剂硕士研究生，学硕和专硕均有名额。 



1 调剂要求：要求最好具有化学、食品等相关研究背景，学硕需要数一或数二成

绩，报考专业代码 08 开头；专硕不需数学成绩。 

2 联系方式：金老师邮箱：jinhua@neau.edu.cn ，QQ：35624525  

 

52 南京工业大学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应汉杰教授课题组 

1 团队简介 

应汉杰教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万

人计划”、科技部首批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全国优秀教师、南京市十大科

技之星、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课题组现下设:1)生物催化;2)生物质精炼;3)生物基材料;4)辅因子工程;5)分离

工程;五大研究方向。 

欢迎生物、化学、化工、有机合成、催化、高分子材料等背景的学生加入。实验

室科研氛围良好，人际关系融洽,拥有完善的分析检测平台条件和雄厚的科研实

力,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课题组。 

2 联系方式：有意向加入本课题组的同学,请将“姓名+本科学校及专业+报考专业

+初试成绩 +是否过 6 级 +联系方式 +有意向的方向 ”发至陈老师邮箱

chentianpeng@njtech.edu.cn，谢谢！ 

 

53 东北农业大学文理学院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 

一、 学术型硕士：生物与医药专业硕士 1 名 

二、 调剂要求： 

1.分数要求：总分及各科分数均达到国家线； 

2.报名条件：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硕：初试须报考 08 工科学科目录，考试科目需



含：英语、数二（含数一）必考，其他科目化学相关； 

3.生物与医药专业硕士：初试须报考 08 工科学科目录，化学或生物相关专业。 

三、联系方式：qq群 593392708，发送简历和调剂申请表至 baijingwen@neau.edu.cn

（ 调 剂 申 请 表 百 度 网 盘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akQlX3DKtN0OHjbnxVdYXg?pwd=dkwg 提取码: dkwg） 

 

54 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 

1 缺额专业：食品科学与工程（学术型）、食品工程（专业型）、发酵工程（专业

型）有调剂名额 

2 联系方式：罗老师、莫老师：0771-3275164，qgyzb126@163.com 

 

55 海南大学万逸教授课题组 

1 调剂要求：：09 开头招收方向：微生物、分子生物学，水产、渔业，微生物技

术 

2 联系方式：微信号：17816082439 

 

56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王凯老师团队 

1 调剂专业：083201 食品科学、095135 食品加工与安全 

2 硕士类型：学硕 

3 初试科目： 

1、食品科学（食品质量与安全）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③

302 数学（二） ④812 食品化学 

2、食品加工与安全（食品安全控制技术）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 

③341 农业知识综合三④841 食品加工工艺学 



4 要求：300 分以上，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在同一学科门类（08 工学 09 农学

门类）范围内（专业代码前 2 位须相同）。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

相近。欢迎有志于蜜蜂及蜂产品学研究感兴趣的本科生报考。本科阶段需有一定

科研实践基础。 

5 导师简介：https://iar.caas.cn/rcdw/jcrc/226186.htm 王凯，男，2016 年 7 月至今

就职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现为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蜂产品质量

与风险评估创新团队科研骨干，主要研究方向为蜜蜂及蜂产品学。先后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动物营养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等课题。近五年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其中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0 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 10.588）。

以第一发明人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6 项、副主编著作 2 部，2019 年入选中国农

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香山英才”。 

6 联系方式：有意者请把个人简历、考研成绩、本科成绩（含四六级成绩）等材

料发送至: wangkai@caas.cn 

 

57 大连工业大学食品与材料交叉学科 

1 团队简介：因依托国家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从事基于功能纳米材料的

食品安全控制研究，为食品与材料的交叉学科，且目前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故欢迎对食品与材料交叉学科研究感兴趣的同学调剂。 

2 研究方向：（1）光电功能纳米材料；（2）纤维复合材料。“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硕、“纤维复合材料”学硕和“材料与化工”专硕 

3 要求：（1） 必须考数学（数学一或二），且达到国家 A 类地区工科分数线。 

       （2） 专业可为无机材料、材料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电化学、



材料物理、纳米材料、光电材料、半导体材料、高分子材料、金属材料、新能源

材料、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等！ 

4 研究方向：E-mail: 5280666@qq.com（考研成绩及+个人简历） 

 

58 苏州科技大学的王桃云老师课题组 

     工科（考研科目中一定要有“数学”，可以是生物、食品、医药等专业的学

硕、专硕），有一定有机化学实验基础和英语基础良好的同学将会优先考虑。 

     研究生每月的科研津贴包括：学校补贴+课题组补贴。另外，学校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一年级（新生）学业奖学金，凡第一志愿报考我校且上线录取的奖励

标准为 10000 元/生·年，调剂录取的奖励标准为 8000 元/生·年。 

    研究方向：天然产物活性成分提取、分离纯化与活性及其作用机制及药用植

物内生菌分离筛选、应用研究 

欢迎感兴趣的同学将自己的简历（如有，请提供大学成绩复印件，个人简历）

和考研成绩（注明是否考了“数学”，学硕、专硕，是否过六级）等关键信息发送

到邮箱：838669145@qq.com 

 

59 山西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已公布，现将同学们咨询较多的问题进行

解答，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欢迎大家到我校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1.专业招生名额。教育部尚未下达 2022 年招生计划，网上公布的招生计划仅供

参考。一般情况招生名额不变或会略有增加。 

2.是否有调剂名额。我校除农村发展、农业管理、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信息科

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风景园林（专硕）专业没有调剂空间，其他专业均

mailto:838669145@qq.com


需接收调剂（最终以正式调剂公告为准）。 

3.调剂有何要求。考生可参考《2021 年各学科专业接受调剂专业范围要求》，

http://grs.sxau.edu.cn/info/1076/2232.htm。积极关注最新公告。 

4.如何调剂。调剂工作统一在全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系统开放后，在系统内

报名。 

5.调剂时间。预计国家线 3 月中旬发布，3 月 20 号左右调剂，关注研全国研究生

招生信息网信息。 

6.如何复试。在疫情防控常态下，采取线上复试方式。 

7.食品学院联系方式：刘老师，电话 0354-6288325，邮箱：sxndspltt@163.com,QQ

群: 

 

60 西南林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林业生物质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国家地方

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1 研究方向：生物基柔性响应材料、碳基光电材料，生物基高分子材料，储能功

能材料，生物质催化热解、生物基定向吸附碳材料。 

2 调剂要求：招收调剂工科研究生，具有 化学、高分子材料、食品化学、生物

化学、制药等相关化学背景的学生，第一志愿要求 工科 类硕士研究生。 

我校为 b 区高校，按 b 区线招收研究生。 

3 联系方式：liucan_2003@163.com，联系时请重点介绍：本科院校，本科就读

专业，四六级情况。研究生报考院校、专业，考试具体科目和成绩。 

 

61  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技术学院 

接收预调剂的专业见下表。有意向调剂的考生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填写《2022

mailto:liucan_2003@163.com


年轻工科学技术学院预调剂信息表》，发送至相关老师邮箱。 

 

备注：我院只招收初试外国语为英语的考生调剂，不接收非英语考生调剂申请。

我院不接收未参加 “数学”科目考试的考生。 

 

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

相近，其中统 考科目原则上应相同。 

 

复试科目及参考书目请查看：http://yjs.btbu.edu.cn/zsgz/sszs/index.htm 轻工科学

技术学院调剂工作将在教育部调剂系统开放后进行，所有调剂考生必须登录中国

研究生 招生信息网调剂服务系统报名。请有意调剂的考生及时查看北京工商大

学轻工科学技术学院网站。 

 

轻工科学技术学院研究生办公室的联系方式： 

学院网址：http://qgxy.btbu.edu.cn/ 



 

联系电话：010-68985235 王老师 

邮箱：wangzhao@btbu.edu.cn 

微信公众号：BTBU 轻院小研 

 

特别说明：有关调剂政策和复试录取政策最后以教育部下达通知为准。欢迎

广大考生积极调剂到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技术学院！ 

附：调剂信息表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SHFp_D2dYjDrC9WVShgRA 

 

62 浙江农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一、导师团队介绍及研究方向 

团队目前主持国自然面上项目 1 项，青年项目 1 项，省部级三项，SCI 收录 30

余篇。 

团队研究方向： 

（1）食品安全快速分析工作，近年研究方向侧重于基于新型仿生识别材料技术

以实现食品安全分析快速分析研究、新型纳米材料制备以及生物传感器技术开发。

发展出多种食品污染物检测试纸与微流控芯片。 

（2）食品污染物仪器分析与前处理，基于新型前处理材料发展仪器分析技术，

表面增强拉曼光谱、MOLDI-TOF 质谱分析等。 

二、招生调剂专业 

（1）学术型硕士：今年以招学术型硕士为主，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1-2 名（专

业代码：083200） 

（2）专业型：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2 名（专业代码：095135） 

三、初步调剂原则 



（1）调剂志愿与第一志愿相近或相同。 

（2）学硕要求数学成绩＞90 分。 

四、联系邮箱 

40293866@qq.com 

邮件标题：姓名+本科学校专业+报考学校专业+总分。 

邮件内容：考研成绩、个人简历以及本科相关成绩信息。 

 

