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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3年 3月 17日星期五发布，101~111号，

共计 11条信息。 

 

 

101、上海理工大学健康科学与工程学院刘箐教授课题组 

专业或研究方向：食品科学 

要求：成绩中必须包含数学一或数学二，六级通过者优先，实验努力上进。 

联系方式：有意请发送简历到邮箱 lq_lab@163.com 必须包含考研成绩、四六成绩、考研专

业代码） 

 

 

 

102、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http://www.spgykj.com/


 



https://gs.sit.edu.cn/2023/0310/c5706a213202/page.htm 

 

 

 

103、河北科技大学 

 

https://yjsxy.web.hebust.edu.cn/tzgg/eb11f80a11064521ad76aaf7b01208d3.htm 

 

 

 

 

104、深圳大学 

 

 

 

 

 
http://ehall.szu.edu.cn/gsapp/sys/zsjzapp/index.do#/2023 

 

 

 

105、青岛大学 

 
https://mp.weixin.qq.com/s/LroqlwqzoMn0CtkrDXCotQ 

 

 

106、大连民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姚子昂教授课题组 

要求：1、08方向（专硕名额可能没有）2、考数学 

3、本科专业为生物工程或相关专业 

4、有相关研究经验者优先 

邮箱：15048869309@163.com 

微信号：15048869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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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hall.szu.edu.cn/gsapp/sys/zsjzapp/index.do#/2023
https://mp.weixin.qq.com/s/LroqlwqzoMn0CtkrDXCotQ


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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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微生物的研究。 

 

 

 

107、北京联合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欢迎调剂北京联合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0832,拥有北京市功能与保健食品重点实验

室，实验室设备齐全，条件优越，每年投入科研金费众多。科研项目与经费充足，助研及

奖学金丰厚。 

调剂条件: 

过 a区国家线，学硕，一志愿 08开头，食品相关专业，考英一数二，热爱科研。有意向的

同学可以积极联系,欢迎调剂。邮箱:buuyaoyy@foxmail.com 

 

 

108、武汉轻工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1．调剂要求： 

（1）达到国家 A线，工科专业，要求统考数学。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农学），不需

要考数学。 

（2）欢迎化学、化工、环境、食品、农学等相关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同学 

（3）简历一份（介绍个人情况，重点介绍本科期间参加相关科研活动） 

2．课题组研究方向： 

（1）光催化制氢，光催化 CO2还原 

（2）环境催化去除有机污染物（包括光催化、光-芬顿、电芬顿、过硫酸盐活化、臭氧催

化） 

（3）超级电容器 

（4）新型吸附材料在环境中的应用 

（5）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6）食品安全检测 

3. 课题组介绍： 

指导教师 柴波，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日本国立物质与材料研究机构访问学者，入选 

2022年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榜单，湖北省优秀青年骨干人才，武汉轻工大学优秀研究生导

师。课题组承担或参与多项国家及省级研究课题，课题组发表 70多篇 SCI收录论文，授权

发明专利 5项，课题研究经费充足，课题组多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并进入博士研究生

深造。 

4．导师详细信息请见网页介绍 

https://hhxy.whpu.edu.cn/info/1018/1587.htm5．联系方式：有意向调剂本课题组的同

学，请发简历至邮箱 11168405@qq.com。QQ: 794512111 (加 QQ请写“考研调剂”) 

 

 

109、福建农林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陈礼辉教授课题组 



接受化学、食品、化工、材料、能源、高分子、环境等相关工科专业调剂考生。 

1、课题组简介 

福建农林大学陈礼辉教授（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福

建省特级后备人才）目前，团队主要开展植物资源化学与新材料、生物质组分高效分离、生

物质基能源储存与转化材料、生物质基膜材料、生物质基水处理与环境修复材料、生物质基

光热管理材料等前沿课题研究。陈礼辉教授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二五”、“十

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与任务、“揭榜挂帅”等项目；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科技进步、技术发明一等奖 2项；发表科研论文 200多篇，科研成果丰硕。团队项目

资金充足，学术氛围良好，保证学生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可为学生的后续深造与工作提供

必要支持和帮助。 

2. 调剂要求 

招收化学工程与技术、材料与化工、生物质能源与材料、林产化学加工工程等硕士研究生（含

学术型和专业硕士）。报考工科（08开头）且考研总分及单科分数达国家 A区线。 

3. 热诚欢迎各位考生加入我们课题组，有意者请联系（附个人简介、考研总分与各科分数） 

4. 联系方式： 

QQ：1415887117  或 微信：15880311533 

 

 

 

110、齐鲁大学

 

https://mp.weixin.qq.com/s/kpwF6THuhnfmmrNsi3luMg 

 

111、东莞理工学院李玉婷副教授课题组 

东莞理工学院李玉婷老师课题组招收生物与医药专业或相近专业硕士研究生，要求统考英

语、数学专业的考生，学硕与专硕均可，且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学科类别为工学（专业代码前

两位为 08）。初试成绩达到第一志愿报考专业 A类地区国家分数线。 

导师介绍： 

李玉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联合培养工学博士，主要

从事食品安全、食品组分互作与品质功能调控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广东省天然产物绿色加工与产品安全重点实

验室开放课题等项目，指导学生承担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已累计接收

和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接收和发表学术论文 12 篇，包括

Trends in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Food Chemistry、Free Radical Biology and 

Medicine等权威期刊，其中单篇影响因子最高为 16.002，1篇论文入选“ESI高被引论文”，

1 篇论文获得 2021 年度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科技创新奖-《中国食品学报》优秀论文奖；

获得 4件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兼职 Food Chemistry、Food Bioscience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审

稿人，担任东莞市职业能力建设专家，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会员。 



联系邮箱：liyt@dgut.edu.cn。 

 

 

 

2023考研调剂意向采集系统开通时间:3月 31日 

 

调剂服务系统开通时间:4月 6日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s://yz.chsi.com.cn/   

 

同学们一定要密切关注调剂系统和招生单位网站，查询招生单位调剂相关信息，

按要求填报调剂志愿。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3年 3月 16日星期四发布，95~100号，

共计 6条信息。 

 

 

95、西安工程大学 

1．目前接收调剂专业与研究方向如下：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00（名额较多）   01 化学工艺 02 生物化工 03 应用化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00（名额较多）   01 环境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 02 环境污染物迁移

理论与技术 

材料与化工 085600   01 化学工艺 02 生物化工 03应用化学 

环境工程 085701   01 水污染控制工程 02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077600   01 环境污染物迁移理论与技术 

2. 西安工程大学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办学基础雄厚、办学特色鲜明的综合性高等学校。

详见网页 https://www.xpu.edu.cn/index.htm；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现有环境科学与工

程、化学工程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工科硕士点，环境科学与工程理科硕士点，材料与化工、

环境工程两个专业硕士点，学院成为全校学科点和专业数最多的学院之一。详见网页

https://hhxy.xpu.edu.cn/。 

3. 调剂要求：申请调剂考生的第一志愿报考专业需与申请调剂专业相同或相近，属同一学

科门类，如环境工程、化学工程、应用化学、材料工程、生物工程、食品工程等相关专业；

必须考数学二或数学一，调剂考生成绩（单科、总分）将需达到国家 2023 年复试最低控制

线（A 类地区）要求；调剂考生需满足教育部及我校对考生资格的要求（我校 2023 年招生

简章 https://yzw.xpu.edu.cn/info/1034/2353.htm）以及有关调剂的相关要求。 

4.考生需要加入 2023 年西安工程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硕士接收预调剂交流群：化学工

程与技术（材料与化工）专业 QQ群 675095030 进行咨询；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专

业 QQ群 452066356。 

 

 



 

 

96、福建农林大学调剂 

招收报考工科的学术型和专业硕士（本科专业为化学、化工、高分子、食品、环境、轻工等）。

考研总分及单科分数达国家 A区线。考试科目：英语一；数学二。 

学费与奖助学金 

（1）学费标准：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硕士每生每学年 8000元； 

（2）读研期间，研究生可享受国家助学金 600 元/月，课题组补贴 500~800 元/月；此外，

表现优秀的同学可申请国家奖学金（20000元）、学业奖学金（5000~12000 元）、严家显奖

学金（20000元）、优硕基金（30000元）和企业各种奖学金等； 

（3）本课题组与加拿大新布伦瑞克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和田纳西大学、英国布鲁内尔大

学等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合作关系，将积极创造条件推荐研究生出国深造。 

热诚欢迎各位考生加入我们课题组，有意者请联系（附个人简介）： 

E-mail：784205578@qq.com  Tel：13288013515 

 

 

 

 

97、浙江科技学院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接受生工、食品、化学学硕、专硕调剂，欢迎加入！ 

联系方式：18167158534 

 

 

 

98、南京工业大学生工学科相关专业有调剂名额

https://mp.weixin.qq.com/s/xoKa0Qd9fnlHFD7wG3OoQw 

 

 

99、江苏科技大学 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拟调剂公告 

https://mp.weixin.qq.com/s/L25hb1aQqWeWmRSkeCqNog 

 

100、欢迎调剂东莞理工学院生物与医药专业硕士研究生

https://mp.weixin.qq.com/s/_ox4nIYVOBfKN5u_CdtyMA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3 年 3月 15日星期三发布，83~94号，

共计 12条信息。 

 



 

 

83、东莞理工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 

 

 

 

 

 

84、江苏科技大学食品加工与安全 

江苏科技大学食品加工与安全，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学，生物与医药，尚还有部分调剂名

额，欢迎关注联系调剂 



 

 

 

85、五邑大学 

王敏老师，招收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调剂生，邮箱：wangm@wyu.edu.cn 

 

 

86、湖北民族大学 

湖北民族大学，湖北省唯一 B区分数线。工科学硕，有调剂名额。招收化学、食品相关专

业。请大家相互转告。 

 

