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模块化专业)
 

一、培养目标

按照我校“地方性、应用型、国际化”的办学定位，服务安徽省率先实现中部

崛起，服务于合肥发展，确立“应用型、能力型、创新型、创业型”培养目标，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生物及其产业化的科学原理、工艺技术过程

和工程设计等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具备能在生物技术与工程领域从事设计、生产

、管理和新技术研究、新产品开发的能力；培养具备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层次

工程技术和管理的应用型人才。毕业生具备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

应用创新能力，可以从事生物制品的工程与工艺开发，生产企业有关的设计、生产

、管理；生物制品的质量与安全检测，生物产品生产与销售。毕业后5年左右能较

好地适应相关岗位的工作要求，熟练掌握相关产品生产的工艺，在胜任目前岗位的

基础上具备担任项目管理和成为技术骨干的能力，能根据工作岗位的需要获得相应

的专业职称。

二、毕业要求

1、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制度，具有良好的

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具备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健康的身心素质，了解相应

工作岗位的职责与职业道德规范。

2、系统掌握自然科学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工程应用知识及相关领域的经济

和管理知识，具备运用以上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具有生物工程领域实践

学习的经历，符合本专业相关企业基层岗位的需求，了解本专业的学科前沿和发展

趋势。

3、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能综合运用基本理论和技术手段进行生物产品设计

与开发，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体现创新意识，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及环境等因素，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4、具备能在生物技术与工程领域设计和实施生物工程实验的能力，并能对实

验结果进行分析；同时发现问题并能提出改进方案，完善相关生物制品的生产工艺

流程和操作规范。

5、具备能在生物技术与工程领域从事生物制品安全性评价与质量检测的能力

，具有从事产品生产监控与产品销售的能力。

6、具有污染物监测和分析评价的基本能力。

7、具备在生物工程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探索新技术新方法的能力。

8、掌握科技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方法和



能力。

9、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能够在多学科背景

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及负责人的角色。

10、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具备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

，进而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

三、学制与学分

四年制九学期，其中第五学期为认知实习学期，总学分237 

 

四、毕业与学位授予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3-7年）修完规定的学分，颁发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学本

科毕业证书；符合生物工程专业学士学位授予条件，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五、主干学科与学位课程

主干学科：生物工程；生物技术；化工与制药 

学位课程：

 
学位课程 总学分 模块 学分

公共学位课程 18.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概论 3.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5.0

大学英语Ⅱ模块 5.0
大学英语Ⅰ模块 5.0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
学位课程 40.0

化学基础I无机与分
析化学 4.0

生物基础III普通生
物学 3.0

生物基础II 微生物
学实验 2.0

生物基础II 微生物
学 4.0

生物基础I 生物化学
实验 2.0

生物基础I 生物化学 4.0
工程应用数学

D（生物） 4.0

工程应用数学A 5.0
化学基础II有机化

学实验 1.5

化学基础II有机化
学 3.5

化学基础I无机与分
析化学实验 2.0



六、专业能力实现矩阵

 

工程应用数学B（生
物） 5.0

工程基础类学位课
程 4.5 工程基础III 生化工

程原理 4.5

专业基础类学位课
程 5.0

生物基础IV细胞生
物工程实验 1.5

生物基础IV细胞生
物工程 3.5

专业类学位课程 21.5

生物工程IV分子与
基因工程实验 2.0

生物工程IV分子生
物学 2.0

生物工程I发酵工程
实验 2.5

生物工程I生物工程
设备 1.5

生物工程I发酵工程 2.5
生物工程III 酶工程 2.0
生物工程IV基因工

程 2.0

生物工程II 生化分
离工程实验 1.5

生物工程II 生化分
离工程 3.5

生物工程III 酶工程
实验 2.0

总计 89.0

序号 毕业要求 专业能力 实现途径

1

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和
信念，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
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和行为习惯，具备良好的人
文社会科学知识和健康的身
心素质，了解相应工作岗位

的职责与职业道德规范。

良好的职业道德、法律意识
良好的政治素质

良好的文化素质、文学艺术
修养、人际交往意识

良好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
和国防意识

思政（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思政（形式与政策）；
思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思政（中国近代史纲要）；

公共选修模块；
素质教育（军事理论和军事
技能、安全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社会责任教育）；
体育



2

系统掌握自然科学知识、专
业基础知识、工程应用知识
及相关领域的经济和管理知
识，具备运用以上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具有
生物工程领域实践学习的经
历，符合本专业相关企业基
层岗位的需求，了解本专业

