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乡学院“创新引飞工程”导师简介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篇

王选年，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基础兽医学博士，

教授、新乡学院副校长，担任《现代生物技术进展》课程。

研究专长：动物疫病及食品安全防控，主要方向动物分

子免疫学和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

王选年教授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科技学院、郑

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近年来在国内外重

要刊物发表科研论文 180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4 篇，申

请获得国家专利 20 项，已授权 17 项，出版专著教材 10 部，

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验收（鉴定）成果 2 项，河南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 2 项，河南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地厅级科技成

果 15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 项），国家科技重点研

究项目子课题（1 项），“十一五”国家支撑计划（2 项），教

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河南省杰出人才计划项目，河

南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河南省高校杰出科研人才创新工程

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培养工程项目，河南省高校

科技创新团队支持计划，河南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项目，

河南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等 20 项研究工作。



任敏，女，大学本科学历，教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

术带头人、新乡市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新乡学院生命

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主要从事植物生理及植物组织培养的教学及科研工作。

先后承担了《植物生理学》、《植物保护学》、《普通生物学》、

《植物组织细胞技术》等多门课程的理论及实验教学工作，

指导学生实习及毕业论文工作以及生命科学技术院行政管

理工作。获河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河南

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 项；主持省市级科研项目多项；发表

专业论文 30 余篇；主编或参编著作 5 部。

张艳芳，女，博士，1973 年 12 月生。2009 年 06 月毕业

于江南大学发酵工程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2013 年晋升

副教授职称。研究方向：发酵工学/酶工程。主讲课程：

酿造酒工艺学、发酵工程原理与技术、食品微生物学。长期

从事发酵工学方面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主持河南省教育



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发表 SCI 论文

3 篇，出版著作 1 部。在菌种选育、生化分离技术、食品酶

学、食品风味成分分析、生物制药技术方面开展相关研究。

孙国鹏，男，1982 年 7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东北

农业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副教授、生命科学技

术学院副院长，担任生物化学课程。

研究专长：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主要方向为动物病

毒性疾病分子机制、肿瘤预防与治疗。

孙国鹏副教授长期从事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及动物病毒性

疾病分子机制的教学与理论研究，先后承担《生物化学》、《基

因工程》、《生物化学综合实验》课程的教学工作，先后获得

“新乡学院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与“河南省教育系统

教学技能竞赛”一等奖，以及河南省“教学标兵”荣誉称号。

主持并参与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重点攻关项

目、河南省科技攻关等项目，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进展》、

《Advance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Biology》等杂志共计发表

论文十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3 篇，EI 论文 2 篇，参编出

版著作 1 部，教材 1 部，完成近 20 余万字。



郭晖、男、讲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硕士、国

家花卉园艺技师、中国风景园林协会会员，生命科学技术学

院办公室主任。主要从事园林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研究方向：园林植物造景，大地景观规划与生态修复。

近年来主要讲授《园林工程制图》、《园林设计初步》、《风景

园林规划设计》等课程，发表学术论文 18 篇，教改论文 3

篇，主持参与厅级以上项目 8 项，出版著作 2 部，参编教材

2 部，主持参与各类园林设计项目 20 余项。

蔺芳，女，硕士，讲师，1983 年 1 月生。2008 年 6 月毕

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大学细胞生物学专业，获硕士学位。 长

期从事植物营养方面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获河南省素质

教育理论与实践优秀教育教学论文二等奖，河南省第二届自



然科学学术奖学术论文三等奖，发表 SCI 论文 1 篇，核心 15

篇。

王俊甫，男，大学本科学历，河南师范大学植物生理生

化硕士，讲师。

研究专长：淀粉酶的功能，主要方向为食品安全控制、

公共营养研究。

长期从事食品安全的教学与理论研究，先后担任有《食

品感官分析》、《食品安全控制技术》、《食品微生物检验》课

程的教学工作，近 5 年来在《北方园艺》、《江苏农业科学》

等国家核心刊物上发表了《萘乙酸对绿豆芽形态和品质的影

响》、《淀粉酶基因的进化分析》等相关科研论文；参与省级

科研项目 4 项；参编《生物化学实验》，《农产品质量认证与

安全生产》两部。

岳锋，男，1983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讲师，四川农

业大学预防兽医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在站博士后，担任《基



础生物学》和《动植物检验检疫学》2 门课程。

主要从事动物传染病与免疫学方面的科学研究与教学

工作，获得河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鉴定成果 2 项，在国内核

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1 篇，其中 SCI 论文 4 篇，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 5 项，主持河南省高校重点研究项目 1 项，参与多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级科研项目。在病毒受体与配体相