 

 

 

 

87、河南师范大学 



农学：水产 

1.考生要求（1）专业：欢迎报考水产相关专业的考生（专业代码前两位为 09），考生初试

成绩须达到国家划分的 A 类地区分数线；（2）英语四六级、有科研经历和读博计划的同学

优先。 

2.课题组研究方向：水产脂质营养与免疫课题组 

曹香林副教授研究方向：围绕淡水养殖鱼类营养生理的科学问题和饲料产业发展的需求，对

我国主要的淡水养殖鱼类的营养生理代谢、饲料添加剂和替代品以及新型蛋白源和脂肪源的

开发、鱼类营养性代谢疾病的分子机制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讨。 

3.联系人: 曹香林副教授邮箱:hsdcxl@163.com 

 

 

 

 

 

88、上海海洋大学 

导师简介：覃东立，男，1974年~，研究员。主要从事渔业环境及水产品质量安全研究工作。

现任农业农村部渔业环境及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哈尔滨）副主任兼质量负责人、

农业农村部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试验室（哈尔滨）副主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水产品

质量安全学科委员会委员、中国水产学会鲑鱼类专业委员会委员、北方特色水产品质量与安

全风险防控创新团队首席。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

农财专项等项目 10余项，发表科研论文 70余篇，其中 SCI论文 20余篇，出版专著 1部，

授权发明专利 12项，获各项科技奖励 4次。 

 

导师详细介绍见网站：https://hrfri.ac.cn/info/1576/5139.htm 

 

招生要求： 

（1）考研成绩要求 330分以上，报考专业代码为 09开头。 

（2）有化学、生物、食品相关学习背景优先。 

（3）考生将电子简历发送至邮箱：536537479@qq.com，邮件统一标题“姓名+考研总分+毕

业院校+一志愿”；邮件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个人简历（附一寸照片）、考研信息（第一志

愿报考院校及专业、总分、单科科目及分数）、英语成绩单及其它可以证明本人能力的相关

资料。 

（4）请确认不能上一志愿再联系。 

 

学生待遇： 

研究生第一年在上海海洋大学享受入学奖学金一次性补贴 6000元和 500元/月国家助学金，

进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研究所后共享受免费宿舍和奖学金 1500 元/月（出差调查有

额外补贴）和 500元/月国家助学金。 

 

 

 

 

89、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放射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083100，方向多组学分析及分子调控机制）



招收调剂硕士研究生 

团队简介：团队共包含 2 位副教授，先后主持或参与等各级项目 10余项，科研经费充裕，

能够充分满足大家日常研究需求 

研究方向：包含多组学分析、小分子光学探针设计与合成、光学性质测试、分子靶点确证及

调控机制研究等方向。 

欢迎有兴趣的符合条件的同学加入团队，让我们一起探索药物小分子的玄妙世界！ 

招生要求： 

1. 第一志愿为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硕） 

2. 专业要求为生物、医学、化学等相关专业 

3. 初试科目：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301 数学一 ④803 信号与系统 

联系人：高老师   邮箱：gaoyuqi@sdfmu.edu.cn   联系电话：15550048797（微信同号） 

 

 

 

90、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果蔬加工团队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农业农村部岭南特色食品绿色加工与智能制造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岭南

特色食品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果蔬加工团队招收约 10名研究生。欢迎各位同学加入。 

招生专业：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 、095113食品加工与安全 

调剂专业：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 （学硕） 

团队简介： 

岭南特色果蔬加工技术创新团队致力于岭南特色瓜果、蔬菜的加工适应性、加工技术、功能

活性物、副产物等环节的创新技术研究，采用冷冻干燥、超微粉碎技术、雾化干燥、变温压

差膨化技术和非热杀菌技术等先进加工制造技术对果蔬进行加工。团队由 3位教授，9位副

教授组成，团队成员是农业农村部岭南特色食品绿色加工与智能制造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岭

南特色食品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的主要成员。团队在推动广东预制菜产业的标准化和规范

化发展做了大量的研究，研究预制菜从原料预处理到加工过程中的数字化、智能化和连续化

集成先进制造技术，为广东省预制菜产业提供研发、技术、标准、人才和培训。 

承担科研项目： 

2020 年新增立项 18 项，新增纵向项目 5 项，新增横向项目 13 项，总经费 946.71 万元；

2021 年新增立项 38 项，新增纵向项目 14 项，新增横向项目 24 项，总经费 2591.05 万元；

2022年新增立项 34项，新增纵向项目 7项，新增横向项目 27项，总经费 708.51万元。 

业绩成果： 

2020 发表论文 36 篇；2021 发表论文 64 篇。2022 发表论文 39 篇，其中一区以上 SCI 论文

17篇，二区以上论文 9篇。 

 

 

 

 

91、浙江海洋大学-海产品高值化方向 

要求： 

1.食品、医药相关专业，有过动物饲喂经验更好，课题组需喂养小鼠 

2.考研英语 50分及以上 

注意：如果不确认调剂，请先不要发送邮件，谢谢。 

 

mailto:gaoyuqi@sdfmu.edu.cn


请有意向的同学准备以下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1.简历 

2.考研初试成绩 

3.本科成绩单 

请将以上材料（最好整理成一个 pdf）发至邮箱:78642626@qq.com；212951292@qq.com（二

者皆可投递） 

 

 

 

92、四川轻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有意向调剂到我校生物工程学院的考生，可以进调剂群，并填写相关信息！此信息仅作为学

院参考信息，调剂需要在官方平台进行。 

注意：具体调剂时间以官方为准！欢迎各位有意向调剂到我院的考生进群！ 

每日上午 9：30、下午 17：00会有相应收集表，请考生填写！仅填写一次即可，无需重复填

写！ 

【QQ群号】：179907433 

招生专业：食品科学与工程、智能酿造工程、生物与医药、 材料与化工等 

 

 

 

 

93、河南科技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 

 

欢迎申请调剂河南科技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083200，学硕，考数二）及生物与医药--食品

工程（086003，专硕，未考数二），调剂政策按照国家政策执行。有意调剂的同学扫码进 QQ

群。 

 

 

 

94、北京工商大学 

今年研究生调剂入学工作正式开启，请已经入学的同学转入中国食品研究生论坛 822735981，

将坑位腾给需要调剂的同学。请入群的师生严格实名制备注，以真实身份进行招生或应聘，

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备注方式：教师（单位+姓名+教师），学生（本科单位+姓名+考研年份）。管理员会定期将

不按照规定备注的同志清理出去，如信息备注不准确造成误删，请大家谅解。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3 年 3月 14日星期二发布，74~82号，

共计 9条信息。 

 

 

 

 

74、浙江海洋大学  

食品与药学学院 目前可以接收学生调剂 专业包括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加工与安

全  成绩要求过国家 A线。有调剂需要的考生发简历致 chenyingyun0819@163.com，咨询

相关情况。 

 

 

 

 

75、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三亚）生物与医药专业硕士学位点（B 区）预计有调剂名额，可接受 08 代码、考不考数

学均可，有意向调剂的同学，请加入 qq群 736046291，未过 B区国家线、非 08代码的同学

勿入！ 

 

 

 

 

76、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技术学院化学工程系 

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技术学院化学工程系现有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名额，诚邀致力于

科研工作的学生加入。化工系具有良好的学习氛围，优质的科研实践平台，可为学习深造及

科学研究提供可靠保证。多年来，化工系培养的多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企业奖学金、

综合奖学金等，多人荣获优秀毕业生、优秀毕业论文。毕业生去向包括进入高校继续深造、

应聘到大型国企、科研院所、事业单位、外企等工作。 

 

招收的调剂专业： 

专业代码：085606 

专业名称：轻化工程（含皮革、纸张、织物加工等） 

研究方向：04分离与反应工程 

 

主要研究方向： 

（1）膜分离技术在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应用； 

（2）新型分离功能材料在轻工和食品领域中的应用； 

（3）水、液体食品中特定组分的检测、去除技术。 

 



化工系在以上领域具有多年研究经验，承担国家级重点研发项目 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9 项，省部级项目 4 项，与企业合作项目 10 余项，科研团队依托中国轻工业清洁生产和

资源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化学工程实验室。 

 

硕士研究生招生要求： 

（1）热爱科研，有上进心； 

（2）勤奋、踏实、工作积极主动； 

（3）有较好的英文读写能力； 

（4）身体健康，性格开朗； 

（5）本科专业或报考专业与招收专业方向接近。 

 

联系方式： 

有意者请发送简历、考研成绩和调剂意向表至邮箱，欢迎广大优秀学子加入北京工商大学轻

工科学技术学院化工系。邮箱：huagongbtbu@163.com；电话：010 68985382（胡老师） 

 

复试相关要求： 

具 体 复 试 时 间 及 复 试 办 法 请 及 时 关 注 研 究 生 院 的 网 站 。 研 究 生 院 网 站 ：

https://yjs.btbu.edu.cn/zsgz/index.htm 

 

 

 

 

 

77、福建农林大学材料工程学院帅李教授课题组 

一、课题组简介 

福建农林大学帅李老师课题组帅李教授主持中组部“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青年项目等启动

基金多项。曾主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并担任该基金函评及会评评委。研究成果以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在 Science、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等期刊上发表，其中四篇文章作

为封面报道，引用 1700 余次。在美国和欧洲申请 PCT 专利两项，获得美国授权专利 2项，

中国授权专利 4项。担任多个 SCI杂志编委，包括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Letters副编

辑，Bioresources and Biprocessing 青年编委以及 Frontiers in Energy Research客座

副编辑。担任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Green Chemistry、Chem Sus Chem 等