63 深圳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何庆华老师团队 

 1 何庆华老师介绍：https://chem.szu.edu.cn/szdw/jxdanwe/spkxygcx/fjs/hqh.htm 

2 调剂要求： 

    何庆华老师研究组 2022 年拟招收硕士生 2-3 名。 

    要求初试总分 300 分以上（具体要求以深圳大学官网为准）。 

    调剂本科专业要求：食品科学、食品安全、饲料学、动物营养学、动物科学、

动物医学、水产等方向。 

    调剂专业：材料与化工 

3 有联合培养机会： 

（1）食品安全方向：与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吴永宁研究员联合培养。 

（2）营养学与饲料学方向：与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印遇龙研究员

联合。 

课题组与深圳市农检中心、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

圳海关等单位具有合作关系 

4 联系方式：595762849@qq.com(优先）、459070049@qq.com 

 

64 石河子大学食品学院 



专业名称：食品科学与工程（083200） 

研究方向：食品科学 

学术类型：学硕 

学习方式：全日制 

调剂名额：4 人 

咨询群：651797587 

 

65 南京工业大学生工学科生物分离与生物催化课题组 

1 调剂名额：生 2-3 名， 

2.调剂要求： 

生物化工/生物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毕业生 

踏实勤奋，对科研有兴趣，积极主动 

3. 联系方式，QQ：242812212，备注姓名和学校。 

 

66 兰州理工大学生物资源开发与环境健康研究团队 

 1 团队简介：本团队现有教授 1 人，副教授 2 人，讲师 3 人，硕士生导师 4 人，

研究内容包括浓香型白酒酿造（窖泥、大曲）微生物工程、地理标志农产品资源

深度开发与功能评价、新型绿色智能（活性）食品包装膜、农产品加工副产物转

化利用、生物质生化转化及可再生能源等方向，在兰州百合、食用菌、药食兼用

资源、农副产物综合利用等方面取得丰硕研究成果。团队先后主持承担或参与完

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特别资助、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面上资助、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甘肃

省知识产权计划等项目 20 余项，累计科研经费 400 余万元，发表学术论文 15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 5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14 项，主编或参编专业类教材 8

部，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科研奖励 6 项。 

2 调剂要求： 

     欢迎具有生物工程、生物技术、食品科学与工程等专业背景的本科生调剂

至本团队。 

     接收调剂生专业：生物工程专业（代码 083600，学硕）。 

 具体调剂要求： 

（1）申请调剂的考生一志愿为学硕，初试科目考数学（国家统一命题）。统考科

目相同，非统考科目相近。 

（2）初试成绩总分、单科成绩均需达到 2022 年国家 B 区复试分数线，总成绩

280 分以上者优先，通过英语六级者优先。 

（3）国家分数线公布后，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系统进行填报，根据

团队名额择优录取，录满为止。 

3 联系方式：有意愿的考生可以发送详细个人简历至邮箱 459005317@qq.com（非

诚勿扰），并加入学院研究生招生 QQ 群 139044696 了解相关信息。 

 

67 河北科技大学生物工程专业 

学硕名额：8-10 个； 

调剂要求：考数学且通过国家线； 

联系方式：jlliu18@126.com。 

 

mailto:jlliu18@126.com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2 年 3 月 8 日星期一发布，18~49 号，共

计 31 条信息 

18 吉林农业大学发酵工程二级学科 

有少量调剂名额，为工学硕士学位，初试科目要求必须为国家统考数学。联系微

信:774823189。 

 

19 广西科技大学生化学院 

招收食品，生物，制药，化工和纺工调剂生（一志愿 08 开头），要求统考数学，

咨询 QQ 群 768158517。 

 

20 兰州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1 调剂要求： 

申请调剂的考生一志愿报考专业为生物工程（代码 0836）、生物医学工程（代码

0831）、食品科学与工程（代码 0832）、轻工技术与工程（代码 0822）等。 

申请调剂的考生一志愿为学硕，初试科目考数学（国家统一命题）。统考科目相

同，非统考科目相近。 

申请调剂的考生本科阶段所学专业须为全日制生物工程、生物制药、生物技术、

食品科学与工程、发酵工程、制药工程等。 

2 联系方式 

学院研招办电话：0931-2973369 蒲老师、王老师 

电子邮箱：gdqg@lut.edu.cn 

QQ 群：139044696 

3 官方链接： 2022 年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调剂通知



http://shengming.lut.cn/info/1018/4938.htm 

 

21 淮阴工学院材料与化工（专业型） 

淮阴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现有部分调剂名额 

一、接受调剂专业及名额 

化学工程学院  085600 材料与化工（全日制，专业学位） 01 化工工程 02 材料

工程 需 50~70 名调剂生        

二、调剂要求   

1.达到国家一区复试基本分数要求。 

2.调入专业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应在同一学科门类范围内。接收报考

工科 08 开头专业（化工制药类、材料类、环境类、生物类、食品类、轻工类、

矿业类等涉及化学教育背景专业优先）。初试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

相近，其中初试全国统一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在全国

统考命题科目中，英语一、英语二可视为相同；数学一、数学二、数学三、数学

（农）可视为相同）。 

三、联系方式 

单位代码：11049 

单位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枚乘东路 1 号 

学校主页：http://www.hyit.edu.cn 

研究生处主页：http://gd.hyit.edu.cn 

联系部门：淮阴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 

联 系 人：吴老师          手机号码：15996156330 

调剂交流 QQ 群：299468531 



QQ 号：1029660195 

 

22 阜阳师范大学蔡健教授团队  

蔡健，男，中共党员。阜阳师范大学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硕士

研究生导师，生物科学专业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分子生物学、植物遗传

与分子育种、中草药药效成分生物合成分子机制研究。主持纵向横向科研课题

20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长期与浙江农业科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进行密切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并且联合交流、培养研究生，2022

年有招生硕士研究生名额。 

 

研究方向：接收 2021 年生物学（植物学方向）考研调剂生  

（1）植物代谢调控与代谢工程 (2)中草药药效成分生物合成分子调控机制 

（3）植物分子育种 

电话：15805583071 

电子信箱：fycaijian@163.com 

 

研究项目：  

1. 2018 年度安徽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白藜芦醇和褪黑素对小鼠卵泡发

育主要调控因子 tgf-β 的作用机制研究（kj2018a0352，经费 8 万）。 

2. 2016 年度阜阳市政府—阜阳师范学院横向合作科研项目：外源添加褪黑素对

益生菌发酵大豆酸乳工艺条件优化的研究（xdhx2016027，经费 32 万）。 

3. 安徽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现代农业种植及生态农业旅游

示范基地建设（ s201707d07050017，经费 30 万）。 

4. 2018 年 11 月与阜阳欣荣食品有限公司签约合作项目：“淮香“牌原磨豆奶研制、



开发（签约经费 1000 万，周期 5 年，合同编号：000201811011，前期建设经费

已经到账）。 

5. 2018年与临泉县木一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合作获批科技部第三批“木一新创

天地”项目（经费 120 万）。 

6.不同植物源糖浆的制备及转基因检测（协议号：000201811018，经费 11 万）。 

7. 《遗传学》课程教学团队建设的研究（2016pptd04）。 

8.2020 年安徽省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基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地方高

校新农科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9.2021 安徽省林业厅项目“芍药属新品种培育（ahlycx-2021）” 

 

23 天津科技大学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精细化工与材料课题组 

一 、团队简介 

    团队重点关注植物功能成分制备及利用、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高效分离及转

化、木质素构效作用机制分析及木质素基功能材料开发。目前固定人员 4 人，其

中博士生导师 2 名、硕士生导师 4 名，包括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霍英东青年

教师奖获得者、天津市特聘教授、天津市有突出贡献专家、131 第一层次人选、

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优秀人才、国家及天津市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入选者。 

    团队现有博士后、博士、硕士研究生 40 余名。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天津市科技支撑重点项目及企业合作项目 10 余项。近五年在

Advanced Materials、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Chemistry of Materials、Green Chemistry 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200 余篇、授权发

明专利 10 余项、出版中英文专著 3 部。研究成果曾获全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



一等奖、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梁希论文奖等。团队成员具有轻化工程、

材料化工、生物工程、食品科学、林业工程、环境工程等多学科背景。 

    团队与美国奥本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加拿大新布伦瑞克

大学、德国马普所、芬兰奥博学术大学、韩国江源大学、中国科学院、军事科学

院等国内外高校及研究所具有紧密的合作关系。近五年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自助出

国攻博 6 人、出国联合培养 2 人。 

二、招生要求（082200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硕） 085600 材料与化工（专硕））： 

1、成绩达到国家线以上，具有化工、化学、材料、高分子等相关专业基础； 

2、热爱科研，吃苦耐劳，具有团队合作意识和进取精神； 

3、具有一定的英语读写能力，具有一定的绘制图表能力； 

4、一志愿为工学专业，考数二。 

 

三 、联系方式（可发送简历）：dailin@tust.edu.cn 

 

24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原佛山大学）渔业发展专业 

本团队由现有 1 名博士生导师，5 名硕士生导师，均拥有博士学位，承担了包括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重点研发计划、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多