互作用和免疫抑制性受体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成

功筛选出猪瘟病毒结合靶细胞的配体表位多肽 SE24，该配体

表位具有抑制病毒感染靶细胞的功能，为进一步开发病毒配

体抑制剂药物奠定基础。证实猪瘟病毒感染过程中，引起了

PD-1：PD-L 通路的活化，导致机体免疫抑制，为治疗动物免

疫抑制性传染病和提高免疫功能奠定基础。

赵红艳，女，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河南师范大学理

学硕士，讲师。

研究专长：主要方向结构植物学、药用植物与种质资源。

讲授《食品科学导论》、《食品卫生学》、《食品工艺学》等课

程。曾多次参加完成省级、地厅级科研项目十多项，并获得

省科技进步奖、教育厅成果奖，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时珍国医国药》等核心刊物发表研究论文二十余篇。参加

或主持完成发明专利 2 项，参编或副主编完成学术性著作、

规划教材共 4 部，完成近 50 余万字。



王书丽，女，硕士，1980 年 11 月生。2005 年 6 月毕业

于河南农业大学作物栽培与耕作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新

乡学院讲师。

长期从事食品营养与检测、农作物栽培调控措施方面的

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讲授课程《食品生物化学》、《食

品营养学》。获得河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鉴定成果 3 项，河

南省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论文一等奖 1 项，参与项目获新乡

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 项，完成校级教改项目 2 项，省

级招标课题 1 项，在 CN 以上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以副主编

完成《有机化学》、《生物化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在食品营

养与安全及作物调控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朱艳平，女，博士，副教授。工作期间先后参与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2 项、河南省杰出人才项目 1 项、河南省科技

厅科技攻关项目 1 项、河南省基础与前沿项目 1 项，主持了

河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 1 项目的研究工作，发表 SCI 论

文 3 篇，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8 篇，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 4 项（其中授权 3 项，受理 1 项）。主要从事动物重

要疫病的致病机制和食品病原微生物的快速检测方法的建

立。先后承担生物技术教研室和食品教研室的《免疫学》、《免

疫学实验》、《食品分子检测技术》、《细胞工程实验》、《微生

物学实验》和《动植物检验检疫学》的教学工作。

应浩，男，食品科学专业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食品化

学与功能因子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曾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和省

自然科学基金等 5 项省部级项目的科研工作；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4 篇），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4 项。

先后担任《食品营养与卫生》、《食品化学》、《食品分析》、

《功能性食品及其评价》、《食品工艺学》、《生物化学》、《生



物技术制药》等课程的主讲教师。

田金河，男，1977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讲师，华南

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专业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1，面制品加工工艺理论及应用，特别

是面包、蛋糕、饼干生产技术及理论；2，肉制品蛋白凝胶

加工工艺理论及应用；

目前已发表研究论文 5 篇，其中 SCI 收录 1 篇（Food

Bioprocess Technology,1区 top），EI收录1篇（Modern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核心期刊收录 3 篇。

讲授课程包括：《微生物学实验》，《仪器分析与检测》。

《粮油品质分析与检测》《食品发酵与酿造》《食品工程高新

技术》。

张家洋，男，研究生学历，副教授。南京林业大学农学

硕士。

主要从事园林植物抗逆性研究、大地景观生态修复方面



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讲授《园林建筑结构与构造》、《园林

建筑力学》等课程，主持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 3 项，主持河

南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项目 1 项，主持厅级项目 3 项；获

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出版著作 2 部；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

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2 篇。

蔡志红，女，1964 年出生，1987 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地

理系，副教授职称。

主要从事植物地理分布与植物景观设计与配置的教学

与研究工作。

讲授《园林植物造景与配置》、《园林植物与花卉欣赏》

等课程。

金振锐，男，1987 年 9 月生，助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风景园林硕士。担任《园林绘画》、《园林设计后期处理》《风

景园林规划设计》等专业课程。

主要从事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方向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朱凤荣，女，1964 年 5 月生，大学本科，副教授，主要

