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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简介: 

福建农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立于 2001 年，倡导“追求卓越，追求完美，追

求和谐”的学院精神，以学科建设为主线，以人才培育为中心的科研实力雄厚、

特色鲜明、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高水平研究教学型学院。 

雄厚的师资力量 

现有教职员工 179人，其中 92%具有博硕士学位。教授 31人，副教授 50人；

博士生导师 28人，硕士生导师 56 人。有双聘院士 2人，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

学院院士 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

二层次人选 1 人，国家中组部青年千人 1 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

得者 2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人，国家教育部优秀骨干教师 1 人，全国优

秀教师 1人，全国农技推广标兵 1人，福建省“百人计划”专家 2人、 “闽江学

者”3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和“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省级人选 3人，福建

省优秀教师 2人、教学名师 3人。 

完善的学科体系 

现有生物学、生态学两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生物学、生态学两个一级学

科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中生物学一级学科涵盖微生物学、遗传学、细胞生

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4 个二级学科，以农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植

物细胞信号传导与形态建成，食药用菌的综合开发与利用，闽台特色生物资源及

其遗传机制为主要培养方向；生态学涵盖生态科学、生态工程、生态管理 3 个二

级学科，主要以农业生态学，环境生态学，化学生态学和分子生态学为培养方向；

生物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点以发酵工程，食用菌工程，蛋白质与酶学工程，基因工

程为培养方向，学院有国家生物学理科基地班、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生物信息学、应用化学等 6 个本科专业，其中生物科学为国家特色专业、生物技

术为省特色专业。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为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在

国家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生物学科进入 B，全国农林大学中并列第四，生态学进

入 B+，全国农林大学中与中国农大并列第一。 

 



高水平的科研教学平台  

学院现有 2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共建）、4 个

福建省重点实验室。3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2个省

级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1 个省级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为人才培养构建了从基

础到专业再到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实验实训平台。 

 

2个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 

 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食用菌品种改良中心福建省分中心 

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农业部农药化学与化学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植物保护学院共建） 

4个福建省重点实验室 

 病原真菌与真菌毒素重点实验室 

 农业生态过程与安全监控重点实验室 

 海峡植物应用系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植物与微生物互作重点实验室 

活跃的国际交流 

学院先后与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德国基尔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香

港大学、台湾大学签订合作培养本科生、研究生协议，其中 3 项被遴选为国家留

学基金委创新人才培养项目。     

学术活跃的科研团队 

学院在办学过程中，生物学科围绕“闽台特色生物种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的目标进行特色与优势建设，已经在微生物毒素次生代谢产物形成的分子机制，

植物细胞信号传导与形态建成、细胞衰老的分子机理，大型食药用菌遗传育种和

开发利用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原创性成果;生态学科围绕作物高产

的分子生态学机理、作物化感作用与连作障碍、作物诱导抗性、农业生物多样性

利用、重金属污染控制、水土保持和风沙治理等重大农业生态问题开展创新性研

究。特别是作物化感作用及其化学生态学、生态农业与菌草技术等研究方面在国

内外具有明显的优势和特色。两个学科逐渐形成了 10多个梯队合理、实力雄厚的

科研团队，团队成员学术能力强，具备较强的指导研究生的能力。 

 

 

 

 

 

 

 

 



 

林文雄教授科研团队——作物生态与分子生理学科技创新团队。该团队负

责人林文雄教授，系“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福建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福建省作物生态与分子生理科技创

新团队带头人，福建省优秀教师；兼任国际化感作用学会理事、亚洲国际化感作

用学会理事长、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态学会农业生态专业委员会名誉

主任等。所带领的团队是福建农林大学生态学一级博士点、福建省生态学重点学

科所属的核心研究团队，拥有“福建省高校作物生态与分子生理学重点实验室”

和“福建农业生态过程与安全监控重点实验室”及“闽台作物特色种质资源与绿

色栽培协同创新中心”三大科研平台。该团队以多学科合作、理农结合、服务三

农、协调发展为宗旨，以生态系统中具有区域特色的生物种群为研究对象，从分

子、个体、种群、群落和系统水平，深入研究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作用

规律与发展机制，已形成了 5个具有明显优势和区域特色的研究方向：作物根际

生物学及其分子生态机制研究，作物化感作用与分子生态学研究，作物逆境生理

与分子生态学研究，作物高产生理与分子生态学研究，病原细菌耐药机制研究。

目前团队共有教师 22人，其中教授 8人，副教授 6人，讲师 6人，助教 2人，博

士后 6人，博士研究生 19人(其中国外留学生 3人)，硕士研究生 44 人。近年来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12项，科技部 973前期研究专项、农业部 948项目、

