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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访学情况

三、科研任务

二、 教学任务

一、个人及项目简介

“伏羲”汇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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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学科建设

四、访学及学术报告

三、科研/论文

二、 团队建设

一、 人才培养

“飞天”汇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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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杰出人才”考核指标



“飞天学者”考核指标



一、 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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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生：

 兽医微生物学 48x3班= 144学时/年

 兽医微生物学实验 24x3组= 72学时/年

 畜牧兽医专业英语，36学时/年

一、 实际教学

7



 博士生，分子细菌学，36学时
 博士生，兽医学研究进展及新技术，12学时
 学术型硕士生，专业英语， 18学时
 专业学位硕士生，专业英语， 18学时
 兽医学硕士生，遗传工程原理与应用，36学时
 毕业实习，2人,15学时
 SRTP项目1项，国创项目1项， 30学时

 专业学位硕士，专业英语， 18学时

 专业学位博士，基础英语， 40学时

 专业学位博士，专业英语， 18学时

全
日
制

非
全
日
制

一、 实际教学—研究生教学



毕业 11 人，在读15人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1项

SRTP项目1项

二、 人才培养—指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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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



二、 人才培养—指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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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博士生：在读 5 人/留学生1人

获甘肃农业大学优博培育基金1项，许芳

硕士生：毕业 7人，在读 11人

获校级优秀毕业论文2项



2014.10， “英语学习，不只为考试”。

2015.12， “且行且成长”。

2016.9， “学习飞翔”

二、 人才培养—指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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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
励志报告

2014.12：“动物重大疫病及人兽共患病研究
进展与研究需求”。

2015.12：“科技论文写作技巧”。

研究生
学术报告



二、 人才培养—指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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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才培养—指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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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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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青年教师3名



三、 团队建设

姓名 研究方向 学历 专业技术职务

杨孝朴 分子生物学 本科 教授

孙晓林 寄生虫病防控 博士 教授

包世俊 病毒病防控 硕士 副教授

张小丽 病毒病防控 博士 副教授

项海涛 寄生虫病防控 硕士 讲师

温峰琴 细菌病防控 硕士 讲师

苟惠天 寄生虫病防控 博士 讲师

万学瑞 病毒病防控 博士 讲师

王旭远 细菌病防控 硕士 助教

教授2名

副教授2名

讲师4名

助教1名

草食动物重要疫病与人兽共患病防控技术”科研团队



四、 科研及论文



四、 科研项目及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

1. 孙晓林.国家保种动物天祝白牦牛寄生蠕虫分布及分子分

类研究（31460659）， 50万元，2015.1-2018.12

2. 包世俊.马麝病毒性出血症的病原分离鉴定及其生物学特

性研究（31360620）。45万元，2014.1-2017.12

3. 曾 巧 英 . 牛 分 枝 杆 菌 耐 药 与 非 耐 药 菌 株 黏 附 素 筛 选

（31260616）。 51万元，2013.1-2016.12



甘肃省农牧厅生物技术项目2项：

1. 杨孝朴.牛分枝杆菌的巨噬-上皮细胞双靶标串联黏附素

DNA疫苗研制（GNSW-2014-8），10万元，2015.1-

2017.12

2. 孙晓林.动物性食品中重金属残留量ELISA检测方法的建

立（ GNSW-2014-9 ），10万元，2015.1-2017.12

四、 科研项目及论文



武鑫，曾巧英。清真食品中常见禁忌成分的多重PCR快速检测. 

2014107489574，2014.10.7。牛：羊：鸡：猪：老鼠

牛羊肉

种质鉴定

四、 科研项目及论文

获实用专利1项



三、 科研项目及论文



1. Xu F, Pan Y, Zeng Q*.First detection of ungulate tetraparvovirus 1 (bovine
hokovirus1) in domestic yaks in northwestern China. Arch Virol. 2016 ,
161(1):177-180（ SCI I 区 IF=2.26）

2. Pan Y，Zeng Q*.Reston virus in domestic pigs in China，Archives of
Virology，2014，159:1129–1132. （ SCI I 区 IF=2.38）

3. Xu F, Pan Y，Zeng Q*. Hepatitis E virus genotype 4 in yak, northwestern
China.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2014, 20(12): 2182-2184（ SCI I 区 IF=7.0）