从事植物学教学与科研工作。承担园林技术专业“园林植物

学”、“园林苗圃学”和“插花艺术”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在

CN 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出版《植物古汉名图

考》等专著和教材 3 部。

董翠月，女，1974 年 5 月生，讲师，西南大学植物学硕

士，参编多部教材和专著，参与多项教改及科研项目。

研究方向为园林植物栽培养护，主要讲授课程《园林植

物栽培养护》《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园林法规》等课程，

参与多项教改项目，教改论文”大学生多层次实践场所培养

模式探索“荣获河南省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优秀教育教学一

等奖。发表论文十余篇，并被 EI 收录，参编规划教材 5 部，

专著一部，完成近 60 万字。



周会萍，女，研究生学历，江西农业大学生态学硕士，

讲师。

主是从事植物生理生态方向的教学与理论研究 ，讲授

《生态学》、《土壤肥料学》、《遗传学实验》等课程。近年来，

在《江西农业大学学报》、《西北林学院学报》等核心期刊上

发表《湿地松人工林群落林下植被物种多样性研究》，《新乡

市区园林植物区系特征分析》、《濒危植物矮牡丹矿质元素含

量研究》等相关研究论文近 20 篇，获河南省首届自然科学

学术论文三等奖一项、河南省信息教育优秀成果奖一项。参

与省级项目多项，参编《园林植物遗传育种学》教材一部。

徐小博，男，1986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博士，讲师。

从事植物生理生态及植物化学方面的科学研究与教学

工作，讲授《生命科学导论》、《植物生理学》、《细胞生物学

实验》等课程。发表 SCI 论文 2 篇，核心论文 5 篇。



楚莉莉，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讲师。

主要从事农业生态学、农业废弃物利用、植物生理生态、

大地景观规划与生态修复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讲授《景观生

态学》、《仪器分析》、《植物组织培养》课程。

主要科研成果有：参与河南省教育厅重点攻关项目、河

南省科技攻关等项目 5项，完成河南省科技厅鉴定项目 3项，

发表 EI 论文 1 篇，核心论文 7 篇，出版专著 2 部。

陈丽丽，女，硕士研究生，讲师。

主要从事植物逆境生理研究，研究方向为环境污染的植

物修复。先后担任《氨基酸工艺学》、《酶工程》、《微生物学

实验》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在《东北师范大学学报》、《江苏

农业科学》等国家核心刊物上发表相关科研论文十余篇；主

持省教育厅项目 1 项，参与省级项目 3 项；获河南省素质教

育理论与实践优秀教育教学论文一等奖，河南省第二届自然

科学学术奖学术论文二等奖；参编学术著作 1 部。



段艳红，女，西北大学理学博士，副教授；导师是舒德

干院士、教授、长江学者和德国洪堡学者。研究方向为进化

生物学和药用植物快速繁殖。先后参与完成课题 20 项；目

前主持科研项目 2 项。发表论文 60 篇，其中 SCI 收录 1 篇；

出版论著 11 部；辅导学生发表论文 17 篇，辅导以创新引飞

工程项目学生为第一作者的有 2 篇。

蒿宝珍，男，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美国 Texas A&M

University 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药用植物次生

代谢调控。主要围绕药用植物次生代谢物的积累、合成途径、

信号转导及相关基因的表达调控进行研究。先后参与完成

“十二五”国家计划课题 1 项、省级科研项目 2 项，目前主

持各类科研项目 3 项。发表论文 26 篇，其中 SCI 收录 7 篇，

参与完成国家发明专利 1 项，获各项奖励 5 项。为美国农学

会-土壤学会-作物学会（ASA-CSSA-SSSA）会员。SCI 期刊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和“Crop &

Pasture Science”的审稿人。



李鹏，男，讲师，吉林大学预防兽医学博士，河南省农

业科学院博士后，河南省免疫学会动物免疫学分会理事。研

究方向：分子病毒学与分子免疫学。教授课程：生物专业英

语、细胞工程、生物制药。目前承担课题“第 50 批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河南省教育

厅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新乡学院科技创新项目等 4 项，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农业部公益专项“重大动物疫

病疫苗临床免疫评价技术研究与示范”2 项。共发表论文 8

篇，专利 1 项，其中 SCI 收录 1 篇。

穆瑞瑞，女，1981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讲师，郑州大

学细胞生物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微生物代谢机制，担任《微

生物学》、《分析与检测技术实验》等课程。

曾多次参与地厅级项目，在《中国公共卫生》、《北方园

艺》、《西北农业学报》等刊物发表研究型论文十多篇，并被

CSSCI、EI 收录。



潘鹏涛，男，1986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讲师，东北

师范大学理学博士。

主要从事噬菌体展示技术及 P53 抗体检测研究，研究方

向为肿瘤检测及肿瘤早期筛查，讲授《生物统计学》、《动物

生理学》、《细胞工程实验》等课程，曾多次参与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及省科技厅项目，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

（9/13）,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分别在 Nano Research（IF:8.9）

和 Endocrine(IF:3.4)上发表 2 篇高水平 SCI 论文。

孙莉萍，女，硕士，助理实验师，从事核苷药物的合成

研究，新乡学院科技创新团队骨干成员，目前主持河南省科

技厅科技攻关项目和河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各 1 项，参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发表教改论文 3 篇，申请国家发