项纵向及企业横向项目，拥有多项国家授权发明专利，研究经费充足，生活补助

高！欢迎有志同学加入！ 

一、基本要求 

拟招收研究生要求如下： 

1、本科专业：生物工程、生物科学、生物技术、水产养殖、兽医、畜牧、动物

科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 



2、 报考专业为 09 开头。 

3、 报考专业与我校招生专业相同或相近，考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目

原则上相同。 

其他具体调剂信息详见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研究生处官网。 

2022 年招生方向： 

水产育种、水产病害防控、水产分子营养、水产营养与饲料 

二、奖/助学金政策 

具有丰厚的奖助学金政策，欢迎官网查询 

三、联系方式 电话 15625138112 邮箱：782129849@qq.com 

请有调剂意愿的同学请将个人简历、初试成绩等材料发至上述邮箱。（请注明姓

名、初试专业、各科目的成绩、学硕专硕等信息） 

 

25 五邑大学生物科技与大健康学院彭金宝教授团队 

欢迎化工、制药、食品、环境、生物等相关专业的学生调剂！ 

一、 调剂专业与招生人数专业 

085600 材料与化工 接受调剂若干名 (要求：初试考数学，各科成绩达到 A 区线，

总分过 A 区线) 

（对有机化学有浓厚兴趣、初试考有机化学的同学优先） 

（085600 材料与化工方向一定考数学！一定考数学！一定考数学！） 

二、联系方式：张老师：wyuchemzxz@126.com; 19806439800; 

三、导师简介： 

1 彭金宝，博士，教授，珠江学者。兰州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加拿大女王大学博

后。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合成药物中间体的新方法以及生物活性药物分子的合成等



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事碳正离子重排反应、过渡金属催化的羰基化反应的研究。

近五年共发表论文 54 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 Chem. Rev.; Angew. 

Chem. Int. Ed.; Chem; ACS Catal.; Comms. Chem. (Nature 子刊); Org. Lett.等国际

一流化学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29 篇, 其中高被引论文 2 篇。 

2 马爱军，博士，特聘教授。本科就读于兰州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

机化学研究所工作，合作导师林国强院士。2008 年考入兰州大学攻读硕博连读

研究生，师从涂永强院士，从事天然产物全合成工作。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

学中心博士后。期间完成了复杂天然产物 Kigamicin 的全合成研究。此外，已完

成 67 篇 SCI 学术论文的审稿工作，包括英国皇家化学会最大的通用化学通讯期

刊《Chemical Communications》、爱思唯尔旗下的期刊《Tetrahedron Letters》和

《Tetrahedron》等。 

3 张祥志，博士，五邑大学特聘教师。主要从事有机合成方法学、不对称催化以

及天然产物全合研究。博士研究生期间在 J. Am. Chem. Soc., Org. Lett., Chem. 

Comm.等期刊上表高水平 SCI 论文 9 篇。2016 年获得兰州大学“三好研究生”称

号；2017 年获得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8 年获得兰州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

称号。 

四、报考优势 

参考官网招生信息： https://www.wyu.edu.cn/swjk/info/1038/4083.htm 

 

26 青岛科技大学海洋学院车红霞副教授团队 

现接受总分及单科分达到 A 类工科国家线的调剂。 

一、导师介绍： 

车红霞，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特聘崂山学者，硕士生导师。 



1.研究方向： 

（1）海洋源活性物质提取纯化； 

（2）活性物质营养功效评价及构效关系研究； 

（3）活性物质稳态化体系建立。 

2.近期科研项目： 

 (1)山东省自然科学青年项目：DHA/EPA-虾青素酯的消化吸收特征及其与肠道

菌群的相互作用关系（ZR2020QC236），2021.01-2023.12，主持，经费 15 万元，

在研。 

(2)北京工商大学食品风味化学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传统虾酱中优势微生物赋

香机制与产品风味响应（SPFW2019YB01），2019.07-2020.07，主持，经费 5 万

元，已结题。 

(3)青岛科技大学高层次人才启动基金，主持，经费 20 万元，在研。题 1 项。 

3.论文成果： 

已发表论文共计 20 余篇，其中多篇论文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在

Research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s，Food and Function.等国际知名期刊。 

二、本课题组招生专业及初试科目要求：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硕）：英语一、数学二        

生物与医药（专硕）：英语二、数学二 

欢迎优秀学生调剂到青岛科技大学，有意向的同学可以将个人简历发送至下

方邮箱，个人简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考研初试分数，大学期间科研经历，大学

成绩绩点水平，英语和计算机水平等。 



联系方式：chechehongxia@163.com（车红霞） 

 

27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余乃通硕导，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刘志昕硕导，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挂靠招生单位如下：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微生物学（导师：刘志昕）。 

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导师：余乃通）/植物科技学院（导师：刘志昕）。 

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导师：余乃通，刘志昕） 

 

实验室主要从事植物病毒学、水产病毒学研究。有意向的同学请将简历发到老师

邮箱。 

导师联系方式：yunaitong@163.com。 

除了国家和学校奖金或补助外，进研究所补助另有补助。 

 

28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生物催化与生物制药课题组 

1 课题组介绍： 

课题组成员为国内知名大学或中科院研究所博士毕业，均有博士后或海外留学经

历。团队由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徐毅教授领衔，主要从事生物催化与绿色生物制药

方向的研究，研究领域包括医药工业酶的发现、改造及其在医药产品绿色合成中

的应用。课题组综合运用生物信息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产酶基因工程菌的构

建、改造和发酵、酶或细胞固定化、医药产品和中间体的生物合成、生物反应器

工程和产业化应用等，先后承担科技部 86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留

学回国人员基金、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和多个医药企业的产学研联合课题。实验

室各种仪器设备齐全，科研氛围良好，化工学院也有分析检测中心，可以很好地



满足日常科研所需。发表 SCI 学术论文 2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15 项。毕业生多

在药明生物、上药集团等知名药企工作或进一步深造，薪资待遇高、就业机会多。 

2 调剂分数：需满足单科和总分均达到国家统一规定的A区硕士生复试资格线； 

3 调剂专业： 

3.1 制药工程（学硕）：可调剂专业为工学，如制药工程、生物化工、轻工技术与

工程、化学工程、应用化学等考过数学的专业。 

3.2 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可调剂专业为工学，如生物与医药（专业学位）或

者工学相关专业（学硕、专硕均可）。 

    本科专业背景为：生物技术、生物制药、生物工程、食品、制药工程、化学

工程、精细化工、应用化学等相关专业。能吃苦耐劳，英语或数学成绩好者优先

考虑。 

4 联系方式： 

请发送“简历及考研分数情况”到联系老师邮箱，邮箱主题请注明：【调剂】+姓名

+总分+是否考高数+毕业院校。包括：考研单位名称，考研专业名称和代码，初

试科目名称和成绩；个人简历；本科成绩单；所获各类奖励、成果或证书电子版。 

联系老师：徐毅老师， 邮箱：xuyi@sit.edu.cn，1633403467@qq.com 。 

吴小梅老师，邮箱：27026923@qq.com。 

马宝娣老师，邮箱: mbd2966@sit.edu.cn。 

（导师简介见 https://www.sit.edu.cn/2015/0312/c13002a155268/page.htm） 

5 有关学校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政策和复试信息，请参考往年政策，并及时

关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最新消息。★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https://gs.sit.edu.cn/main.htm 

 



29 湖北工业大学袁江兰团队 

湖北工业大学袁江兰团队招一志愿或调剂学生，可招食品科学与工程、农产

品加工与贮藏、生物医药研究生 

导师简介： 

袁江兰，女，博士，教授，硕士、博士生导师，食品安全师，《中国生物工程杂

志》审稿专家。主要研究食品蛋白质分子相互作用机理及其资源综合利用，开发

食品蛋白深加工技术和产品。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近 50 篇，其中以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发表 sci/ei 收录论文 10 篇，申请专利 2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1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 项。官网简介：

http://yjs.hbut.edu.cn/contents/714/17395.html 

联系方式： 

师姐 qq:3346685281 

师兄 qq:984361001 

 

30 五邑大学刘磊老师团队 

一、导师信息：刘磊， 研究员， 特聘教授，  生物科技与大健康学院农产品加

工与品质调控方向负责人。 

获广州市珠江科技新星、广东省百名博士博士后创新人物、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十

佳杰出青年科技人才等荣誉称号。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专利银奖、中国专利优秀奖等奖励 10 项，在国内

外权威期刊发表科研论文 100 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30 余件。 

二、科研方向 1. 食品化学  2. 食品加工技术 

三、招生人数：3 人 



四、调剂要求： 

1、原专业要求：食品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生物、药学、微生物等理工科专

业均可（要求考试科目必须包含数学 1 或数学 2）； 

2、招收学院：生物科技与大健康学院（学硕、专硕均可）； 

3、热爱科研、品行端正，具备食品化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背景者优先，化

工、材料专业的学生亦可考虑。 

五、联系方式 

    请有意向的同学务必将简历作为附件发送到：54763948@qq.com，QQ

（54763948）（刘老师）。 

六 、 2022 年 研 究 生 复 试 信 息 请 参 考 学 院 网 址

https://www.wyu.edu.cn/swjk/info/1038/4083.htm 

 

31 天津商业大学阮海华教授团队 

阮海华，女，教授、硕士生导师(个人简介链接 https://baikebaidu.com/item/阮海华

/8433980?fr=aladdin] 

1 目前的研究方向: 

1、益生苗(乳酸菌)基因编辑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2、微生物来源功能酶的开发和利用。侧重于新型微生物功能酶的筛选、分离、