二十余种期刊审稿人。2012 年获得威斯康辛州杰出研究生生奖；2014 年获得国际木材科学

院年度博士论文金奖，并受邀在年会做大会报告。 

二、调剂要求 

课题组组内学习氛围良好，组员相处融洽，实验室仪器配置周全，有优秀的导师团队(导师

详情可见学校官网或来件咨询)。欢迎有志学术、努力进取的准研究生们的加入，要求如下： 

1.招收工学考数二的专硕/学硕 

2.招收本科带有一定化学基础或者对化学感兴趣的学生，如化工，环境，材料，食品，生物

等 

3.各科及总成绩均通过国家线 

请符合以上要求的同学可以将个人简历和本科成绩单（仅作参考）邮件发送至邮箱

（w424544995@163.com）。请随件附上相关考研成绩及报考院校，本科成绩单。 

 



 

 

78、安徽工程大学 

拟调剂人数：15人 

拟招收调剂研究生专业：生物工程学硕、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硕 

联系方式：QQ群 318451516 

要求：满足 2023年 A区国家线要求，初试科目为英语一和数学二 

招生页面信息或官方链接：http://muchong.com/t-15612092-1 

 

 

 

 

 

 

 

79、青岛科技大学 

拟招收调剂研究生专业：生物与医药（专硕）轻化技术与工程（学硕）海洋化学（学硕） 

联系方式：vx：15610498178  Tel:15318783449  email: zmj740587609@163.com 

要求：招收总分和单科均过国家线、代码 08 开头、考研方向与生物专业相近、专业课考数

学！！！ 

招生页面信息或官方链接：http://muchong.com/t-15612257-1 

 

 

80、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国际化妆品学院李姗姗老师招收调剂生 

拟调剂人数：3人，拟招收调剂研究生专业：轻工技术与工程 

联系方式：电话联系 15819818191、18217311580 

要求：招生要求：过国家线。欢迎生物、化学相关专业的同学加入我们课题组。 

招生页面信息或官方链接：http://muchong.com/t-15613210-1 

 

 

 

81、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广东省食品智能制造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食品智能制造重点实验室于 2022 年 3 月由广东省科技厅批准立项，是依托佛山科学

技术学院，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共同建设的省级重点实验室平台，本平台将围绕预制食品品质

形成机制与数字化、智慧厨房与工业预制菜共性关键技术、食品智能制造装备与标准化等主

题开展前沿研究和技术创新，建立省内领先、国内一流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和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基地。 





 

 

 

 

 

82、沈阳化工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信息 

有意者可先登录我校的“调剂意向采集系统”（网址：

http://119.3.216.154:5031/ASPX/Student/StuLogin.aspx）进行注册和信息录入，也可

到沈阳化工大学官网点击“研究生招生”进入“沈阳化工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点击

“快速通道”中的“调剂意向采集系统”，系统不会返回审核结果，请务必在“中国研究

生招生信息网（研究生考试报名时的网站）”的调剂系统开通后第一时间输入调剂到我校

的调剂信息，我校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审核考生信息后将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向符合调剂和复试条件的考生发出复试通知。 

附表（名单仅供参考，具体缺额信息以研招网缺额系统公布为准）： 

1.研招办联系人：韩老师、张老师 电话：024-89386567    QQ群：854933392 

2.我校各专业咨询电话：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3 年 3月 13日星期一发布，61~73号，

共计 13条信息。 

 

 

60、长春大学 

长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术型硕士，现有大量调剂名额（包括本人所在团队的招生名

额），要求考高数，过 A区线；另外，考高数的生物与医药、食品工程、生物工程或化学工

程等专业的专硕，也可以调剂到食品学硕；希望各位老师转发给有调剂意愿的同学，联系

人 孙茂成老师 QQ 37475323。 

 

 

61、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具有一级博士点）专业，还有部分硕士研究生调剂名额。

要求：A 区国家线，须考数二。研究方向：农产品加工（畜产、蛋品、水产和风味组学等）。

欢迎各位老师推荐优秀学子，谢谢！向老师，281946730@qq.com；135-7432-3686。 

 

 

 

 

62、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科技大学食品学科是学校重点建设的高峰学科。今年学校又增加了食品学科的招生技

术，目前河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术型硕士现有 15 个左右调剂指标，请各位老师推

荐学生调剂，调剂说明如下：1.过 A类地区国家线；2.专硕也可以调剂，要求考数学；3.代

码为 08 打头。有意向的同学可加入学院 qq 研招群 559250938 进行咨询，也可以与

13323111615郝建雄联系。 

 



 

 

63、渤海大学 

渤海大学食品学硕（含 08工学专硕）大量需求，欢迎推荐、自荐！ 

学术型硕士 

1. 食品科学（083201）联系人：崔老师，cfc1031@163.com 

2.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083202）联系人：张老师，137787525@qq.com 

3.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083203） 

肉品方向联系人：张老师，8278518@163.com 

果蔬方向联系人：陈老师，chenjingxin180302@163.com 

4.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083204） 

联系人：徐老师，xuyx1009@126.com 

专业型硕士 

食品加工与安全（095135） 

联系人：赵老师，bhufood2022@126.com，QQ:591302092 

 

 

 

 

 

64、五邑大学 

刘磊课题组接受食品科学方向的调剂生，条件考数 2，过国家线。联系方式  

54763948@qq.com 

 

 

 

 

65、广西科技大学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研究生招生秘书许老师：0772-2686670    QQ群 768158517 

0817化学工程与技术（全日制学硕） 

可接收专业：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0822轻工技术与工程,0831 生物医学工程,0836 生物工

程,0832食品科学与工程,0805材料科学与工程,0830环境科学与工程 

考试科目要求：政治 101，英语 201，数学 302，专业课与我校自命题科目相同或相近。 

0821纺织科学与工程（全日制学硕） 

可接收专业：0821纺织科学与工程,0805材料科学与工程,0822轻工技术与工程 

考试科目要求：政治 101，英语 201，数学 302，专业课与我校自命题科目相同或相近。 

085602化学工程（全日制专硕） 

可接收专业：0856材料与化工，0860 生物与医药，0817化学工程与技术,0822轻工技术与

工程,0831生物医学工程,0836 生物工程,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0821纺织科学与工程 

考试科目要求：政治 101，英语 201 或 204，数学 301 或 302 或 303，专业课与我校自命题

科目相同或相近。 

 

 



 

 

66、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香料香精化妆品学部 

邵丽、马来记老师课题组目前有硕士名额 

专业： 轻工技术与工程、生物化工、生物与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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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领域： 

1.微生态与皮肤健康；  

2.益生菌、益生元的开发以及在食品、化妆品方面的应用研究； 

3.功能性生物大分子的发酵制备、结构和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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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滨州学院 

需要考数学，专业代码前两位（08开头）相同可以考虑。

 

 

 

 

 

68、浙江科技学院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 



浙江科技学院（今年正在更名中）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招收学术型硕士若干，环境与资源专

硕若干，课题为食品课题，均需过 A 区国家线，考数学，有意者可以联系龚金炎老师，QQ：

95359943 

 

 

 

69、内蒙古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专业 学硕 有调剂名额，欢迎大家（入学考试公共科目:政治，英语，数学二）。 

qq：1195087133 

 

 

 

70、西北师范大学 

 

 

 

 

 

71、大连民族大学 

生物工程专业有少量调剂名额，可接收下列专业调剂：08专业。考试科目要求：需考数学，

专业课与我校自命题科目相同或相近，成绩要求过国家 A线。 

可加入 QQ627090031 



 

 

72、广东海洋大学 

生物与医药专业硕士生招生有少量调剂名额，可接收下列专业调剂：0860 生物与医药、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0836 生物工程、0822 轻工技术与工程等相关专业。考试科目要求：需考

数学，专业课与我校自命题科目相同或相近，成绩要求过国家 A线。 

可加入 QQ群 600626054咨询或电话咨询陈老师（0759-2396030）。请转发给有需要的考生，

谢谢！ 

 

 

 

73、盐城工学院 

海洋与生物工程学院招考研食品调剂学生，需要过 A区工科线或生物与医药专硕线，学硕和

专硕名额都有，都需要考数学，一志愿 08开头，具体如下： 

学硕专业名称化学工程与技术，需要选择 03生物化工，在海生学院培养，做食品专业。 

专硕是生物与医药专业，做食品工程、发酵工程相关的工作。 

有意向的同学请联系陈老师，188-6180-0093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3年 3月 10日星期五发布，55~60号，共

计 6条信息。 

 

 

 

55、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211 高校软物质中心是北京市首批认定的高精尖创新中心，该中心受到北京市政府提

供的连续 10 年每年 1个亿的经费支持，以生命、环境和能源等重大领域中需要解决的关键

技术和重要材料创制为目标，围绕合成生物学、多尺度模型化和化学组装催化等重点方向开

展基础研究。 

本实验室组长是代谢工程学创始人之一，现为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生物与生物工程系教

授，同时担任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瑞典

皇家科学院院士，及诺贝尔奖评委会成员。其在 nature, science, cell, pnas 等顶级期

刊发表论文 40余篇，h因子 103。 

结合本学校学科优势，本团队致力于酿酒酵母代谢工程和合成生物学的应用和基础性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中心碳代谢的调控与改造、细胞工厂的构建，天然产物挖掘，基因组编

辑工具（crispr-cas9）研究以及合成生物学工具的开发与应用。 

本课题组现招收生物工程、制药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相关生物



专业的硕士。（必须考数学二或数学一）。 

联系方式：邮箱 125798455@qq.com   辛老师 

邮件命名：姓名-专业-成绩 

 

 

56、福建农林大学材料工程学院 

火热进行中，电话：15980205608  qq:1825993495 

欢迎有材料、化学、环境、食品等相关专业的同学加入哦！ 

 