国家农业推广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优先资助项目和各类省部级项目多项。近

5 年团队成员发表论文 160 余篇，在 Plant Cell and Environ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Chemic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Proteome 

Research， Scientific Reports，Plant Science 等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 SCI 收录

论文 83 篇。 

 

 

林文雄教授团队成员（左）和农业生态重点实验室（右） 

 

 

 

 

 

 

 



 

缪颖教授科研团队——分子细胞与系统生物学研究团队。团队负责人缪颖

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系德国自然科学基金杰青获得者，福建省高校领军人

才和福建省“百人计划”人才，中国植物生理及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福建

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长期致力于植物生长发育、衰老死亡的分子细胞生

物学机理的研究。目前团队主要从事植物生长发育、衰老、细胞死亡的转录与表

观遗传调控机理、植物逆境下细胞信号传导机理,以及福建特色植物农艺性状分

子种质库构建等领域的研究，团队拥有“福建省海峡植物应用系统生物学重点实

验室”科研平台，团队在编教师、科研人员 12人，其中教授 2名，副教授 3名，

讲师和助理研究员 5名，助理实验师 2名，博士后 2名，博士生 7名，硕士生 20

名，承担了德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杰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科技部“948”项目和行业支撑项目、中美德国际交流项目和各类省部级项目等

20项。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刊物“Nature Communication”、“Plant Cell”、“PNAS”、

“EMBO J”、“Plant Physiol”，”Mol Plant”, “Plant J”等发表，共发表论文 100余篇。

团队与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和生态研究所、北

京国际竹藤研究中心，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德国 Kiel 和 Tuebingen 大学（国家

留学基金委创新人才项目）等存在实质性科研课题合作和共同培养研究生。研究

方向：分子细胞生物学，植物细胞信号传导，植物分子种质资源及分子生物学。

招生方向：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和生化与分子生物学。联系方式：林博士

（13489199930），或罗博士（18361283824）。 

 

 

   缪颖教授团队成员（左）和海峡植物应用系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部分（右） 

 

林德书教授团队---植物细胞形态建成团队，依托生命科学学院与海峡联合

研究院，目前已经具备国内外一流的科研平台。本学科主要围绕植物重要功能基

因在模式植物拟南芥与水稻、重要林木生长发育与细胞与器官形态建成中的调控

功能；激素与表观遗传交互作用；植物营养的分子遗传学机制；花瓣生长的分子

机制和花瓣锥形细胞形成及其对授粉昆虫吸引的机制。近三年来，本学科的成员

已经以福建农林大学为第一单位或者通讯单位在《Plant Physiology》、《Molecular 

Plant》等国际期刊发表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 

 



 

林德书教授团队成员 

 

秦源教授团队---植物生殖发育团队，团队主要成员：秦源（教授、博士生

导师）、赵合明（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程焱（讲师）、研究助理 3人、博士生

5 名（含留学生 2 名）、硕士生 8 名（含留学生 1 名）、本科生 6 名。主要学术成

就：获国家优秀青年基金、福建省闽江学者特聘教授、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者特

聘教授、福建青年五四奖章。团队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国家重大/

重点研究计划项目 2项、省部级项目 7项，发表书籍（章节）2本，论文 50余篇。

团队研究生、本科生先后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赶美国加州大学、伊利诺伊大

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主要研究方向：植物花和配子体发育机理 

 
秦源教授团队成员 

 

高江涛教授科研团队——后基因组时代微生物天然药物的研发团队。高江涛

教授系福建省闽江学者特聘教授，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者。该团队主要利用基因

组挖掘技术开展新一代抗生素的研发，实现潜在的结构新颖，活性良好的微生物

抗生素的快速分离纯化以及结构鉴定，通过对其天然产物合成机制的探讨，利用

合成生物学的手段提高其产量，从而克服传统抗生素研发的弊病，建立一个高效

稳定的抗生素研发平台和反应器。 



 

汪世华教授科研团队-抗体工程与分子微生物学研究团队。该团队负责人

汪世华教授，系福建农林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模范教师，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

会委员。福建省特支人才“双百计划”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获福建省杰出青年

基金，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奖。福建省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福建省青年

联合会第十届、十一届委员会委员，获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福建青年五四奖章，

福建省优秀教师。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福建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副理

事长，福建省微生物学会微生物毒素专业委员会主任。该团队主持国家 863课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福建省科技重大专项（首席专家）、福建省杰出青年基金

等 20多项科研项目，国内外期刊上共发表 SCI收录论文 60多篇、累计影响影子

大于 110，获得福建省科技奖二等奖 2项（均排名第一）。研究方向为单克隆抗体、

基因工程抗体、抗体工程、抗体药物、分子免疫学、分子遗传与分子微生物学。 

  