纯化、鉴定及其在原核和真核细胞中的表达与应用。 

3、食源性肠道病原微生物沙门氏菌的感染机制研究。侧重于泛素化和磷酸化等

蛋白质翻译后修饰在沙门氏菌 T3SS 效应蛋白(Effector)调控宿主细胞免疫反应的

分子机制研究。 

近万年丰持国家白然科学基金 3 项、省部级项目 5 项，发表 SC 论文十余篇，获

得接权发明专利 3 项 



2 调剂要求：本科为生物专业，课程要有生物学知识背景，熟悉生物化学，微生

物学等专业知识，吃苦耐劳，有较好的的团队合作精神。 

考研一志愿为工学，考数二 

3 联系方式：微信：h320551867 

 

32 阜阳师范大学兰伟团队/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联合培养 

阜阳师范大学 安徽省功能性果饮生态发酵工程研究中心、安徽省“115”产业创新

团队带头人兰伟研究员课题组计划招生 2022 年生物学考研调剂生，欢迎对生物

科学、食品加工及相关专业感兴趣的同学加入。 

一、剩余名额：4-5 人 

二、团队师资及研究方向 

    兰伟研究员课题组现有教授 2 人，研究员 1 人，博士后 1 人，博士 6 人，硕

士 3 人，在读硕士生 6 人。主要研究方向：（1）水果保鲜及果酒加工；（2）功能

性果饮研发及产业化（3）水果加工副产物高值化、综合化利用；（4）生物教学

法。 

三、团队带头人 

     兰伟，男，研究员，博士生，硕士生导师。现任科技部“三区”科技特派员、

安徽省第十批“115”产业团队带头人、安徽省科技厅农业科技专家大院首席专家、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安徽省高层次领军人才、中国果

酒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高级顾问。先后被授予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科技部表

彰、安徽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安徽省“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阜阳市杰出人

才奖、阜阳市政府特殊津贴、阜阳市最美科技工作者、“感动校园十大人物”、“师

院好人”、“阜阳好人”等荣誉称号。 



     兰伟先后荣获 2014-2016 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国家林业局梁希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2019 年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安徽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安

徽省教学成果三等奖、安徽省优秀青年科技创新奖、阜阳市科学技术奖突出贡献

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多项奖励。先后主持国家星火计划项目、国家行

业标准制定项目、安徽省重点研发项目等 38 余项，培育草莓、月季等经济作物

新品种 14 个，在《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Bangladesh Journal of Botany》、《园艺学报》等核心期刊发

表论文 51 篇，授权专利 95 项，出版著作 7 部，主持及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国家

行业标准 10 项、主持制定省地方标准 8 项，在研经费 350 余万元。 

四、联合培养单位简介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创建于 1955 年 2 月，是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久

的从事食品、生物工程研究与开发的科研机构。研究院拥有国家级中国工业微生

物菌种保藏中心（cicc）、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全国食品发酵标准化中

心、全国食品发酵工业科技情报信息中心、国际培训中心和发酵行业生产力促进

中心等机构，还是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培硕士可在研究院开展相关实验研究。 

     热忱欢迎你的加盟！现接收 2022 年生物学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调剂生！另外，

接收 2022 年生物学科教学专业 1-2 名专业硕士调剂生！欢迎申报调剂！ 

五、联系方式 

有 意 向 的 同 学 可 将 个 人 简 历 和 初 试 成 绩 发 至 邮 箱 ： 石 老 师

373749061@qq.com、周老师 1360373085@qq.com 

 

33 青岛科技大学-海洋生物与健康食品团队 

青岛科技大学 “海洋生物与健康食品”团队接收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硕、生物与医



药专硕调剂生约 8-12 人。   

招生单位： 青岛科技大学 海洋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招生导师：董秀芳 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招生方向：生物、食品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一、导师介绍： 

董秀芳，本硕博均毕业于大连工业大学，师从朱蓓薇院士。2020 年 09 月以第五

人才层次引进青岛科技大学，现为海洋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海洋科学教研室教师。

主要从事水产品精深加工，水产品生理活性物质相关研究。主持山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1 项，参与国家、省部级项目 4 项，在《Food Chemistry》、《Food Research 

International》《LWT-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等高水平 SCI 期刊发表论文

13 篇，发表 EI 论文 1 篇，参与的授权发明专利 7 项。 

二、调剂专业 

082200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术学位（3 年）全日制 

0860 生物与医药专硕专业学位（3 年）全日制与非全日制 

调剂考生需符合以下条件：1、初试成绩达到国家规定的一区 a 类考生国家初试

合格线。2、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3、考生初试科目须与调

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目原则上应相同。调剂时数学一、二、

三和英语一、二可由高向低调剂，不可由低向高调剂。4、未考统考科目的考生

不能调入设统考科目的专业，没有参加数学一或数学二考试的同学不能参加本学

院的调剂。 

三、联系方式：17685782682（同微信） 

电子邮箱：dxf900321@126.com； 



请有意向调剂的同学积极联系，来信请附加个人简历（含考研成绩及四六级情况）。 

 

34 广东海洋大学水产学院颜云榕教授团队  

颜云榕教授团队长期致力于海洋鱼类分类、南海渔业资源保护与开发、海洋食物

网、种群遗传学、红树林鱼类等方面的研究，科研经费充足，研究生待遇优厚，

现招收科研兴趣浓厚、团队合作意识较强、吃苦耐劳、勤奋上进的硕士研究生

1-2 名。 

一、学校简介 

广东海洋大学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海洋局共建的省属重点建设大学，是一所

以海洋、水产、食品科学为特色，以应用学科为主体的多科性海洋大学。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湛江)是广东省政府 2018 年启动建设的第二

批广东省实验室，实验室以湛江市政府为建设主体，主要依托中国船舶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海洋大学等单位协同共建，围绕海洋装

备、海洋生物、海洋能源等 3 大领域布局建设。 

二、导师简介 

颜云榕，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广东海洋大学科技处处长，湛江湾实验室大数

据中心主任，目前主持的项目有：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蓝色粮仓”专项课题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省科技计划项目、农业部、省自然科学

基金委等省部级项目 4 项，香港机场管理局渔业提升基金、中国水产总公司、中

海油（中国）有限公司等央企及地方企事业项目 10 多项，总经费达 2000 多万。

发表学术论文 123 篇，其中 SCI 收录 25 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5 项。 

三、招生条件 

（1）注意一志愿报考专业类别须为 09 农学 



（2）英语通过四六级者优先 

（3）有生物学、分类学专业背景者优先 

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及相关证明材料（英语等级考试成绩单、在校成绩单、发表

论文、奖项等）发送至以下邮箱：1819043177@qq.com；1418461637@qq.com；

2551999165@qq.com；jcptions@163.com 

 

35 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和河北大学联合培养 

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为中国科学院直属科学研究机构，是在整合中国

科学院北京地区生命科学领域的生物物理所、植物所、动物所、微生物所、遗传

发育所、基因组所、心理所七个研究所的基础上，集交叉科学研究、支撑服务、

国际合作、高级学术论坛和研究生教育等为一体的现代生命科学交叉研究中心。 

单位网站：http://www.biols.cas.cn/gkjj/cbkw/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1 号院 

【科研导师】 

https://www.x-mol.com/groups/Li_Xing/people/21516 

【研究领域】 

  1.RNA 化学生物学 

  针对生物体中 RNA 功能与疾病的作用关系等关键问题，利用基于遗传编码

RNA 的调控、传感、示踪等手段，探索 RNA 在体内的时空分布和动力学，开发

RNA 适配体及其小分子以调控体内生物分子间的相互作用，阐明 RNA 在体内的

关键作用及其与疾病的关系。 

  2.CRISPR 合成生物学 

   针对基因编辑 CRISPR 的生物安全问题开展研究，通过合成生物学手段引入



光、小分子药物、RNA 调控因子等开发各类 CRISPR 时空调控技术，为有效防

范基因编辑引发的生物安全风险和精准调控基因编辑技术提供理论基础和工具

方法。 

  3.小分子药物与探针 

   小分子探针和药物一直是创新药领域的主要驱动力。大部分传统小分子靶向

疾病蛋白质类的靶点，极少数直接靶向疾病 RNA 的小分子。针对"毒性"RNA 诱

导各类疾病的关键问题，重点开发靶向 RNA 的小分子探针与药物，研究 RNA

和小分子的结合作用、RNA 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等科学问题。此外，开发调控昆

虫聚散的小分子信息素和调节剂，从而实现昆虫灾害的预防和控制。 

【招生信息】 

此招生是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和河北大学联合培养招生 

科研单位：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 

硕士学位颁发单位：河北大学; 