4. Zhai B, Niu Q, Yang J, Liu Z, Liu J, Yin H, Zeng Q *. Identification and
molecular survey of Borrelia burgdorferi sensu lato in sika deer(Cervus
nippon) frpm Jilin Province, north-eastern China.Acta Trop. 2016，166:54-
57 （SCI I 区 IF=2.38）

5. Liu H, Xue Q, Zeng Q *, Zhao Z. Haemophilus parasuis vaccines. Vet
Immunol Immunopathol. 2016，180:53-58 （ SCI II 区 IF=1.67）

IF合计15.57

三、 科研项目及论文



（1）尹才，曾巧英*，才学鹏。猪带绦虫硫氧还蛋白过氧化物酶的原核表达及

其生物学特性分析.畜牧兽医学报，2014，45（9）：1512-1517.

（2）黄晓锋，潘阳阳，许芳，曾巧英*。甘肃省猪香港病毒的巢式PCR检测及

VP1基因序列的系统发育分析。 畜牧兽医学报, 2015，46（10）：1816-1821

（3）许芳，曾巧英*，范伟兴。牛结核病PPDB-PE/C-IFN-γ诊断方法的建立及

分枝杆菌的分离鉴定。 中国兽医科学，2014，44（09）：852－856.

（4）武鑫，张宇霞，曾巧英*，李儒致病性沙门氏菌SYBR Green I 定量PCR检

测方法的建立。。 中国兽医科学， 2015，45（ 3）：270-274

（5）周玲玲，曾巧英*，才学鹏。 猪带绦虫缺氧诱导因子-1的原核表达及抗体

制备。 中国兽医科学，2015, 45（7）：668-673

三、 科研项目及论文



（6）杨锐，张少华，骆学农，史云洁，曾巧英*，才学鹏。豆状带绦虫胰岛素样生

长因子受体基因的克隆分析及原核表达。中国兽医科学， 2016 , 46(4):403-408

（7）邓瑞雪，蒙学莲，曾巧英* ，才学鹏小反刍兽疫病毒F基因缺失体的克隆

表达及鉴定。生物技术通报，2016，5:234-239

（8）赵子惠，崔光亚，温峰琴，曾巧英* 。牛分枝杆菌HBHA-HSP65融合粘附

素对小鼠的免疫保护力。中国兽医科学。2016，46（6）：737-742

（9）孙亮，吉文汇，傅强，严亚贤，曾巧英* ，孙建和。猪链球菌2型噬菌体

裂解酶催化域A5的关键氨基酸位点的鉴定。中国兽医科学。2016，46（8）：

1020-1024  

（10）孙燕燕，马米玲，周广青，林密，曾巧英* ，蒋韬。A型口蹄疫病毒抗体

金标检测试纸条的研制。中国兽医科学。2016，46（9）：1123-1127

三、 科研项目及论文



国外访学：无

参加国际会议3次---会议翻译，学术报告2次

1 猪病防控新技术国际研讨会，2015.12，南京

2 中英奶牛疫病防控国际研讨会，2014.12，武汉

报告题目：Infections detected in Yak, Northwestern China

3 布病结核病防控国际研讨会，2014.11，青岛

报告题目：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ulti-PCR method 
for bovine tuberculosis diagnosis 

五、 访学及学术报告



五、 访学及学术报告



五、 访学及学术报告



六、学科建设

1. 建立了“草食动物重要疫病与人兽共患病防控”学术团队。

2. 凝练了研究方向： 草食动物的II类动物疫病与人兽共患病。

3. 确定了研究目标：

获得标志性的诊断方法与疫苗。

引入高通量生物信息学分析技术，进行基因组学和转录组学研

究，提升科研水平和效率。

加强了与相关科研单位的科研平台与资源共享合作关系。



牦牛疫病流行病学调查

清真食品质量控制技术

草食动物重要疫病防控

人兽共患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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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科建设

4.确定了

研究内容



七、科研经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支出15万元

甘肃省农牧厅生物技术转化与应用项目，支出8万元

甘肃农业大学伏羲杰出人才项目，支出30万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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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