 

 

57、邵阳学院食品与化学工程学院   

邵阳学院食品与化学工程学院 生物与医药专业接受调剂生， 

廖立华，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不对称有机合成和药物合成，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欲招收有机合成相关专业调剂生。有意向者请投简历至 13781337@qq.com。 

 

 

 

58、北京联合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2023年北京联合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招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调剂！ 

本课题组依附北京联合大学生物活性物质与功能食品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调剂条件： 

（1）初试成绩过 a区的工学国家线；（2）报考专业要求：仅招收食品工程与技术，食品科

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等专业。（3）08开头，数二英一。 

欢迎具有科研热情，有科研想法的同学积极调剂报考！ 

有意向的同学可将个人简历发送至：1219204184@qq.com。 

 

 

 

 

59、北京工商大学 

各位，北京工商大学食品研究生调剂群今年已开张营业，有需要的师生请自行入群互选：

29843971 

 

 

60、福建农林大学材料工程学院 

火热进行中，电话：15980205608  qq:1825993495。 

欢迎有材料、化学、环境、食品等相关专业的同学加入哦！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3 年 3 月 9 日星期四发布，50~54 号，共

计 5条信息。 

 

 

50、浙江农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接受学硕：林业工程 08 开头，方向为生物质能源与材料；化学 07 开头，方向为能源材料；

专硕：机械 08 开头，方向为生物质能源与技术。要求有化学基础的 。有意者请联系：QQ：

374068853 邮箱：374068853@qq.com。 

 

 

 

51、北方民族大学 

北方民族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包含生态学、生物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科学、生

物技术 5个本科专业，生态学和食品科学与工程 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生态学”

和“食品科学与工程”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生物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为国家

级一流本科建设点；“生物工程”专业为国家级优势特色建设专业和“第二学位”专业；

“生物技术”专业为自治区级优势特色建设专业。。学院现有教职工 72 人，其中专任教师

63 人。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 41 名、硕士学位 17 名，正高职称 14 名、副高职称 20 名。

学院拥有 6个省部级教学科研平台，实验室面积 7000余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3000余

件（套），总价值 5000余万元。 

 

欢迎申请调剂北方民族大学生态学（学硕）和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硕），2个专业均按照一

级学科招生，调剂政策按照国家政策执行。有意调剂的同学请扫码入群。 

 

 

 

 

 

 

52、青岛农业大学 

本课题组接收生物专业的调剂生——专硕 

课题组主要从事生物信息学领域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 



（1）植物病原菌蛋白结构与功能研究 

（2）基于结构的化合物发现和合理设计 

导师具体情况见 http://smkxy.qau.edu.cn/content/95e85c55f9451dfa430 

研究生要求：报考 08（生物技术与工程等相关专业），过 a类国家线；欢迎有上进心，对科

研有热情和兴趣的同学加入课题组！ 

联系方式：dujuannx@126.com  qq：48188410   请直接发邮件或 qq联系。 

 

 

 

 

53、大连工业大学 

专业：生物学、轻工技术与工程（08可调） 

联系方式：jinzx2018@163.com 

 

 

54、昆明学院 

云南省高校绿色有机资源化学科技创新团队 招收调剂生，涉及两个专业【 材料与化工】专

硕 和【生物与医药】专硕 

【要求：本科有足够化学化工背景！！！（必须认真学习过 有机化学）】（本科未学习化

学的同学麻烦不要发简历！！）。另外需注意系统里可调（材料与化工：08 开头且考了数

学，过 b区线 ） 

欢迎咨询，欢迎联络：（负责联络的师姐）： 

王冬寅 QQ：1390974056，电话 15041125170；马迎春，QQ：2919882602，电话 13002775096。 

招生导师简介： 

梁德强：https://hgsys3.kmu.edu.cn/info/1137/2360.htm 

石楼：https://hgsys3.kmu.edu.cn/info/1137/2397.htm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3 年 3 月 8 日星期三发布，44~49 号，共

计 6条信息。 

 

 

 

 

44、浙江海洋大学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 

各位老师，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北京）有硕士调剂名额，非常不错的研究所，有优

秀调剂学子可以推荐！ 

mailto:dujuannx@126.com


 

 

 

 

45、济南大学生物标志物与食品安全检测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 

黄加栋，课题组组长，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200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2006年 7月至今，

济南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王玉，硕士研究生导师。2013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化学生物传感与计量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4年 1月至今，济南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 

刘素，硕士研究生导师。2009 年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2009 年 7 月至今，济南大学水利与

环境学院，教授。 

课题组研究方向：生物医学传感、食品安全检测 

实验室条件：目前课题组有老师 3 人，包含教授 2人和副教授 1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2人，

在读硕士研究生 16 人，学术氛围浓厚，师生关系融洽，课题组经费充足、仪器设备齐全，

实验室环境优良。 

课题组代表性科研成果：近年来，课题组先后获批包括 1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 项国家

863 计划、1 项山东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在内的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课题组

成员以通讯/第一作者在 Analytical Chemistry, ACS Sensors，Chemical Communications，

Biosensors & Bioelectronics，Sensors & Actuators: B. Chemical 等 SCI学术期刊上

发表研究论文 80余篇，以第一发明人获授权专利 50余项。 

调剂要求：希望你能够对本团队的研究方向有浓厚兴趣，踏实肯干、勤奋努力，我们欢迎你

的加入！ 

联系方式：建议把个人简历、考试成绩和手机号码发送至邮箱 bio_wangy@ujn.edu.cn。请各

位联系我们的同学一定在填报调剂志愿时保持联系，确保填报调剂志愿无误。 

 

 

 

 

46、天津科技大学纳米纤维素研究团队 

天津科技大学纳米纤维素研究团队主要利用木质纤维原料，探索出多种木质纳米纤维素基的

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纳米复合材料催化剂、水凝胶、气凝胶、纳米纸、碳纤维等多孔性高

性能材料，拓展其在能源、环境方面的高值化应用，已形成了特种纤维纸材料、纳米催化材

料、电极和隔膜材料、生物医用材料、高性能过滤材料等特色研究方向。 

团队主持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天津市

科委攻关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等相关项目 20 余项，团队在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

Bioresource Technology、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等相关期刊上发表

近百篇研究论文。 

团队与加拿大新布伦瑞克大学、芬兰奥博学术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华

南理工大学、广西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及研究所具有紧密的合作关系；与景兴纸业、世纪阳光

纸业、浙江金昌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龙头企业保持长期合作，为研究生培养、就业和

职业发展建立了良好的外部平台和基础条件。研究生期间会有多种奖助学金资助（资助比例

达到 100%），也有很大几率能够出国留学（美国、加拿大、芬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继续深造。学生毕业后就业率高，待遇丰厚。 

调剂具体要求： 

1. 第一志愿为化工、材料、造纸、能源、食品、轻化、林产化工等相关专业； 

2. 初试成绩达到教育部统一规定的 A类地区复试分数线； 

3. 有一定科研基础，对科研热衷、感兴趣。 

团队现有研究人员 9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2人，硕士生导师 6人。研究经费充足，欢迎有志

同学加入。 

联系人：刘老师，liuyingying90921@126.com 

有调剂意愿的同学请将个人简历(本专科毕业院校、所学专业、工作单位、年龄、性别、民

族等)；本人联系方式(手机号码或 QQ 等)，调剂申请表，一起发至联系人刘老师邮箱

liuyingying@126.com。（不要直接回复帖子，需要将简历等相关信息发到刘老师邮箱） 

注：本团队调剂名额有限，择优录取，招满为止！ 

 

 

 

47、汉江大学 

湖北武汉的江汉大学光电材料与技术学院招收硕士研究生，学校地理位置优越，学术气氛浓

厚，科研条件好，环境优美。常年接受专业背景为化学化工，材料，环境，药学食品等大类

专业（报考第一志愿为学术型硕士，仅限专业代码为 07/08开头），有志于攻读研究生的同

学的考研咨询。 

 

 

48、青岛农业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 

化工类工科（包含食品、环境等与化学化工相关专业）专业调剂生 3名，需考数学二或数学

一。 

对科研感兴趣、非诚勿扰！ 

联系方式：王老师，邮箱：jpwang@qau.edu.cn、微信：15063011371、qq：247131314 

 

 

49、广西科技大学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学硕 ：化学工程与技术 和纺织科学与工程，专硕：化学工程有招

生名额，接收化学化工、食品、生物、制药、纺织工程等专业报名，要求考数学。咨询 QQ群

号 768158517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3 年 3 月 7 日星期二发布，40~43 号，共

计 4条信息。 

 



 

40、浙江海洋大学海洋科学与技术学院 

拟调剂人数：1-2人 

拟招收调剂研究生专业：生物与医药专业 

联系方式：王老师邮箱地址为：labwtmzjou@163.com。 

要求：A类总分及单科过国家线，具有良好的英语基础（过六级）； 

一志愿报考为 08 开头的工科，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愿意从事水产养

殖专业技术研发工作。 

 

 

41、西北民族大学 

西北民族大学有较多调剂名额，生物工程专业（学硕），食品生物技术方向，需要报考学硕

且考数学二的同学，本科专业食品生物类都可以，有意向可以加微信 15294236508（微信电

话同步），或者发简历到邮箱 gaodan0322@163.com咨询。 

 

 

 

 

42、东北农业大学文理学院调剂 

制药工程专硕，专业代码 0860开头才有希望 

课题组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纳米材料的电化学和环境领域应用、中药提取等。 

课题组与中科院物理所和中科院广州能源所长期合作有联培机会，已有科研学习扎实的研究

生在北京中科院物理所的清洁能源前沿研究中心联合培养，欢迎优秀的小伙伴加入。 

邮箱 qubin@neau. edu. cn 

 