硕士期间时间分配：河北大学集中上课 0.5 年，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

科研学习 2.5 年； 

调剂名额：2 人左右； 

非常欢迎化学、药学、生物背景的同学申请加入。 

【考生要求】： 

1.. 优先来自全国双一流高校、发表过论文、英语水平优秀的本科生。初试成绩

达到国家 a 类地区分数线。 

2. 专业背景为生命科学、合成化学、药学等相关学科，具体如下 

化学或药学考生：有合成经验者优先，如大学本科阶段进入有机合成课题组实习



过，或本科毕业后在化学合成公司有过合成经验； 

生物考生：开展过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微生物学实验。 

3. 本科期间主持过科研项目或学习成绩优异者优先。 

4. 对化学生物学和诊断治疗领域有积极热情、积极主动、勇于挑战、具有团队

合作精神，品行良好，成绩优秀。 

【申请方式】 

请按要求发送个人自荐信（信中务必强调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和以下信息至邮箱: 

casbiols@outlook.com，并抄送到 1005018586@qq.com。（所有附件均为 PDF 或

者图片格式，请勿发送压缩文件！文件总大小不超过 20MB） 

a. 个人简历（包括姓名、本科毕业学校、本科专业、大学期间成绩附证明、四

六级成绩附证明、大学期间科研经历和论文发表情况、科研参赛获奖情况附证明、

联系邮件+电话） 

b. 考研初试情况（包括报考学校、报考专业和代码、初试成绩）。 

c. 邮件标题上请注明：2022 考研调剂+本科和报考学校+专业+姓名。 

硕士期间科研表现优异者，推荐中科院博士继续科研。 

此外，化工、食品或化学背景同学可申请调剂到北京工商大学

zhao.recruit.btbu@outlook.com。 

 

36 青岛科技大学李红燕副教授团队 

青岛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生物与医药专业调剂研究生招生。 

1 团队简介： 

本团队目前有博士生导师两名，硕士生导师 4 名。 

李红燕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天然来源多糖化学结构与生物活性研究，



生物基纳米复合物靶向递送体系构建及生物功能研究，主持及参与国家级、省级

等课题多项，在中科院 SCI Top 一区、二区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 30 余篇。 

2 调剂要求： 

招收调剂硕士研究生 1-2 名。要求最好具有化学、药学、食品、生物等相关学科

背景，需要数一或数二成绩，报考专业代码 08 开头。 

  

37 燕山大学功能核酸和抗肿瘤药物大课题组 

一、课题组简介 

1、功能核酸课题组 

  学术带头人栗坤教授，博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为中国抗癌协会纳米肿

瘤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精准医学与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核酸适配体

学术委员会委员、河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秦皇岛市临床肿瘤学会生物免

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主要从事基于核酸适配体的肿瘤早期诊断试剂

盒的研发工作、生物功能磁珠制备技术的研究及干细胞作用机制的研究工作。 

  课题组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科大等高校经常合作和进行学术交流，相关

学术成果见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网站。 

   联系方式： 

邮箱：likun@ysu,edu.cn （栗坤）；884206318@qq.com （郭圆斌，研究生） 

联系电话：15603347776（栗坤）；15735646869（郭圆斌，研究生）； 

2、抗肿瘤药物研发课题组 

    学术带头人李健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燕山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

学院生物工程专业教师。2013 年由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到美国堪萨斯大学分子

生物学系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项目合作。现为 Phytotherapy Research，Food and 



Function 等多家国际期刊特邀审稿人。   

联系方式 

邮箱： treelife7@163.com （李健）；2711258651@qq.com（蔡嘉慧，研究生） 

联系电话：13730331550 （李健）；18846152798（蔡嘉慧，研究生） 

QQ：2711258651（蔡嘉慧，研究生） 

二、招收研究生专业及要求 

    1、专业要求：欢迎具有化工、生物学、化学、药学、医学和食品等相关背

景的学生加入功能核酸课题组；欢迎具有化工、生物学、化学、药学和食品等相

关背景的学生加入抗肿瘤药物的研发课题组。有意向的同学把个人简历以及本科

成绩单发到上述邮箱。 

    2、报考及调剂要求：有报考和调剂到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意向的同学（必

考英语和数学二），初试专业代码前四位为 0817；有报考和调剂到化学专业的同

学（只需必考英语），初试代码前四位为 0703；有报考和调剂到材料与化工专硕

意向的同学（必考英语和数学二），初试代码为 085600。 

   备注：咨询的同学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主要包括：姓名、性别、就读的本科

院校、联系方式，报考的院校、专业、专业代码及研究生考试科目及成绩等。 

 

38 湖北工业大学酿酒中试基地汪江波教授团队 

1、导师简介： 

    汪江波，湖北工业大学生物工程与食品学院教授，酿酒新技术及装备湖北省

中试基地主任，湖北省酿造工艺与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酿酒工艺及

应用 PI 团队”负责人，国家高级酿酒师。研究方向：酿酒工艺及应用、传统发酵

过程的现代改造。 



详细介绍：https://baike.baidu.com/item/%E6 ... /5786905?fr=aladdin 

2、招生类型： 

    硕士招生（学硕+专硕），接收调剂。 

3、学制：三年制硕士。 

专业：生物工程、发酵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与医药等相关专业及方向均

可。 

4 招生要求： 

a.通过国家线及学院统一安排的复试； 

b.对从事酿酒行业的科研及相关工作具有浓厚的兴趣； 

c.英语基础较好,英语六级成绩 400 分以上的优先考虑； 

d.诚实守信，勤勉好学，吃苦耐劳，能与人正常沟通和合作，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5、联系方式： 

请将个人简历发至邮箱  njzsjd@163.com，邮件主题请按格式“姓名+本科学校+

考研分数”。  

 

39 北京联合大学程艳玲教授团队  

一、招生要求 

1、总分及单科成绩过国家线，并符合北京联合大学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及调剂

条件，具体请关注北京联合大学官网。基本要求：考数学二。 

2、主要招收食品或生物学相关专业，接受调剂。 

3、本科期间参加过科研项目或已通过英语六级考试者优先。 

4、录取后奖学金、助学金丰厚。 

二、研究方向 



       课题组主要研究方向：食品、农产品加工副产物高值化利用，可生化污

水处理与利用，非热等离子体与脉冲强光在食品灭菌领域的研究，另有动物实验。 

三、导师介绍 

     程艳玲，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生物医药系副主任、“生物质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兼任北京市自然基金评审专

家，北京市科委项目评审专家，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JournalAdvanced Research in Chemistry and Applied Science 编委；Bioresource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Biological Engineering,Algal 

Research, Chemical Engineering & Processing: Process Intensification 等期刊审稿人。

主要从事食品、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的高值化利用；可生化污水处理与利用；非热

等离子体与脉冲强光在食品灭菌领域的研究。 

    近年来，承担了国家 863 计划课题 5 项、国家国际合作课题 3 项、省部局委

办课题 5 项以及校内竞争项目和横向课题 10 余项。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学期

间，作为主要人员参加了美国农业部（USDA）、能源部（DOE）课题各 1 项，

以及 Land`O Lake, LCCMR, Mndrive 等资助的课题。发表论文 80 余篇，SCI 收

录 60 余篇；授权国内专利 8 项、美国专利 1 项；合作出版教材 3 部、学术著作

2 部。 

四、联系方式 

       有意者请联系：①邮箱：1275578042@qq.com；②手机：13521136686（同

vx 号）。 

       邮件标题备注“毕业学校+本科专业+姓名+考研总分”。 

1、考研成绩，原报考院校、专业、总分和单科成绩（注明专业课名称）； 

2、个人简历，含本科阶段课程及成绩信息、获奖经历等。 



 

40 湖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蒋涛老师团队 

欢迎调剂到湖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蒋涛老师课题组（功能材料绿色制备与

应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        可接收的招生专业 

学术学位研究生: 化学（070300）  材料科学与工程（080500） 

专业学位研究生: 材料与化工（085600） 

2.        可接受调剂专业 

化学、食品、材料科学与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与化学、化学工程

等理工科专业。 

3.        平台介绍 

  本课题组依托单位是湖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在高分子领域已形成具有

显著特色的研究方向。已建成功能材料绿色制备与应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有机

化工新材料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高分子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省高分子

合金材料技术创新基地等学科发展平台。目前拥有完善的材料制备和表征仪器设

备：如球差校正透射电子显微镜、小角 x 射线散射仪、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

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原子力显微镜、纳米压痕仪、动态力学热分析仪、双螺杆

挤出机、差示扫描热分析仪、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inova 600 mhz 液-固两用

核磁共振谱仪以及全自动 x 射线衍射仪等，满足科研所需。 

4.        团队导师介绍 

（1）蒋涛，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北大学副校长、武汉市政协

常务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湖北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理事会会长、湖北省化学

化工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新型热塑性弹性体材料、医用高分子材料、低成本高性



能化通用塑料、高性能阻隔（声、光、热、溶剂）材料、新型材料的产业化应用

研究。多项研究成果已经成功实现产业化转化。主持国内各级科研项目 30 多项，

其中国家 863 重点项目 4 项，省部级以上项目 20 多项，总科研经费近 2000 余万

元，授权发明专利 20 余项。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湖北省重大科学技

术成果奖、武汉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联系方式：email: haoth@hubu.edu.cn 

（2）施德安，男，出生于 1967 年，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兴趣是高性能聚合物合金材料及功能化纳米复合

材料表面组装技术和应用。另外还开展了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电解质的制备和高性

能工程塑料 3d 打印方面的研究。目前已发表 sci 论文 9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10