汪世华教授团队成员 

 

周洁教授团队--植物与病原真菌互作功能基因组学团队，本团队利用基因

组、转录组、蛋白质组等高通量组学技术，重点围绕稻瘟病菌（Magnaporthe 

oryzae）和禾谷镰刀菌（Fusarium graminearum）这两种病原菌，在水稻、拟南

芥和烟草等模式植物上，开展植物病原真菌病害灾变机制、生长发育和致病机理、

真菌和植物互作分子机制等方面研究。现有科技部 97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海峡联合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和福建农林大学杰青项目等 500 多万元；近

几年在 PLoS Genetics，Environ Microbiol，New Phytologist, J Biol Chem 等著

名刊物上发表文章 20 篇，总影响因子达到 50。团队最大的特点是国际交流与合

作广泛，目前为止已有 20 人次赴美国、加拿大、台湾地区交流，10 人次研究生

毕业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招生方向：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微

生物学、遗传学、生物信息学（博硕士生）。团队成员：王宗华（负责人）；周洁、

陈晓婷、陈松彪、余文英、鲍坚东、郑文辉、陈晓峰、林娅红（15980217072） 

网址：http://skxy.fafu.edu.cn/1133/list2.htm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5164815
http://skxy.fafu.edu.cn/1133/list2.htm


 
王宗华教授和周洁教授团队成员 

 

谢宝贵教授科研团队——福建省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研团队。该团

队负责人谢宝贵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育种岗

位专家。所带领的团队长期致力于食用菌基因组学、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遗

传育种、工厂化栽培技术、采后处理与加工、病虫害防控等领域的研究，承担或

参加了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

题、公益性行业科技专项、农业部 948 项目、国家发改委示范工程等重大研究项

目，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7 项，培育新品种 5个、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 12项、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 

 

胡开辉教授科研团队——特色食用菌品种创新与代谢工程研究团队。该团队

负责人胡开辉教授，系福建农林大学（古田）菌业研究院院长、泉州市农村科技

专家顾问团成员，福建农林大学科技服务企业专家，福建省食用菌学会、协会理

事、福建省非农作物品种认定委员会食用菌专业专家组成员，财政部、农业部食

用菌重大农技推广项目首席科学家、福建省种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项目——珍稀

食用菌品种创新与自动化生产技术产业化工程责任专家、福建省食用菌重大研发

平台项目负责人。所带领的团队致力于利用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和代谢调控

手段从分子、代谢水平上探讨食用菌的生长发育、基因调控、基因功能、代谢途

径等重要的生物学机制，并利用酶学手段定向选育食用菌新品种。同时，致力于

食药用真菌的活性成份筛选、鉴定及其相关药理机制研究，丰富、完善其食用和

医用价值理论。近五年该团队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省部级课题及其它

30多项，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 60多篇，其中 SCI 35篇，申请专利 20余项，

选育真姬菇新品种 2 个，福建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福建省紫金科技创新奖 1

项。团队成员中省杰出青年项目获得者 1位，校杰出青年 3位、“金山学者”学

术新秀 3位、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 6名。研究方向：

特色食用菌新品种的定向选育及遗传改良体系的建立，银耳生物反应器研究，微

生物代谢调控、发酵过程控制和信号转导研究，食用菌生长发育机理研究，抗肿

瘤活性成份的筛选、鉴定及相关机理研究。 

 

      



 

何华勤教授科研团队—生物信息学与分子生态学研究团队。何华勤教授 2007

年入选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2014 年被授予福建省“优秀教师”称号。

团队汇集有生物信息学、分子生物学、植物生理生化等各方面研究人员，主要是

应用新一代基因组测序与分析技术，搭建了基因组拼接与组装、基因组 SNP检测、

RNA-seq 分析、基因组比较等技术平台，研究内容包括利用基因组大数据技术，

从植物基因组中挖掘并鉴定出若干感兴趣的基因家族成员，特别是抗逆相关基因

及其产物；然后应用分子生物学、蛋白质组学、植物生理学等技术分析基因的功

能，力图克隆一批植物重要性状基因。目前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福建省

自然科学基金、水利部科技推广项目、福建省产学合作重大项目等多项课题，在

Scientific Report, BMC Genomics 等国际刊物发表论文，获授权发明专利 4项。 

 

许卫锋教授科研团队——作物抗逆生理与分子调控研究团队。团队长期从事

植物根系响应与适应根际土壤环境变化的研究工作，尤其关注根系与根际微区土

壤的“交流和互作”。团队负责人许卫锋教授 2011 年入选人社部首批支持的“香

江学者计划”（农业领域唯一入选者），2015 年获得国家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 受