明专利 2 项。主讲本科专业《药事管理与法规》。



徐鑫，女，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副教授。生命科学技

术学院生物技术教研室主任。

主要从事生物命科学导论、细胞生物学教学研究工作。

近年来，在作物学报、植物遗传资源学报、华北农学报、麦

类作物学报 Crop & Pasture Science 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

表论文 13 篇，出版教材、著作共 3 部。主持河南省教育厅

教改项目 1 项，校级教改项目 2 项。参加省级科研项目 4 项，

主持校级科研项目 1 项。

张万方，女，博士学历，东北师范大学与加拿大国家研

究理事会生物技术研究所联合培养，细胞生物学博士，讲师。

主要从事肿瘤诊断与治疗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承担

《基因工程》、《分子与基因工程综合实验》、《植物生理学》

和《植物生理学实验》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持河南省教育

厅“高校重点科研项目”一项，参与河南省科技厅“科技攻

关项目”两项；近几年来，分别在 SCI、中文核心期刊上发



表研究论文 4 篇，参与发明专利 8 项，参编学术著作 1 部。

朱红霞，女，1981 年 9 月生, 中共党员, 硕士，实验师。

主要从事植物抗性生理方面的研究，讲授《植物生理学实验》

等课程。曾获河南省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优秀教育教学论文

一等奖 1 项，河南省第二届自然科学学术奖学术论文二等 1

项、三等奖 1 项。发表 SCI 论文 1 篇，专业核心 14 篇。主

持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 1 项，新乡市科技攻关项目 1 项，河

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 1 项。

牛姣姣，女，研究生学历，南京农业大学农学硕士，助

教，生命科学技术学院辅导员，担任食品生物化学课程。

研究专长：分子作物育种，主要方向为 SNP 分子标记开

发及应用。

牛姣姣教师主要从事分子生物学方向的教学与理论研

究，担任有《食品生物化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近 3 年来，

发表《芝麻抗枯萎病 SNP 关联分析》论文一篇。



何金娇，女，1987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讲师，东北农

业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

主要从事肿瘤的生物治疗与禽类基因工程疫苗，研究方

向为生物制药。参与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等。目前在《virus

research》, 《Journal of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immunopharmacology》等刊物发表 SCI 论

文 7 篇，其中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3篇，

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 篇，参与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仇书兴，男，1981 年 04 月生，中共党员，讲师，2015

年 07 月毕业于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免疫学专业，获医学

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基因工程疫苗方面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讲授

《生物信息学》、《基因工程》等课程，研究方向为分子病毒

学/基因工程疫苗。作为项目主要承担者参与重大新药创制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的研制）、国家

“863 计划”课题（基于细胞培养的 H1N1 或其它亚型流感疫

苗研究）和国家“863 计划”课题（季节性流感疫苗与 H1N1



或其它亚型流感联合疫苗的研制）等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

主持 2016 年郑州市科技攻关计划和 2017 年河南省科技攻关

计划项目。参与发表 SCI 论文 1 篇，中文核心 2 篇，合作发

表论文 8 篇，参与国家发明专利 1 项。

殷俊磊，男，1984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讲师，扬州

大学人兽共患病学专业博士，参与多项国家和省级自然科学

基金，主持并完成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一项；曾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进行短期学习。

主要从事微生物学相关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目前在

国内外期刊共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第一作者 15 篇(4 篇

SCI)，主要在病原微生物致病机理及其防控方面开展相关研

究。

何勇，男，硕士，助教。工作期间先后参与河南省基础

与前沿项目 2 项、河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1 项、河

南省教育厅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 1 项，在国内核心期刊发

表学术论文 4 篇，获。主要从事人畜共患寄生虫病的致病机

制和动物重要病原的快速检测方法的建立。先后承担《环境

与健康》（原名为《神秘的微观世界》）《免疫学实验》、《细



胞工程实验》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庄静静，女，1988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讲师，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生态学博士。

主要从事森林生态和环境效益评价研究，研究方向为土

壤碳循环，森林结构与生态效益，主要讲授《园林设计初步》

课程，在《林业科学研究》、《东北林业大学学报、《生态环

境学报》等刊物发表研究型论文 8 篇。

秦歌，女，研究生学历，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助教、生

命科学技术学院辅导员，担任食品毒理学课程。

研究专长：微生物学，主要方向为应用微生物学、生物

发酵。

主要研究方向为发酵及应用微生物学，参与发表论文若

干。



李少觐，男，1987 年 2 月生，中共党员，助理实验师。

主要从事学生工作以及食品专业课程，研究方向为食

品加工与安全。刊物发表研究型论文 9 篇,参编规划教材共 1

部，市社科联调研课题一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