的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

具备一定从事工程类工作所
需的自然科学与数学知识；

具备工程技术基础知识；
具备扎实的化学知识和化学

实验技能；
掌握生物科学与工程基础理

论与技术

工程应用数学A；工程应用
数学B（生物）；工程应用
数学D；物理基础（大学物
理）；计算机ACESS；工程

基础I（画法几何、机械制图
、平面AutoCAD）；工程基
础II（电子电工学）；工程

基础III（生化工程原理
）；工程基础IV（化工设备

、化工制图、金工实习
）；化学基础I（无机与分析
化学）；化学基础II（有机
化学）；化学基础III（物理
化学）；生物基础I（生物化
学）；生物基础II（微生物
学）；生物基础III（普通生
物学）；生物基础IV（细胞
生物工程）；工程应用I（生
化工程原理课程设计）；工
程应用II（发酵工程设计、
生物工厂设计概论及课程设
计）；选修模块-化工仪表

；选修模块-化工工程基础实
训

3

掌握基本的创新方法，能综
合运用基本理论和技术手段

进行生物产品设计与开发
，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体现创
新意识，综合考虑社会、健
康、安全、法律、文化及环
境等因素，理解应承担的责

任。

掌握生物工程专业理论、工
艺和技术方法，具备利用所
学知识解决生产实践中实际

问题的能力；

生物基础I（生物化学）；生
物基础II（微生物学）；生

物基础III（普通生物学
）；生物基础IV（细胞生物
工程）；工程应用I（生化工
程原理课程设计）；工程应
用II（发酵工程设计、生物
工厂设计概论及课程设计）

4

具备能在生物技术与工程领
域设计和实施生物工程实验
的能力，并能对实验结果进
行分析；同时发现问题并能
提出改进方案，完善相关生
物制品的生产工艺流程和操

作规范。

掌握生物工程专业理论、工
艺和技术方法，具备利用所
学知识解决生产实践中实际

问题的能力

生物工程I（发酵工程、生物
工程设备）；生物工程

II（生化分离工程）；生物
工程III（酶工程）；生物工

程IV（分子与基因工程
）；选修模块—生物工程与
工艺（食品加工工艺学、生
物制药工艺学、仿真实训）

5

具备能在生物技术与工程领
域从事生物制品安全性评价
与质量检测的能力，具有从
事产品生产监控与产品销售

的能力。

具备产品检测基本知识和实
验技能；

具备一定的经济管理知识
，满足市场经济的人才需求

；

生物工程专业工具I（仪器分
析）；选修模块-生物制品检
测与安全（生物制品营养与

安全、生物制品检验检疫
）；选修模块-生物质量与营
销（生物制品营销学、企业

管理学、GMP）

6 具有污染物监测和分析评价
的基本能力。

了解污染物监测和分析的基
本方法；

掌握污染物监测基本实验技
能

选修模块—生物环境工程
（清洁生产技术、污水处理

及实验）

7
具备在生物工程领域从事科
学研究，探索新技术新方法

的能力。

具备在生物工程领域的进行
实验和生产的初步能力；

选修模块-工程实训I（蕈菌
培育）；选修模块-工程实训
II（生物防治）；选修模块-

工程实训III（啤酒生产）

8
掌握科技文献检索、资料查
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

相关信息的方法和能力。

掌握常用资料文献检索工具
的使用；

具备英文论文的写作能力；
具备数据分析处理的能力

生物工程专业工具II（生物
统计；专业英语）；创新创
业第二课堂理论（研究方法

）



七、模块构建

 

9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
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
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及

负责人的角色。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意识，具备不断加强自身修
养，提高自身素质，进而适

应社会发展的能力。

具备较强的实践创新能力
，初步具备创新意识和开发

新工艺设备的能力

生物工程综合实验；认知实
习；生产实习；毕业论文

（设计）；素质教育（专业
导论）；第二课堂与创新创
业教育（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就业指导、创业基础、

学科前沿、研究方法）

模块 能力 负责人

数学

具备进一步学习所必需的数学
知识和理论，综合所学知识分
析与专业相关问题的能力，将
实际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的能
力，较强的逻辑推理与运算的
能力，一定的数学建模能力。
使学生能够运用概率统计方法
分析和解决、处理随机问题的
能力，较强的建立统计模型的
能力；使用统计软件对相关生
物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的能力