聘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并先后主持或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项目”和国家

重点专项等研究课题。在 Plant Physiology, Plant Journal,  New Phytologist 等

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 SCI收录论文 20篇 (SCI 影响因子总和为 75.18)，获得专利

授权 2项。 

 

林占熺研究员科研团队——菌草技术及其综合利用研究团队。该团队依托国

家科技部批准依托福建农林大学组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批准建设菌草综合开发利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和福建省菌

草生态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建立。经过 30多年的发展，发源于福建农林大学的菌草

技术已成为新兴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技术，涵盖植物学、植物生理学、作物遗

传育种、作物栽培、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农产

品质量与安全、农业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农业生态、生态学、环境保护等学科。

菌草技术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强的国际影响力。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把菌草

技术列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优先合作项目；1997 年中国商务部将其列为援外项

目，目前已在巴新、南非、卢旺达、莱索托、斐济等国建立菌草技术合作基地，

菌草技术还转让给日本、南非、卢旺达等国。菌草技术现已在我国 31 个省、市的

481 个县（市）推广应用，并传播至五大洲的 101 个国家。该“中心”主要从事

菌草品种选育、种植与加工，菌草栽培食药用菌，菌草治理生态，菌草食药用菌

精深加工，菌草菌物饲料和菌草生物质能源等方面的研究开发及利用，承担国家、

省部级项目 47项，获相关奖项 29项，在菌草研究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菌草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及团队成员（左）和林占熺教授（右） 

 

 

“21 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欢迎您报考福建农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这

里的学术名师、科研平台、人文环境和美丽校园筑成了您茁壮成长的空间，在这

里您将和我们一道彰显学院“追求卓越、追求完美、追求和谐”的办学理念，通

过孜孜渴求、不断求索，实现您的梦想！ 

 

 

 

 

 

 

 

 



 

 

联系我们: 

李老师：电话 0086 591 83789452, 邮箱 flyll406@163.com 

福建农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上下店路 15 号 

福州 350002 中国 

 

Personal contacts: 

To Ms Li at: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AFU) 

15 Shangxiadian Road 

Fuzhou 350002, P.R.China 

Tel:0086-591-83789452 

Email address: flyll406@163.com 

 

 

 



附：福建农林大学研究生奖助贷体系一览表 

福建农林大学研究生奖助贷体系一览表 

奖助贷类型 奖助贷对象 奖助贷金额 
奖助贷条件 

（或比例） 

新生奖学金 

博士研究生 5000 元/生 
以公开招考方式录取硕

博连读生 

硕士研究生 

学术型研士： 

2000 元/生（非农） 

3000 元/生（农学） 

全日制专业硕士： 

1000 元/生 

应届本科生第一志愿报

考我校并被录取入学 

20000 元/生 985 高校推免生 

10000 元/生 
211 及福建省省属高水

平院校推免生 

5000 元/生 其他院校推免生 

国家助学金 

博士研究生 24000 元/生·年 

非定向生 100% 

硕士研究生 7200 元/生·年 

“三

助”岗

位津

贴 

助研 

博士研究生 导师自筹 由导师或聘用单位根据

参与科研实践工作量发

放酬金 
硕士研究生 

按平均 4800 元/生·年 

支付助研酬金 

助教 

助管 

博士研究生 
津贴标准根据学校相关规

定执行 

由聘用单位根据工作量

发放津贴 
硕士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 

博

士

研

究

生 

农学 

一等奖 
12000     

元/生·年 
5% 

二等奖 
10000 

元/生·年 
20% 

三等奖 
8000 

元/生·年 
25% 

非农 一等奖 
12000      

元/生·年 
5% 



二等奖 
10000 

元/生·年 
15% 

三等奖 
8000 

元/生·年 
20% 

硕

士

研

究

生 

农学 

一等奖 
10000 元/

生·年 
5% 

二等奖 
8000 

元/生·年 
20% 

三等奖 
6000 

元/生·年 
25% 

非农 

一等奖 
10000 

元/生·年 
5% 

二等奖 
8000 

元/生·年 
15% 

三等奖 
6000 

元/生·年 
20% 

国家奖学金 

博士研究生 30000 元/生 品学兼优学生，奖励名

额由福建省教育厅安

排 硕士研究生 20000 元/生 

严家显 

最高奖学金 

博士研究生 20000 元/生 
品学兼优研究生,全校

每年 2 名 

硕士研究生 20000 元/生 
品学兼优研究生,全校

每年 8 名 

国家 

助学贷款 

博士研究生 
贷款金额不超过年度学费

和住宿费标准的总和 

符合国家助学贷款条

件的所有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