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 项，重点项目 1 项。受邀在各种国际学术

会议做邀请报告和口头报告 20 余次。2019 年获“湖北大学首届十佳好导师”称号。 

联系方式：email: deanshi2012@hubu.edu.cn 

（3）蔡芳昌，男，出生于 1979 年，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采用多孔、

介孔材料，从事光电磁功能有机高分子材料、高分子共混与复合材料、新型复合

与杂化材料、生物医用有机高分子材料和固废回收再利用研究。现担任中国机械

工程学会高级会员、中国纺织工程学会高级会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高级会员、

中国化学会会员、中国复合材料学会高级会员、中国塑协专家委员会会员、中国

能源学会专家委员会成员等。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书章

节 2 篇和国内外会议 40 余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4 项。近五年主持省科技厅 7

项（湖北省科技支撑计划 1 项，2021 年湖北省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发展项目（高

新技术企业类）1 项，自然基金 1 项，产学研后补助 4 项，自然基金 1 项）；省



教育厅 2 项(重点项目 1 项，湖北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深入企业行动计划项目 1

项)；武汉市攻关项目 1 项；校级研究生教改项目 2 项；校级本科生教改项目 1

项；横向课题 5 项；技术转移项目 1 项,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科技助力经济 2020”

重点专项（sq2020yff0413357，参与单位负责人）。2011 年获得湖北省新世纪高

层次人才工程-企业研发人才，2019 年获得湖北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优秀奖，2020

年获得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中国塑料加工行业“十三五”先进科技工作者。目

前担任 heliyon 等九家杂志编委和 40 余家期刊审稿人。 

联系方式：email: tfc0323@gmail.com 

（4）张群朝，男，出生于 1976 年，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致力于高性能有

机硅单体和聚合物的设计、制备与表征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硅烷特种单体的设

计与开发、有机硅改性高分子材料、有机硅水性复合材料和硅烷/纳米无机复合

材料应用基础与产业化研究。目前已经发表 sci 论文 30 多篇，承担国家级项目 2

项，省级重大项目 8 项，横向课题研究项目 5 项，授权发明专利 14 项，获得省

级科技奖励 3 项，武汉市科技奖励 2 项。 

联系方式：email: zhangqc1976@hubu.edu.cn 

（5）尤俊，男，出生于 1988 年，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物质

废弃资源（纤维素、甲壳素等天然高分子）的再生及高值化利用，通过构筑多种

环境友好新材料，拓展这些废弃资源在食品、催化、生物医用、分析、环境以及

能源等领域的应用。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共发表论文 22 篇，多数刊登在

advanced materials（if=25.81），acs nano（if=13.9），j. mater. chem. a.（if=10.73），

macromolecules（if=6.0）等国际一流期刊，授权发明专利 2 项，承担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各 1 项，2018 年获批湖北省“楚天学子”计划。 



联系方式：email: yjgreen123@hubu.edu.cn 

（6）张由芳，女，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分子纳米多孔复合

材料及其在空气过滤、能源存储与转换中的应用研究。目前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36 篇，授权发明专利 20 余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基金项目 1 项，2020 年获批湖北省“楚天学子”计划。 

联系方式：email: 13110440035@fudan.edu.cn 

（7）郝同辉，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uv 胶、医用敷料及薄膜等。 

联系方式：13871574765，email: haoth@hubu.edu.cn 

（8）雷巍巍，男，出生于 1987 年，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物

基弹性体及先进功能弹性体材料的设计、合成与应用研究，已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申请中国发明专利十余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1 项，湖北省

科技厅青年项目 1 项，功能材料绿色制备与应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1

项。 

联系方式：email: leiwwcaem@126.com 

（9）魏朝阳，男，出生于 1990 年，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分子

材料理论计算模拟方面的工作，已发表 sci 论文 8 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

年项目 1 项、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 

联系方式：email: weizy@hubu.edu.cn 

（10）陈超，男，出生于 1985 年，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电子设

备用高导热聚合物基封装材料和热界面材料的研究工作，已在 compos. sci. 

technol.， composites part a，chem. eng. j. 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 sci 论文 14 篇，

其中第一作者论文 8 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 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 1 项。 

联系方式：email: chenchao@hubu.edu.cn 

（11）刘杰，女，出生于 1986 年，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

橡胶结构与性能、功能化弹性体、纳米增强高分子复合材料，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macromolecules、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soft matter、polymer 等 sci 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 项、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1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 

联系方式：email: liujie@hubu.edu.cn 

热烈欢迎有意向继续深造，对高分子领域感兴趣的同学们，达到考研国家线的小

伙伴们都可以前来报名，非常欢迎有志青年的加入！ 

注意：有调剂意向的同学，请通过邮件直接与各位导师联系。不要重复发送邮件！ 

 

41 辽宁省功能化学物重点实验室团队 

渤海大学省重点实验室 22 年招生，本实验室面积 1000 平米，科研设备原值 1200

万，具有博士学位导师 24 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1 项、863 计划 1 项、省

部级科研项目 34 项，市厅级及横向项目 15 项，累计科研经费 1600 余万元；获

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获辽宁省研究生教学

成果二等奖 1 项，辽宁省青年教师讲课大赛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获授权发

明专利 78 项，专利单项转化额度超 100 万，横向经费进账额超千万。 

    我们注重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切实打造技术研究应用优势团队，团队的理

念是“磨身磨心磨成长，同组同心同奋斗”，团队具有完善的基础研发、产业化全

链条转化能力和研究生高质量培养模式，2021 年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考博

率 67%，化学工艺学科考博率 100%，获得国家奖学金 2 人（全院共 4 人），省



优秀毕业生 1 人，外审论文全部优秀，生均发表 SCI 论文 4 篇，其中中科院 1

区、2 区论文生均 2 篇以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生均 1 项。 

一、调剂专业及名额 

1、应用化学（5 人） 

2、化学工艺（3 人，有意向考博优先） 

二、调剂要求 

1、工科类（考数学），学硕、专硕均可申请，选择多校调剂勿扰，名额宝贵。 

2、考生初试成绩 须达到国家统一规定的硕士生复试 A 类线，符合总分和单科

分数要求。 

3、化工、环境、食品和材料等专业均可。 

三、 本课题组研究方向 

1、 化工专业研究方向（化工清洁生产及化工新材料研究方向） 

2、 环境专业研究方向（环境功能材料、海洋环境治理、降碳固碳工艺技术等） 

3、食品专业研究方向（检测研究方向，海岸带养殖废水中抗生素的去除，食品

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等） 

4、 材料专业研究方向（钛基导电涂饰剂、纳米吸附材料、工业催化材料） 

四、调剂流程 

1、有意向调剂的考生，发简历审核通过后，直接网上预复试。 

2、等额复试，额满为止，详情打电话咨询。 

五、特别说明： 

1.  为研究生提供丰厚的奖助学金，开学后一次性享受国家奖学金 5000 元与每

月 600 元助学金，还有各种科研奖励政策与导师津贴。我院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



金比例达到 35%左右（国家奖学金为 20000 元）。 

    ①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0000 元，奖励人数根据辽宁省下达指标

确定。 

    ②国家助学金用于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范围覆盖全国研究 

六联系方式 

13904168698 

 

42 东北农业大学文理学院化学系科研团队 

一导师简介： 

1 许晶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植物蛋白结构、性质、功能和应用方面的研

究，主持国家级、省级等多项课题，在中科院 SCI 一区、二区期刊上发表科研论

文 20 余篇。 

2 金花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蛋白功能性质研究，主持国家级课题一项，

厅局级课题两项，发表高档次科研论文 10 余篇。 

具体导师简介可见 http://cc.neau.edu.cn/bssds/index.asp?lx=1 

二 调剂要求 

本团队招收调剂硕士研究生，学硕和专硕均有名额。要求最好具有化学、食品等

相关研究背景，学硕需要数一或数二成绩，报考专业代码 08 开头；专硕不需数

学成绩。 

三 联系方式 

金老师，邮箱：jinhua@neau.edu.cn 

               QQ：35624525 

 

43 齐鲁工业大学刘玉教授团队  



齐鲁工业大学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招收研究生调剂。 

一 、导师简介： 

    刘玉，齐鲁工业大学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导，团

队现有科研岗教师 10 余人，研究领域涉及轻工、化工、化学、高分子、材料、

医药、环境等学科。团队依托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围绕植物

资源化学工程、木质基功能材料、制浆造纸绿色化学与技术等方向开展原始创新

和前沿探索，近年来，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200 余篇，在研国家级、省部级、校

企合作研究课题等 30 余项，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等。能够为学生提供出国、考博（升学）、高端就业等多种成才途径。团队研究

经费充足、科研条件一流。 

二、调剂要求 

招收多名具有轻工、化工、化学、高分子、材料、医药、环境、生工、食品等专

业背景的调剂考生来校攻读研究生。 

[1] 初试成绩达到教育部统一规定的 a 类地区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单科、

总分）； 

[2] 有数学一或者数学二成绩，专业为轻工、化工、化学、高分子、材料、医药、

环境等或其他相关专业。 

三、联系方式： 

调剂热线：姜老师 13606371078（微信同号） ；陈老师 18764053886（微信

313299129）；高敏 18766109915（微信同号） 

 

44 盐城工学院关荣锋教授团队 

一 、导师简介： 



关荣锋，盐城工学院二级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环境污染检测

与控制研究所所长，江苏高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目前已主持和参与

完成国家“863”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部级等科研项目 12 项。在国内

外重要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 80 多篇，其中 SCI 和 EI 收录 50 多篇，获市厅级科