 

 

43、云南农业大学 

关于招收 2023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通告（一） 

各位考生： 

根据 2023 年硕士研究生第一志愿考生考试情况，预计我校有多个专业（领域）有缺额计划需要调

剂合格生源，欢迎广大初试成绩上线考生积极参加调剂报考我校。现将有关调剂要求通告如下，供考生参

考。 

一、调剂基本条件 

1.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调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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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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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志愿报考照顾专业（指体育学及体育硕士，工学照顾专业，下同）的考生若调剂出本类照顾

专业，其初试成绩必须达到调入地区该照顾专业所在学科门类（类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第一志

愿报考非照顾专业的考生若调入照顾专业，其初试成绩必须符合调入地区对应的非照顾专业学科门类（类

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体育学与体育硕士，工学照顾专业之间调剂按照顾专业内部调剂政策执

行。 

6.第一志愿报考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旅游管理、工程管理、会计、图书情报、审计专业学位硕士

的考生，在满足调入专业报考条件、且初试成绩同时符合调出专业和调入专业在调入地区的全国初试成绩

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可申请相互调剂，但不得调入其他专业；其他专业考生也不得调入以上专业。 

第一志愿报考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的考生不得调入其他专业，其他专业的考生也不得调入

该专业。 

7.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考生不得调剂到该计划以外录取；未报考的不得调剂入该

计划录取。 

8.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的考生，申请调剂到普通计划录取，其初试成绩须达到调入地区

相关专业所在学科门类（专业学位类别）的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退役大学

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 

报考普通计划的考生，符合“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报考条件的，可申请调剂到该专项计划录

取，其初试成绩须符合相关招生单位确定的接受“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考生调剂的初试成绩要求。调

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招录的考生，不再享受退役大学生士兵初试加分政策。 

9.参加单独考试（含强军计划、援藏计划）的考生不得调剂。 

二、调剂申请 

1. 我校不进行预调剂，所有调剂考生（既包括接收外单位调剂考生，也包括接收本单位内部调剂

考生）必须通过教育部指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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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开放后，有调剂意愿的考生可通过登录

该系统，查看我校各学院调剂工作细则、调剂专业（领域）缺额等相关信息，按系统提示填报志愿。 

2. 待《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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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分数线）公布

后，我校将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yz.chsi.com.cn/）或“云南农业大学研究生



处”（网址：http://yjs.ynau.edu.cn）及时发布我校各学院招生相关调剂时间、接收调剂专业（领

域）、调剂程序、调剂复试办法等相关事宜，届时请考生关注。 

三、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871）65228283，传真：（0871）65227087 

研究生招生科地址：云南农业大学西校区至诚楼 314 室 

邮寄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沣源路 452 号云南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邮编：650201 

各学院 2023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联系方式 

招生学院名称 
联系

人 
联系电话 学院网址 

马克思主义学院 
饶老

师 
0871-65227854 https://marx.ynau.edu.cn/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张老

师 
0871-65227381 http://rw.ynau.edu.cn/ 

机电工程学院 
赵老

师 
0871-65227763 https://jdxy.ynau.edu.cn/ 

水利学院 
葛老

师 
0871-65227761 http://sy.ynau.edu.cn/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高老

师 
0871-65228327 http://et.ynau.edu.cn/sp/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张老

师 
0871-65227731 http://nx.ynau.edu.cn/ 

园林园艺学院 
苏老

师 
0871-65227654 https://ylyy.ynau.edu.cn/ 

茶学院 
黄老

师 
0871-65228867 http://et.ynau.edu.cn/tea/ 

资源与环境学院 
李老

师 
0871-65220392 http://zhxy.ynau.edu.cn/ 

植物保护学院 
李老

师 
0871-65228732 http://zbxy.ynau.edu.cn/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种老

师 
0871-65227789 https://dky.ynau.edu.cn/ 

动物医学院 
樊老

师 
0871-65228915 http://dwyx.ynau.edu.cn/ 

经济管理学院 

赵老

师 
0871-65227752 http://em.ynau.edu.cn/ 

陈老

师 

http://yjsy.ynau.edu.cn/
http://et.ynau.edu.cn/sp/
http://nx.ynau.edu.cn/
https://ylyy.ynau.edu.cn/
https://dky.ynau.edu.cn/


杨老

师 

大数据学院（信息工程

学院） 

白老

师 
0871-65224590 https://ie.ynau.edu.cn/ 

烟草学院 
白老

师 
0871-65227816 http://ycxy.ynau.edu.cn/ 

建筑工程学院 
张老

师 
0871-65150580 http://cae.ynau.edu.cn/ 

外语学院 
胡老

师 
0871-65220168 http://wyxy.ynau.edu.cn/ 

体育学院 
陈老

师 
0871-65812522 https://ty.ynau.edu.cn/ 

热带作物学院 
刘老

师 
0879-3028698 https://ry.ynau.edu.cn/ 

以上内容如与教育部最新政策冲突，我校将按教育部最新政策执行。 

 

云南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7 日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3 年 3 月 6 日星期一发布，35~39 号，共

计 5条信息。 

 

 

35、渤海大学粮油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渤海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 4 个二级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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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方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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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

究方向为大豆多糖理化及功能性质、全谷物食品研究及粮谷类食品生物高效转化技术研究。 

近 3年团队成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年项目，十三五、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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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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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先后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critical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food hydrocolloids、carbohydrate polymers、ultrasonics sonochemistry、

food chemistry、food research international、中国食品学报、食品科学等国内外重要

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20余项，相关成果应用于多家企业。 

接收以下专业调剂： 

1. 学术型专业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083202） 

学硕可接受一志愿专业代码“08”开头的食品相关考生，包括生物与医药-食品工程方向

(086000);需要考数字。 

有意向的同学请添加 qq联系：qq：3243317239 

 

36、北京联合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2023年北京联合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招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调剂！ 

本课题组依附北京联合大学生物活性物质与功能食品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调剂条件： 

（1）初试成绩过 a区的工学国家线； 

（2）报考专业要求：仅招收食品工程与技术，食品科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等专业。 

（3）08开头，数二英一。 

欢迎具有科研热情，有科研想法的同学积极调剂报考！ 

有意向的同学可将个人简历发送至：wtq200516@qq.com 

 

 

37、武汉轻工大学化环学院 能源与食品安全课题组 

1.要求： 

  （1）达到国家 A线。工科要求考统考数学。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方向不需要统考数学。 

  （2）欢迎化工、食品、农学等相关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同学 

  （3）简历一份（介绍个人情况，重点介绍本科期间参加相关科研活动） 

2. 研究方向具体说明： 

（1）新能源材料（燃料电池、电化学氢能）：要求统考数学 

（2）食品安全（食品理化保鲜与贮藏）：要求统考数学 

（3）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化妆品用植物功能材料方向）：农学，林学专业优先 

3. 联系方式 

团队负责人：任老师 

4. 联系人：任老师 

E-mail：renzhandong@126.com 

QQ: 502328343 (加 QQ请写“考研调剂”) 

联系地址：武汉市常青花园学府南路 68号武汉轻工大学化环学院 

邮政编码：430023 

 

 

38、2023 年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彭小伟课题组招收联合培

养调剂研究生 

课题组简介：中科院过程所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彭小伟（微生物资源与生物基产品工程）



课题组致力于工业微生物菌种和酶的筛选与构建以及相应的工艺和设备研究。通过融合现代

生物技术（合成生物学、信息生物学等）和化学工程技术原理和方法，侧重于 C1气体(CO2、

CO等)生物转化、发酵原料药生产和新酶开发与利用，形成成套技术。课题组承担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科院先导项目等任务。在 Metabolic Engineering、

Biotechnology and Bioengineering、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Biotechnology for Biofuels、Bioresource Technology等期刊发表论文 30余篇，授权发

明专利 20余项。 

研究方向： 

1. CO2/CO生物转化制备可降解材料和化学品调控机制和工程菌构建,相关工艺和设备研制 

2. 纤维素酶制剂生产技术 

3. 糖苷酶开发与应用 

招生方向：生物、化工、化学、食品、制药等相关专业 

招生人数：2-3人 

调剂条件和联合培养方式: 

1）要求考数学（一或二）,单科和总分达到 a类国家线以上。 

2）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与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或沈阳化工大学（任选）联合培养。 

3）由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组织面试，通过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或沈阳化工大学调剂录取，

第一年在大学上基础课，之后在我课题组做毕业论文，拿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或沈阳化工大学

毕业证，过程所开联合培养证明。 

优势： 

1.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地处北京海淀区中关村核心科研地段，

国家级科研平台，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先进的仪器设备。 

2. 提供有竞争力的科研补助。 

3.在过程所期间联合培养学生与本单位研究生管理方式基本等同。 

4.表现十分优秀者有继续读博的机会。 

有意者请把简历发送到彭老师邮箱：xwpeng@ipe.ac.cn 

 

 

 

39、上海海洋大学与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联合培养硕士生招生调剂 

一级学科代码：019 

二级学科代码:086000 

导师信息：杨老师，主要研究方向：食药用菌真菌资源高效利用；营养品质和风味评价；采

后加工和保鲜技术研发；营养功能食品开发。 

导师简介：二级研究员，主持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农业部行业专项、

农业成果转化等国家和省市级 40 多项课题的研究。对食药用菌优良种源创制、发酵代谢调

控、功能成分的分离制备、活性作用机制及食用菌风味形成机制和感知机理等进行了深入系

统的研究。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90 多篇，其中 SCI收录 100 余篇；获授权发明

专利 35 项。主持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技术发明三等奖 1项；参

与获得中华神农科技二等奖 1 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4 项。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上海市领军人才。 

联系邮箱：yangyan@saas.sh.cn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3 年 3 月 3 日星期五发布，29~34 号，共

计 6条信息。 

 

 

29、广西大学 

我校有较多调剂名额，发酵工程专业（学硕），需要报考数学二的同学，本科专业食品生物

类都可以，有意向可以发简历到我邮箱 437362893@qq.com 

 

 

 

30、淮阴工学院（基础课程在学校完成） 

做论文单位：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所（研究论文在南京完成） 

研究平台：研究所隶属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设有全国辛香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江苏省天然香料工程中心、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的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南京野生植物制品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主办《中国野生植物资源》杂志。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 1项，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 3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50 项，在国内外相关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740 多

篇，出版学术专著 11 部，制修订国家标准 70项。 

研究方向：生物与食品工程研究室面向大健康产业，以农林特色植物（辛香料、药食同源植

物等）为原料，开展食品功效因子和感官评价研究，研发健康功能食品（降糖降脂食品、美

容食品、助眠食品）、休闲食品、保健食品。 

招生方向：095100农业（02食品加工与安全、03农业资源开发与利用）；085600材料与化

工（04生物化工）。 

招生要求：各科目达到国家分数线；本科为食品专业。 

招生名额：2名。 

联系电话：18951813971，孙老师。 

 

 

 

 

31、兰州理工大学生物资源开发与环境健康创新研究实验室 

一、调剂专业和要求 

2023年度本团队接收若干名生物工程专业学硕（代码 083600），具体要求如下：  

（1）初试成绩总分、单科成绩均达到国家规定 B 区分数线（过 A 区分数线者优先，过英语

六级者优先，本科期间主持科创项目或竞赛者优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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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工学专业（代码 08开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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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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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室简介 

实验室现有教师 7人，其中教授 2人，副教授 2 人，讲师 3人，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项，科技部“科技助力经济 2020”重点项目 1项，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项目（子项目）1项，

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 5项（重点项目 1项），甘肃省知识产权计划项目 2项，中国博士后科

学基金 2项（特别和一等资助），其他省部级课题 15项，横向科研项目 30 多项，累计科研

经费近 1000 万元。实验室先后荣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甘肃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教育厅级奖 2项，授权发明专利 12项，实用新型专利 25项，软件著作和科技成果登记

近 50项，出版教材和专著 12部。实验室多名研究生荣获国家奖学金、甘肃省研究生“创新

之星”和学校优秀毕业生等荣誉，并考取中国科学院大学、江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攻读博

士。 

实验室依托西北低碳城镇支撑技术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甘肃省特色生物资源产业化校企

联合创新中心和甘肃省中藏药筛选评价及深加工高校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和红柳一流交

叉学科团队优势，立足西北高原特色生物资源，面向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服务“大食物

观”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以农畜产品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健康功能产品研发与活性评价、

绿色低碳清洁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综合食品-生物-材料-能源等多学科技术，开展

地理标志农产品贮藏与保鲜加工、生物基智能活性包装材料、生物质生化转化利用、微生物

资源与环境健康等研究工作。 

三、联系方式  

请符合条件的考生将初试成绩和个人详细简历发送邮箱 459005317@qq.com，名额有限，招

满为止，非诚勿扰。 

 

32、中国农业科学院-淮阴工学院 

招生导师介绍：王秀国，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农业科学院青年英才院级人才，青岛市

拔尖人才，青年学术带头人。2009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环境生物学专业。中国农业科学院博

士生导师，齐鲁工业大学、淮阴工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药残留与农产品安全、农药

生态毒理、生态风险评价及其生物修复、农药污染生态化学等相关研究工作。近 5年，先后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烟草专卖局绿色防控重大专项项目等国家及省部级项

目 4项，主持其他科技项目 86项。以第一/通讯作者在 nano-micro letters、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environmental pollution、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等期刊发表 sci论文 30余篇，其中影响因

子≥10 的论文 11 篇。第 1 完成人受理或授权国家专利 30 余件，美国、意大利等涉外专利

17件，其中已授权国家专利 11件、国际专利 4 件。作为编委参编著作 2部，发布标准 5项。

获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科技进步奖等科技奖励 3项。 

招生专业：农艺与种业、食品加工与安全、农业资源开发与利用 

工作地点：面试通过后，相关研究生的基础课程在淮阴工学院完成，后续主要科学研究在中

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青岛崂山区）进行，授予淮阴工学院学位证。 

津贴补助：三等 1200元/月、二等 1600元/月、一等 2000元/月；住宿、餐饮免费；文章产

出奖励另行计算。 

联系方式：muwenjing@caas.cn（或 wangxiuguo@caas.cn）；15501256861（或 15053250980） 

调剂网址：见淮阴工学院研究处网站（调剂开放后），调剂专业以 09开头。 

 



 

33、黑龙江大学甜菜种质资源保存与创新团队 

黑龙江大学甜菜种质资源保存与创新团队招收硕士研究生调剂。 

要求：有生物学、农学、微生物或食品等领域理论与实践经验（植物保护学硕（090103）2-

3人；农艺与种业（095131）4-6人）。 

联系方式：请有意向的同学将简历发送到 757378024@qq.com。 

 

 

34、 陕西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硕士点、生物与医药（食品工程）还有部分调剂名额，A区国家线，须

考数二。欢迎推荐，欢迎咨询[太阳][太阳][太阳]，联系电话 13468696397（微信同号） 

邮箱：gengjingzhang@163.com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3 年 3 月 2 日星期四发布，24~28 号，共

计 5条信息。 

 

 

 

24、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1个名额，专业：食品加工与安全方向：食品新产品开发、挤压食品、植物

肉，联系我就行 18846449925（微信同号） 

 

25、福建农林大学材料工程学院 

福建农林大学（福建福州市），材料工程学院，招收 08 开头的调剂研究生，要求考数学，

有化学基础，材料、化工、生物、食品、环境等相关专业均可。联系方式：381691248@qq.com。 

 

 

26、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今年第一次招生硕士研究生，食品和生物专业的学生都可以调剂到：资源

与环境（0857）专业硕士学位点中的环境工程（085701）专业。如你处有学生需要调剂，麻

烦推荐学生到我这来，只要达到国家线和要求，保证上岸，指标很多。到时报一下名字找徐

波老师（17880706562   xubo583@sina.com）。 

 

27、渤海大学招收调剂硕士研究生 

一、学院简介 

渤海大学食品学科创办于 1952年，目前拥有食品科学与工程辽宁省一流学科，设有“食品

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含食品科学、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农产品加工及贮藏

工程、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4个二级硕士点)和“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学位硕士点。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拥有“生鲜农产品贮藏加工及安全控制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

心”、“国家鱼糜及鱼糜制品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辽宁省高校重大科技平台“食品贮



藏加工及质量安全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10余个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学院拥有

8000平方米的食品科技大楼供教师和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专用，仪器设备总值 4000余万

元，科研条件优良。 

学院有教职工 70余人，其中，教授 15人(博士生导师 5人)，副教授 18人，博士学位教师

占 88%。学科带头人由渤海大学副校长、首批新世纪国家级百千万人才、辽宁省攀登学

者、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第一完成人励建荣教授担任。近五年学

科成员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及其他各类项目(课题)百余项，科研经费充裕。 

水产品加工组现有教师 12人，其中教授 4人，副教授 6，讲师 3人，主要从事水产品加工

技术、水产品营养等方面的研究。本组成员共获得各类项目 20余项，其中国家项目(含子

课题)8项：国家基金 5项(面上项目 2项、青年基金 3项)、十三五重点研发子课题 3项;

省部级项目 8项。可支配研究经费 500余万元。 

团队成员获得 201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工商联合会金属

进步特等奖 1项，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科技创新奖优秀论文一等奖 1项、浙江省自然科

学学术奖三等奖 2项、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奖三等奖 1项、学会年会论文一二三等奖 5

项、锦州市科协三等奖 1项。 

二、接收以下专业调剂： 

1. 学术型专业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083204) 

学硕可接受一志愿专业代码“08”开头的食品相关考生，包括生物与医药-食品工程方向

(086000);需要考数字。 

有意向的同学请添加 qq联系：qq：3243317239;邮箱：3243317239@qq.com 

 

 

 

 

 

28、陕西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学院简介 

陕西理工大学坐落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汉中，学校创建于 1958

年，是一所具有六十五年办学历史的省属高等学校，也是全国首批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

高校之一，是汉中周边陕甘川鄂渝毗邻地区具有硕士授予权最早的高校。 

二、调剂信息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创建于 2006年，由生物系更名，专业最早可追溯至 1958年汉中师范

专科学校生物农业科学专业。学院设有 4个本科专业，即生物科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生物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以及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招收生物学(0710)、食品科

学与工程(0832)学术型研究生，学科教学(生物)(045107)、生物与医药(0860)专业硕士研

究生。生物学学科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为学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是学校“1+3+5+N”学科

发展战略的排头兵。 

生物学(0710)、食品科学与工程(0832)、生物与医药(0860)均接收调剂。 

0710生物学(学术型硕士学位)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联系人/QQ群 

0710 

生物学 

071001植物学 ①101 思想政冶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40 普通生物学 

植物学 张老师： 

15891662100 

彭老师： 

071002动物学 普通动物学 

071005微生物学 微生物学 



071009细胞生物学 ④840 细胞生物学 生物化学 13571691828 

王老师： 

18291699362 

QQ 群:551283540 

071010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 英语一 

③640 普通生物学 

④841 生物化学(自) 

分子生物学 

0832食品科学与工程(学术型硕士学位) 

0860生物与医药(专业硕士学位)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联系人/QQ群 

0832 

食品科学与工

程 

01食品营养与健康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1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42 食品化学 

食品工艺

学 

党老师： 

13891629886 

陈老师： 

13891665756 

张老师: 