技进步二等奖 3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6 项目。已培养毕业硕士生 12 名。 

二、团队主要科研方向： 

（1）环境功能光催化材料；研究烟气污染物、化工污染物苯酚、苯胺、抗生素

等难降解物质，以及空气中的甲醛、苯等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降解新材料及新技

术； 

（3）太阳能-氢能转化技术；研究氢能转换新材料，构建新型氢能原电池及系统。

为实现氢能低成本、高效转化提供了新途径。 

（2）环境污染检测技术；研究新型纳米气敏及荧光 MOFs 气敏检测新材料，应

用微纳制造工艺设计开发智能气敏传感器及系统。 

三、 调剂要求 

招收化学、化工、材料、生物、食品等相关专业调剂生，招生要求总分分数过 A

区国家线，单科过国家线，欢迎感兴趣的同学咨询（具体招生信息见学校研究生

处发布的通知） 

四、联系方式 

导师联系人邮箱：rongfengg@163.com 

邮件标题为：姓名+毕业学校+分数+报考学校及专业 

 

45 大连工业大学王海松教授团队 

一、导师简介 



王海松，男，2004 年硕士毕业于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2008 年获天津科技大学

工学博士学位。2004-2006 就职于天津金证科技造纸有限公司，先后任生产部副

部长、研究所所长。2007-2008 年受共青团中央委派赴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进

修。2010年-2011年美国维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生物系统工程系访问学者。2008

年 8 月到 2015 年 12 月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2012）、博士生导师（2013）。2016 年 1 月调入大连工业大学轻工与化学工程

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学术带头人、生物基纤维材料与

造纸化学品团队负责人。近几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子课题 2 项、国际合作项目 4 项、国内企业转化项目 3 项等项目 30 多项，累计

经费 1600 多万元。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如 acs nano, acs appl. mater. inter., chem. 

comm.等发表论文 100 余篇。《scientific reports》、《pbm》、《大连工业大学学报》

等期刊编委。chem. mater. green. chem.等期刊审稿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国际合作、面地青及多个省市科技奖评审人。申请国内专利 16 件，pct 专利 2 件，

授权 10 件。辽宁省优秀人才计划、辽宁省百千万人才百人层次、兴辽英才计划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第 1）。 

二、团队链接 

https://www.x-mol.com/groups/wang 

三、调剂要求 

接受食品、环境、生物、化学、材料、林产、轻化等专业学硕或专硕调剂，不考

数学的考生不能调剂。 

四、联系方式 

1、请将你的所学专业、报考学校和专业、考研成绩、英语四六级情况、本科阶

段主要课程发送至 dujian01@dlpu.edu.cn。等出国家线和学校相关招生政策我们



会综合你的成绩、专业吻合度和潜力尽快与你联系，谢谢！ 

2、请登陆“中国研生招生信息网”(yz.chsi.com.cn 或 yz.chsi.cn)上的调剂系统按要

求填写个人调剂信息。研招办将对调剂考生进行资格审查并及时发放复试通知，

填报时专业选择轻工技术与工程下面的生物质能源材料。 

3、联系方式：杜老师：e-mail: dujian01@dlpu.edu.cn;   qq: 546122213;    

 

46 五邑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及相关方向 

一、团队介绍 

        本方向注重基础化学理论研究与材料科学、化工领域的应用联系，在原

子和分子水准上设计、合成或发现新材料。结合能源、环境、化工、光电等相关

需求，开发并合成制备功能材料如发光材料、磁性材料、含能材料、催化剂、气

体吸附与分离材料、聚合物涂层材料等，对其性能机理进行研究并多途径优化性

能，从而实现上述材料从理论研究走向技术应用的实际转化，为某些高科技领域

的发展提供基础及先导作用。(本方向能与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

培养)。 

       陈小明，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团队学术指导）。现任生物无机

与合成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2000 年至 2004 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

功能金属配合物和聚合金属配合物超分子体系的分子设计、合成和结构与性能研

究，重点在微孔配位聚合物、磁性配位聚合物、动态配位聚合物以及发光化合物

的合成化学与晶体工程研究。 

       王海平，兰州大学博士，五邑大学特聘教师。主要致力于研究涉及与环

境能源相关的微孔材料和配位超分子材料的研究：1、金属-有机框架材料（MOF）

的自组装合成及其吸附、催化性能研究；2、金属-有机笼状化合物（MOC）的



自组装合成及其小分子识别、催化性能研究；3、稀土复合发光材料的合成与发

光性能研究。 

       陈玲，中山大学博士，五邑大学特聘教师。主要从事光学材料的研发与

应用。研究方向：一，功能有机分子的合成与发光研究；二，金属-有机配位化

合物的设计合成、发光研究和性能优化；三，光学材料在照明、激光、显示、传

感器领域的应用。 

  莫宗文，中山大学博士，五邑大学特聘教师。主要致力于多孔材料的设计、

合成以及性能研究。研究方向：1、柔性多孔配位聚合物的动态响应行为以及结

构转变机理的研究；2、功能性多孔配位聚合物的设计合成以及在分子识别上的

研究；3、介孔多孔配位聚合物在吸附热转换的功能研究。 

      叶嘉文，中山大学博士，五邑大学特聘教师。主要研究发光材料在传感方

向的应用。研究方向：1.荧光粉和荧光染料的合成。2.荧光材料在传感器上的应

用。3.长余辉荧光配合物。 

      刘捷威，中山大学博士，五邑大学特聘教师。主要致力于催化功能导向的

MOF 及其复合材料的研究。研究方向：1、金属-有机框架（MOF）及其复合材

料的设计、合成及其在小分子活化中的应用；2、MOF 及其复合材料在有机催化

及光催化中的应用研究。3、MOF 及其复合材料在环境相关领域中的催化应用研

究。 

二、调剂要求 

1、工学方向（初试必须考了数学一或数学二，所学专业包括但不限于化学工程

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食品工程等方向）； 

2、单科和总分数过国家线即可参加复试。 



三、研究生待遇 

1、每月 500-1000 元，每年补助不少于１０个月； 

2、各类奖学金：国家奖学金、优秀论文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等； 

3、导师支持研究生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 

4、经学校批准，研究生期间有公费出国学习交流的机会； 

5、学校提供免费宿舍； 

6、复试时统一安排住宿(免费)，开学报到时报销复试期间往返路费(硬卧)。 

四、联系方式 

王 老 师 ： wyuchemwanghp@126.com ， 手 机 ： 15627866877 ； 陈 老 师 ：

wyuchemcling@126.com，手机：13427509440；莫老师：wyuchemmzw@126.com，

手机 15626293527；叶老师：wyuchemyjw@126.com，手机：13763332105；刘老

师：wyuchemliujw@126.com，手机：13610271670。 

 

47 内蒙古工业大学“生物发酵绿色制造”草原英才团队 

1.招生类别： 

      接受硕士调剂 

      招收学术型硕士和全日制工程硕士两种类型。 

2.学制以及何种专业 

     学制三年 

     学科代码：081700 

     自治区“双一流”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博士学科下“生物化工”方向 

     主要研究领域为：发酵产业节能减排，生物质资源化利用 

     团队的平台：“发酵产业节能减排”自治区“草原英才”创新人才团队，“发酵



产业节能减排”自治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内蒙古科技厅），“生物发酵绿色制造”

内蒙古自治区工程研究中心（内蒙古发改委），呼和浩特市“生物发酵”科技特派

员团队 

     现有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内蒙古科技重大专项、内蒙古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等 

3.导师(课题组)介绍: http://yjsch.imut.edu.cn/info/1149/3992.htm 

4.调剂要求 

    欢迎有生物化工、发酵、微生物、生物制药、食品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或

环境技术背景的同学报考！因本专业只授工学或工程学位，因此没考数学的同学

不能调剂！有意向的同学请直接发邮件联系。 

5.联系方式 

     hhh.a2003@163.com（胡老师） 

 

48 陕西科大林涛教授团队 

一、导师介绍 

林涛，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亚洲理工学院博士，发表论文 40 余篇，专利获

批 19 项，并编著英文教材一本。近 5 年主持国家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子课题一项；陕西省教育厅或科技厅项目 4 项，企业委托项目 4 项，年平均

到位科研经费 15 万，经费充足。所指导学生多次获得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大赛、

“创青春”陕西省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等科技竞赛省级及以上奖励，多名研究生获

得优秀硕士毕业生。所在课题组与美国、加拿大、芬兰、日本等国外高校有着长

期密切的合作关系，推送学生进行海外访学或联合培养。 

二、研究方向 



本研究室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质化学与材料领域，围绕植物纤维基功能材料及高

值化利用开展研究工作，目前研究课题有： 

（1）纳米纤维素的制备及液晶性能的研究； 

（2）木材高值化利用的研究（透明木材）； 

（3）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 

（4）生物胶乳的开发及应用； 

（5）淀粉基可降解生物质材料。 

三、课题组优势 

1）优良的试验环境。本研究室依托陕西省造纸技术及特种纸品开发重点实验室

及“倪永浩院士工作团队”，科研经费、实验空间和仪器设备充足，具备高效开展

科研工作的条件，科研方向灵活。 

2）良好的科研氛围。导师年轻，平易近人，与学生交流没有代沟。做事踏实，

讲求厚积薄发。在思想上和科研上能给与很多帮助和指导，研究室气氛融洽。研

究室管理制度健全，每学期有劳务补贴及额外的津贴奖励。 

3）广泛的国际合作。研究室长期与海外高水平院校保持密切交流合作。课题组

内表现优异者将有机会被推荐送出从事学术交流和访问，或硕士毕业后优先推荐

至海外学校进行进一步深造。 

四、招生要求及待遇： 

1）高分子、材料、化学等有直接相关研究背景者优先考虑； 

2）热爱科研工作、能够吃苦耐劳、有责任心和和团队合作意识； 

3）具有较强的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 

4）具有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与国外知名大学及课题组联合培养的机会； 



5）学校具有学业奖学金、助学金、生活补贴等多种资助方式，同时具有与企业

合作机会 

详情访问：陕西科技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https://yjszs.sust.edu.cn/ 