15891662100 

QQ

群:444145003 

02功能食品开发与评价 

03食品贮藏与加工 

04特色食品资源开发利

用 

0860 

生物与医药 

01生物技术与工程 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02 数学二 

④841 生物化学

(自) 

微生物学 

02生物制药工程 

03食品工程 

三、接收调剂条件 

1.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含加分)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调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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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代码前两位相

同，07可调 07，08可调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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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相近，即英语一可调英语二，数学一可调数学二，但不可颠倒)。

生物与医药专硕调剂必须考数一或数二; 

5.跨专业报考需要加试。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3 年 3 月 1 日星期三发布，19~23 号，共

计 5条信息。 

 

 

 

19、石河子大学食品学院粮油精深加工及品质控制研究中心 

石河子大学食品学院粮油精深加工及品质控制研究中心有教授 1 人，副教授 2 人，讲师 1

人，石河子大学“攀登计划”在读博士 2名，2022年引进浙江大学、大连工业大学博士各 1

名，累计培养国内外研究生 20余名。中心重点以新疆及西北区域特色粮油资源为研究对象，

开展粮油精深加工、功能因子挖掘、风味鉴析与调控等方面的科研及成果转化。近年来，中



心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面上项目、兵团科技攻关、科技特派员等项目 20

余项，累计发表论文 40余篇，其中 TOP期刊收录 3篇，授权专利 4项，制定企业标准 2项，

服务团场、食品企业 10余家，科技成果转化 3项，1人入选兵团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为吸引优质生源，完成研究生招生工作，有意向调剂本课题组的学生欢迎你们的加入！ 

 

 

专业要求：学硕（食品科学与工程）/专硕（生物与医药） 

联系人：小万  联系方式：18658121301（手机）、962937504@qq.com（邮箱，附上您的简

历）。 

 

 

 

20、北京工商大学酿酒工程系 

各位考生：2023 年北京工商大学酿酒工程系拟在以下 4 个专业招收一志愿考生并接收非一

志愿考生的调剂申请： 

1.应用化学学术型硕士 

2.轻工技术与工程（日用化学品科学与技术）学术型硕士 

3.轻化工程（香料化学及应用、日用化学品科学与技术、酒类化学及应用方向）专业硕士 

4.生物技术与工程（发酵与酿造工程）专业硕士 

有意向的考生请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提供个人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个人简历、本科成绩

单等），发送至研究生招生邮箱（bgstiaojizhuanyong@163.com）。后续会有相关负责人联

系考生，请保持交流方式畅通，耐心等待。具体招生细则，请关注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院、

轻工科学技术学院官网的通知。 

 

注:（1）上述四个专业接收食品、化学、生物、材料等相关专业考生的调剂；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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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调剂专业应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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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专业能力测试为有机化学、食品化学二选一。 

有意向调剂我院相关专业的优秀报考生，及时查看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技术学院网站，并

于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开通后填报调剂志愿，学院根据报考情况择优确定进入复试

的调剂考生名单。 

 

联系电话：010-68984044、010-68984046、010-68984047 

邮箱：bgstiaojizhuanyong@163.com 

专业带头人为：孙宝国，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 

 

 

21、哈尔滨商业大学食品工程学院 

欢迎加入 2023年哈尔滨商业大学食品工程学院食品类粮油、农产方向朱秀清教授团队。 

要求：（1）本科为工科食品类、参加 2023年全国硕士招生考生的学术性硕士研究生；（2）



满足总分及单科均通过教育部统一规定的 a 类地区国家线并满足哈尔滨商业大学招生分数

线；（3）有一定的科研基础，对科研感兴趣；（4）具备良好的英语写作与表达者优先。有

加入意向并符合条件的同学，请将本人简历（包括考研成绩、自我介绍、本科学习成绩、毕

业院校专业、报考专业代码及联系方式等信息）并以姓名-专业-考研成绩-本科院校-联系方

式为邮件命名发送到朱秀清教授招生邮箱：ayx15004607098@163.com。 

招生专业： 1.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083202） 2.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097203） 

团队简介： 

朱秀清，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学科带头人，从事植物蛋白化

学及精深加工研究。朱秀清教授课题组现有教师 7人，博士生导师 1人、硕士生导师 4 人，

研究方向是植物蛋白化学与深加工。团队学术氛围浓厚，主要开展大豆及植物蛋白加工机理、

高值化利用技术及改性技术的科学研究工作，围绕粮油食品加工工程化、产业化方向和目标。

近年来主持参与国家科技支撑项目计划、省百千万计划、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国家

“863”计划项目等 10余项，发表论文 60余篇，获得科技奖励 5项，具有很强科学研究能

力和技术研发经验，在行业内具有较高声誉，可推荐有志优秀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继续攻读

博士研究生。 

欢迎大家咨询招生学姐:qq:541780795、qq:2270918373 

 

 

 

22、天津科技大学与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所联合培养 

要求：一志愿报考工学（学科门类代码 08），本科学习专业为生物、食品、化学、化工（生

物化工方向）、计算机（生物信息学方向）的考生均可报名。 

联系方式：请将简历发送至 dzj2004@126.com，邮件主题统一为：硕士研究生报考。 

 

 

 

23、齐齐哈尔大学 

要求：材料/化工/环境/食品/生物 等化学方面的工科生，并参与数学二考试 

拟招收调剂研究生专业：发酵工程专业，拟调剂人数：1人 

联系方式：15590946955 

招生页面信息或官方链接：http://muchong.com/t-15557104-1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3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二发布，8~18 号，共

计 11条信息。 

 

 

 

8、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 

mailto:ayx15004607098@163.com。


主要研究方向： 

益生菌及其代谢产物（抗菌肽）、益生元、发酵食品、化妆品（透明质酸）。 

学制及专业： 

三年制硕士，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食品生物技术方向。 

调剂要求： 

考研科目含数学；有分子生物学或者微生物学理论及实验基础；英语六级；身体健康，能静

心读研、有团队合作精神。 

有意者请填写附件 1 的考生信息表，并发简历至 lpwang@shou.edu.cn，也可 QQ、微信实时

联系：2230231413，备注请写“2023考研调剂-姓名”。 

预调剂资格申请网址： 

上海海洋大学研究生院官网（http://yjs.shou.edu.cn/） 

招生、 调剂等信息查询其他途径： 

上海海洋大学研究生院官网（含微信公众号）：http://yjs.shou.edu.cn/ 

联系方式： 

联系人：阎老师  E-mail: lpwang@shou.edu.cn   QQ、微信：2230231413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新城沪城环路 999号 

邮编：201306 

部门：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电话：021－61900365 

 

 

 

 
 

9、五邑大学材料与化工制药工程专业 

一、调剂专业与招生人数专业 

工学->化工、制药工程、材料工程、食品工程 

085600 材料与化工制药工程 接受调剂 3名 

 

要求： 

1、初试考数学，各科成绩达到 A区线，总分过 A区线。 

2、对有机化学有浓厚兴趣、初试考有机化学的同学优先，也招收化工、材料、化学、制药、

食品等相关专业的学生调剂！ 

3、初试必须考数学 

二、联系方式 

师建毅（20级）：邮箱：shijianyi2022@126.com 微信：15569963039； 

徐盛挺（20级）：邮箱 xushengting2022@126.com; 微信：18253820223； 

三、导师简介 

陈修文，男，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门市二级高层次人才，广东省“100位博士博

士后创新人物”，江门市优秀科技工作者，五邑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负责人。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普通高校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和广东省科技创新

战略专项资金等省级以上项目 6 项。在新型氮杂环的合成领域以第一/通讯作者在 Angew. 

Chem. Int. Ed. 、Org. Lett. 、Chem. Commun.，Chinese Chem. Lett.、J. Catal.等国

mailto:lpwang@shou.edu.cn


际期刊发表论文 28 篇。第一发明人授权发明专利 9 项，美国专利 1 项，PCT 国际申请 4 

项，科技成果鉴定 1 项，专利技术成果转化 2 项。2019年荣获江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

文一等奖；荣获永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湖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19 年荣获广东省百名

博士博士后创新人物称号，2022年度江门市优秀科技工作者。 

课题组主页：https://www.x-mol.com/groups/chen_xiuwen 

 

 

10、五邑大学生物科技与大健康学院先进功能材料团队  

一、学校介绍 

五邑大学为广东省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高校。学校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腹地江门市，是我国

著名侨乡和海滨城市，有“中国第一侨乡”之称。学校 1985年建校，1990年成为学士学位

授予单位，1998 年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017 年成为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高校。学校现有 10 个省级重点学科，6 个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和

5 个独立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共 27 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工程硕士、教育硕士两个

类别共 10个专业硕士授权领域，在职教职工 1000余人，其中专任教师 800 余人。 

生物科技与大健康学院，拥有化学工程与技术”和“药学”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

“材料与化工”领域 1 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4个学科方向，10个学科团队。学院实验

中心建筑面积约 12000 平方米，配备有先进的科研仪器设备（X-射线单晶衍射仪、X-射线粉

末衍射仪、气体吸附仪、爱丁堡 FLS1000荧光光谱仪、500 M核磁共振仪、超高效液相色谱

仪、气质联用仪、液质联用仪等），拥有总值超过亿元的一流实验平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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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卿宁，教授。国际涂层技术创新协会常务理事及专家；广东省化工学会、材料学会理事；《广

东化工》、《辐射固化通讯》编委；省部企业科技特派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一，乳液（聚

合物）的制备、改性、结构及性能研究；二，纳米材料及聚合物基复合材料；三，精细化学

品(涂料、皮革化学品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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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以第一作者在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ChemSusChem等国际重要刊物发表论文

6篇，SCI被引超过 2000次。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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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华，教授，博士生导师，五邑大学柔性引进特聘教授。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11 年）。曾获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2012 年）。

一直从事超分子有机化学研究工作，探索化学与生物学交叉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研究方向

包括自组装螺旋折叠体和生物荧光探针。（所招研究生，第一学年在五邑大学学习，第二学

年起到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培养） 

三、招生人数 

7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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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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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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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江苏海洋大学班鑫鑫课题组接收硕士调剂 

调剂方向:材料科学与工程(0805)化学工程与技术(0817)环境科学与工程(0830）生物医院工



程(0831）食品科学与工程(0832)，不接收跨专业调剂。 

课题组研究方向:(1)有机电致发光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器件制备(2)水溶性重金属离子响应

型荧光探针的开发。 

课题组概况:硕导一名，研究生四人，本科生五人。已经毕业的硕士成果丰富，目前有在苏

州大学，同济大学读博。详情介绍见公众号“江海大班鑫鑫课题组”。邮

箱:2022210723@jou.edu.cn,电话号码:17851413711，微信:ZvenVast。 

 

 

 

12、苏州科技大学材料与化工专业   

招生专业：材料与化工（专硕） 

要求专业：生物工程、食品工程、环境工程等专业 

招生人数:   6-8 

研究方向：生化反应工程技术 

基本要求：达到国家线 

联系方式：QQ 3168952807 

 

 

13、青岛农业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 

欢迎化学类，化工类、材料与化工、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考生-招高分子材料调剂生 2 名，

工科。 

研究方向：高分子材料、缓控释高分子材料的合成、新型药剂制剂、有机合成等。要求考数

学。 

奖助政策： 

（一）助学金 

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每生每年发放 11000元（研究生国家助学金 6000 元，研究生校助学金

5000元)，每学年按 10个月（当年 9月份起至次年 6月份）平均发放。 

其他研究生无助学金。 

（二）奖学金 

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奖学金分为国家奖学金和学校设立的学业奖学金。奖励额度为每生每年

2000 元~20000 元，根据研究生学业成绩、科研成果、综合表现等情况，按比例分不同等级

进行评定，覆盖面为 100%。 

（三）其他奖励 

学校对全日制研究生设立优秀研究生干部奖，奖励标准为 1000元/人；设立百伯瑞研究生科

技创新奖，每年奖励 25 名科技创新突出的研究生，奖励额度为 2000元/人；设立康地恩研

究生优秀学生奖学金，奖励额度 50000 元/人。另外，学校根据研究生公开发表论文的数量

和质量给予奖励。 

（四）助研、助管和助教岗位津贴 

1. 助研 

导师（含校外兼职导师）按照所指导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数进行设置，导师根据研究生助研

岗位的完成情况，给予研究生助研津贴，全部完成助研岗位任务的，助研津贴标准为不少于

400元/月/人。鼓励学院和导师在学校要求的资助标准基础上提高资助水平。联合培养研究

生的助研津贴按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 助教和助管 



学校根据各学院及相关教学、管理部门提出的用人需求，设立一定数量的助教与助管岗位，

并提供相应的岗位津贴。 

（五）国家助学贷款 

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可按照国家助学贷款的相关规定自行申请。同时学校开辟入学“绿色

通道”，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顺利入学。 

电子邮箱地址: qndpolymer@163.com 

 

 

 
 

 

14、浙江科技学院生化学院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 

一.招生要求 

英语过四级，本科化工、材料、生物医药、食品等专业，吃苦耐劳，分数 275以上欢迎积极

调剂。 

二.招生人数   4人。 

三.联系方式    微信 kuaizisd 

 

 

 

 

15、长沙理工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程云辉课题组招收硕士研究生调剂信息 

一、调剂要求：2023 年长沙理工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程云辉课题组招收硕士研究生调

剂信息 

二、课题组研究方向：本课题组成立于 2007年，现有 12名专任教师，其中 9名成员具有硕

士招生资格，课题组 2022 年具备招生名额 15-18 人。本课题长期致力于功能性食品研究与

开发、食品安全加工与快速检测技术、粮食副产物深加工与高值化利用领域的研究。 

三、课题组老师简介：课题组负责人:程云辉，二级教授，食品科学工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副秘书长，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域人才”，湖南

省“万企联村、共同发展”专家顾问团成员，湖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食品安

全标准和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食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程云辉教授:https://www.csust.edu.cn/spyswgcxy/info/1035/4337.htm 

文李教授: https://www.csust.edu.cn/spyswgcxy/info/1035/4350.htm 

丁利研究员:https://www.csusl.euu"p,swgcxy/info/1035/4354.htm 

许宙副教授:https://www.csust.edu.cn/spyswgcxy/info/1035/4346.htm 

陈茂龙副教授: https://www.csust.edu.cn/spyswgcxy/info/1035/4404.htm 

焦叶副教爱:https://www.Csust.euu"pyswgcxy/info/1035/4336.htm 

王旭峰副教授:https://www.csust.edu.cn/spyswgcxy/info/1035/4847.htm 

李虹辉讲师: https://www.csust.edu.cn/spyswgcxy/info/1035/4342.htm 

昊昊助理研究员:https://www.csust.edu.cn/spyswgcxy/info/1035/4848.htm 

四、联系方式 

有意者请联系刘岩杰，由邮箱:1789574601@qq.com(请将邮件主题命名为“毕业学校+专业+

姓名+手机号码”) 



 

 

 

 

 

16、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应用化学专业秦利霞课题组 

1.本科专业或者报考专业必须为化工/材料/环境/食品等相关专业； 

2.初试必须考数学，必须是工科； 

3.招 1个学硕，1个专硕！ 

4.分数过国家线 a区。不限男女。 

 

欢迎有意向者将个人简历、考研成绩、大学成绩单等信息发到邮箱 1084638202@qq.com 

ps：注明四六级，是否应届。 

 

秦利霞课题组介绍: 

秦利霞，女，汉族，1981 年生，2009 年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获理学硕士学

位，2009年 9月进入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分析化学专业学习，师从长江学者、

杰出青年获得者龙亿涛教授，2012年 6 月获得华东理工大学理学博士学位。2012年 7 月进

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工作，副教授。 

科研工作: 

主要从事新型纳米材料的组装，功能化及其在生命分析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已取得了一些

阶段性的成果，在 Nat.Protoc.、 Sci.Rep.、 Angew.Chem.Int.Ed.、 Chem.Eur.J.和

Chem.Commun.等有重要影响因子的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 

目前主持的项目主要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

资助计划，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 

 

 

17、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硕（三年），有调剂指标。 

 

 

 

18、石河子大学食品学院粮油精深加工及品质控制研究中心   

石河子大学食品学院粮油精深加工及品质控制研究中心有教授 1 人，副教授 2 人，讲师 1

人，石河子大学“攀登计划”在读博士 2名，2022年引进浙江大学、大连工业大学博士各 1

名，累计培养国内外研究生 20余名。中心重点以新疆及西北区域特色粮油资源为研究对象，

开展粮油精深加工、功能因子挖掘、风味鉴析与调控等方面的科研及成果转化。近年来，中

心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面上项目、兵团科技攻关、科技特派员等项目 20

余项，累计发表论文 40余篇，其中 TOP期刊收录 3篇，授权专利 4项，制定企业标准 2项，

服务团场、食品企业 10余家，科技成果转化 3项，1人入选兵团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为吸引优质生源，完成研究生招生工作，有意向调剂本课题组的学生欢迎你们的加入！ 

专业要求：学硕（食品科学与工程）/专硕（生物与医药） 

联系人：小万  联系方式：18658121301（手机）、962937504@qq.com（邮箱，附上您的简

历）。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3年 2月 27日星期一发布，5~7号，共计

3条信息。 

 

 
 

5、五邑大学（广东省高水平理工科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方向的刘磊教授（

https://www.wyu.edu.cn/swjk/info/1101/4061.htm）接收调剂生，要求：考数 2，过国家

线。联系方式  54763948@qq.com. 

 

 

6、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硕调剂，联系人李老师 020-89003181 

 

 

7、北京化工大学刘云课题组接收调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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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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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要求：初试

成绩 330分以上，考数学。有相当扎实的英语功底，对科研感兴趣，主动学习能力较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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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团队介绍，关注《食品工业科技》公众号）。 

 

 

 

“食品工业科技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2023年 2月 24日星期五发布，1~4号，共计

5条信息。 

 

 

1、陕西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少量调剂名额，13028457858 

 

2、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三亚）生物与医药专业（B 区）计划有调剂名额，请有意考生将基本信息发送至葛老师：

geyingliang@163.com，并加入 QQ 群，736046291，待国家分数线及调剂名额下达后一一沟

通。 

mailto:满足要求者，愿意调剂的学生将简历发送至liuyun@mail.buct.edu.cn。手机号13716911597；QQ


 

 
 

3、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 

有调剂名额，专业代码 09开头，分数过 a区国家线即可，VX：13145332300 

 

4、河北北方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工学学硕，农业硕士专业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领域农业资源利用方向、植物

保护方向，农业与种业领域种业方向、园艺方向一志愿上线人数不足，尚有调剂指标。请有

调剂意向的考生仔细阅读“河北北方学院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办法”，及时联系孙老

师 13163680113、沈老师 18931318960、报考专业+姓名+电话实名制加入 QQ群 637066574并

及时将原报考信息及初试分数等材料请发邮箱 nonglinnyssms@163.com。 

 

 

 

 

信息来源于各个学术群，请各位考生注意甄别。《食品工业科技》祝各位学子成功上岸。 

 

食品研究生调剂 1 群已满员，请同学们进入食品研究生调剂 2 群-《食品工业科技》。 

 

《食品工业科技》免费发布高校调剂信息，联系方式 VX:17746598288，邮箱

Liu17746598288@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