五 调剂要求 

限工科专业调剂学生，理科专业考生无法调剂到工科专业 

初试专业为工科，轻化工大类（化工、食品、材料、环境、生物等）且业务课二

为数学的考生，调剂意向为专硕。 

五、联系方式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大学园区陕西科技大学 email：lintao@sust.edu.cn（林

老师） 

申请者请将个人简历、代表性成果目录发送至上述邮箱，主题请注明“姓名+硕士

申请。 

 

49 北京化工大学合成生物学课题组 

一团队简介 

课题组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主要从事合成生物学的基础与应用型研究，包括：

合成生物学工具的开发、细胞机制的解析、以及细胞工厂的构建。本课题组团队

具有完善的技术储备、设备支持、项目支撑，实验条件优良。并有机会和瑞典查

尔姆斯理工大学院士课题组联合培养学生，为以后进一步深造打下良好基础。 

二导师简介 

刘子鹤，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国家级青年人才，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 “合成生物学 ”重点专项课题负责人。在 Nature Catalysis，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高水平期刊发表一作、通讯论文 40 余篇。 

三、招生专业 

081703 生物化工、082200 轻工技术与工程、085235 制药工程、085238 生物工

程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071005 微生物学、071079 食品生物技术等一

系列生物类相关专业。 

四、招生要求 

初试成绩 300 分以上，考数学，生物专业优先 

五、联系方式 

满足要求的发简历到邮箱 lingyunl0612@163.com 简历内容包括:本科学校，专业

课成绩，四六级成绩以及发文章情况。微信 18810665835。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2 年 3 月 4 日星期五发布 1~17 号，共计

17 条信息 

1、陕西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硕士点，联系人：党娅，手机：13891629886

（微信同号），QQ：401064586。 

 

2、陕西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学硕）

有多个调剂名额，欢迎各位考生咨询！ 

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10-15 人 

陈老师：13474333377（微信同号） 

3、有想调剂到陕西理工大学食品科学学硕、南阳师范学院生物与医药专硕的考

生，可以和栾老师联系，13574837459，微信同号。做毕业论文在中国农业科学



院麻类研究所。 

 

4、河南农业大学陈震老师团队： 

对生物信息学有极大兴趣，报考代码农学（09 开头），如符合且有意向，请联系

QQ1010480160。 

 

5、 2022 年浙江万里学院生物与医药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调剂信息 

  1 初试专业代码以 08 开头；初试专业课科目与生物、食品、环境相关； 

2 联系人：李老师 0574-88222991，shenghuan2012@163.com； 

QQ 咨询群：869314003 

3 官方信息：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QxMDk2Mg==&mid=2648744416&idx

=1&sn=8b30f4a4a03dafa09bdaeaa926666094&chksm=836a859db41d0c8bff144758a

2f998a020de49d13c4217d92274625c1bedbffe0bea1ea87d43&mpshare=1&scene=23

&srcid=0223ROmBUyectJTfogPzXukp&sharer_sharetime=1645627502700&sharer_

shareid=7d4d05447bf4de9137f0f64d7858c87b#rd 

 

6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农业硕士食品加工与安全领域调剂联系人： 廖老师，电话：

18675869966，E-mail：felliao@fosu.edu.cn。 

 

7 淮阴工学院陈晓明老师团队 

陈老师课题组主要研究领域： 

1.酿造功能微生物的筛选、大规模培养技术及功能性菌提升白酒风味； 

2.基于风味导向对白酒酿酒原粮风味提升研究 

3.基于果酒酿造实践研究 

 

调剂要求： 



1. 要求考数学； 

2. 有生物学背景，专业为食品、生物工程或生物技术相关专业； 

2. 对发酵工程、微生物研究、风味化学感兴趣的同学优先； 

3. 总分和单科需过 A 区国家线。 

联系方式：QQ  729224019 

 

8 上海理工大学董庆利团队 

有希望将来在食品微生物安全领域深造的调剂考生可以联系我们组，要求考过数

学，熟悉或掌握基本微生物操作，英语六级。上海理工大学  董庆利 

qdong@usst.edu.cn。 

 

9 长沙理工大学蒋雪薇老师团队 

蒋老师课题组主要研究领域： 

1.酿造功能微生物的筛选、大规模培养技术及功能性菌剂创制； 

2.基于功能基因组学及风味组学的酿造食品精准发酵控制； 

3.食品加工过程中微生物危害控制及安全测评.  

 

调剂要求： 

1. 要求考数学； 

2. 有生物学背景，专业为食品、生物工程或生物技术相关专业； 

2. 对发酵工程和微生物研究感兴趣的同学优先； 

3. 总分和单科需过 A 区国家线。 

联系方式：电话：13787239453；邮箱：345654155@qq.com 

 



10 南阳师范学院 河南省菌类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2022 年研究生招生专硕 2 名调剂者，联系人张老师 13837783880（同微信）。 

调剂要求：专业 08 开头，工科（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生命科学，食品科学），

过线，注意网上调剂报名。 

张老师课题组主要研究领域： 

1.食用菌育种； 

2.食用菌抗癌活性机理研究 

3.食用菌药食同源产品开发 

 

11.  广东海洋大学生物与医药专硕需要调剂，有意向的同学请加 QQ 群了解相

关信息：785695578 

 

12  淮阴工学院材料与化工方向： 

        目前淮阴工学院的材料与化工方向还有硕士调剂名额，欢迎考生进行调

剂。面试通过后，研究生的基础课程在淮阴工学院完成，后续的主要科研实验在

位于南京的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所开展。 

     如果你对利用经济植物、药食同源植物及食药用菌开发食品配料、食品功

能因子、休闲食品、保健食品、预制调理食品、特殊人群适应性食品、植物性食

品的开发比较感兴趣，可以考虑调剂！ 

    食品、生物工程、农产品加工等相关优先考虑，其他相关专业可酌情考虑。 

    如有感兴趣的同学，请直接与我联系（18951813971）。 

 调剂相关条件政策如下： 

调剂考生需满足：（1）初试报考 08 开头专业，且初试有数学（全日制专业硕士）；



（2）单科和总分都达到 2022 年国家 A 区分数线（暂可参考 2021 年分数线）。 

学校奖助政策优厚！具体请咨询学校招生办。 

 

13 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考研调剂咨询 QQ2 群（群号 761162630）。 

 

14  山东理工大学“生鲜食品智能制造”创新团队简介 

1 人才架构 

教授 1 人，副教授 3 人，硕士生导师 4 名。 

2 研究领域 

创新团队重点关注生鲜食品智能制造技术领域，研究内容包括： 

（1） 生鲜食品（水产品和果蔬）加工技术与装备制造； 

（2） 食品加工过程中有害物质的产生、安全风险评估与控制； 

（3） 食品营养功能化技术研究与产品创制。 

3 软硬件设施 

    依托山东省“十三五”高等学校农产品功能化技术重点实验室、山东省农业工

程双一流学科、山东理工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具备开展分析化学、分子生物学、

生物信息学等研究的科研能力与仪器设备。 

    目前团队和江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建立了紧密科研合作关系；团队在研国家、

省部级等科研项目 10 余项，科研经费充足，形成了“科学技术研究+国内外学术

交流+企业实践锻炼”的工作机制与氛围，适合人才的培养与进步！ 

山东理工大学“生鲜食品智能制造”创新团队欢迎食品工程方向（考数学）的



同学了解我们： 

联系人：朱老师（47426387@qq.com，QQ：47426387）。 

 

15 河北科技大学食品与生物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方向学硕有十个左右调剂名额，要求考数学，有意向的同学请与

河北科技大学郝老师联系，电话 13323111615（同微信）。 

 

16 北京联合大学尚小雅研究员团队： 

尚小雅博士生导师，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学科带头人。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

理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北京工商大学和河北农业大学特聘博士

生导师。国家科技专家，国家,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和北京市科学技术奖评审专

家。主要从事天然产物中降脂、降压、降糖和抗肿瘤等生物活性物质的发掘、作

用机理、质量标准与产品开发研究。主持完成国家和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3 项，

正在主持和参与国家及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3 项。近 10 年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

其中 SCI 收录论文 32 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3 项。 

 

院所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堡头西里三区 18 号    

联系方式：郑老师:13426182135 马老师:01052072048 微信号:qingquan0120，加

好友时备注“2022 考研”。 

 

17 哈尔滨商业大学食品工程学院 

学硕专业主要有：食品科学，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农产品加工及贮藏，食

品环境与安全； 

专硕专业：生物与医药。 



具体咨询电话：0451-84844281，邮箱 3549872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