。

程玲华，段宝彬

思想政治理论素养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道德观、法制观和历史观；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
握中国近现代史知识，树立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

想和坚定信念。

思政部

英语

夯实学生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
和能力，并培养学生的英语语
言综合应用能力，提高综合文

化素质，增强自主学习能力
，能够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

和书面交流。

基实中心

物理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将使学生
掌握经典的力学、振动与波、
电磁学、光学的核心知识。通
过学习，学生将发展出应用基
本的物理规律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养成科学的思维

方法。

陈锋

计算机 具备基本的计算机基础和应用
能力 基实中心

体育

培养和提高学生体育学习兴趣
、“终身体育”意识和能力、
体育精神；增强学生体质，提
高学生体育运动水平，营造健
康向上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

公体部

化学基础I无机与分析化学及实
验

学习掌握元素周期律、物质结
构基本知识和理论；学习化学
热力学及化学动力学基础理论
；酸碱平衡、氧化还原、配位
离解和沉淀溶解平衡等基本理
论及基本实验与实践。掌握分
析化学的研究方法与检测原理
，建立起严格的“量”的概念
，学生具备运用分析化学的知
识解决分析化学问题的能力。

杨本宏



化学基础II有机化学及实验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掌握
有机化学基础知识，了解有机
化学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具
有一定的应用知识能力，对有
机化学在国民经济、社会生活
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较好认

识。

陈红

化学基础III物理化学及实验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
系统地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知
识和基本原理，加深对自然现
象本质的认识，使学生学会科
学思维方法，培养学生提出问
题、研究问题、分析问题的能
力，培养他们获取知识并用来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李少波

工程基础I

使学生了解工程制图的规范和
标准；掌握工程制图的步骤

；熟悉CAD制图的方法和技巧
。

杨旸

工程基础III生化工程原理

培养学生的工程观点、实验技
能及设计能力，使学生具有运
用基础理论，分析和解决化工

生产中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

于宙

工程基础IV生物化工设备

了解常用设备的用材的性能及
选择依据；自主进行常用典型
设备的设计；熟悉在后续的课
程设计及毕业设计中需绘制的
种类图纸的规范及绘制方法。

吴茜茜，基实中心

工程应用I生化工程原理课程设
计/实验

培养学生对整个生物工程生产
工艺及设备的设计能力。运用
简洁的文字和工程语言（绘图
）正确表达设计思想和方案。
培养正确教育、严谨求实的工
作作风，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独立解决实际工程问

题的能力

胡庆国，于宙

生物基础IV细胞生物工程

以真核细胞结构、功能和生活
史为主要内容，从显微水平、
超微水平和分子水平等三个层
次认识细胞生命活动的本质和
基本规律。发展学生“独立学
习、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独
立工作”的能力，使学生在牢
固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的
同时，得到科学研究、科学思

维和科学方法的良好训练。

张凝，蔡悦

生物工程专业工具I仪器分析

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
掌握常用仪器分析方法的基本
原理、仪器构造、操作特点和
适用范围，以及具有实现定性
与定量分析的能力。该门课程
强调生物相关专业学生动手能
力和培养素质的提高，使他们
能够适应现代科学研究及生产
过程质量控制的需要打下坚实

的基础。

夏潇潇

工程应用II

要求学生初步掌握典型生工产
品工艺计算的基本方法和计算
步骤。具备生物类型工厂的厂
址选择；厂区布局；生产车间
工艺布置的步骤与方法；生产
工艺设计的深度和步骤，生产
工艺流程及非工艺设计要求等

方面的系统统筹能力。

于宙



生物工程I发酵工程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使学生具
备发酵过程优化调控、发酵设
备选择和初步设计工艺等生物
工程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和能

力。

吴茜茜

生物工程II生化分离工程

掌握有关下游加工技术的理论
和技术方法，掌握有关产品后
处理中采用各单元操作的常用
手段，并初步掌握其理论知识
；能运用所学知识初步分析和
解释一些在生产中遇到的现象

和问题。

于宙

生物工程III生物反应工程

使学生掌握生物反应器的基本
理论及工业制剂制备相关理论
及工艺，具备在相关行业从事

生产、管理和研究的能力。

夏潇潇

生物工程IV分子与基因工程

掌握生物遗传和变异、基因工
程基本理论，具备运用分子生
物学和基因工程技术解决生产

实践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常飞，杨旸

生物工程专业工具II专业英语
/生物统计

培养学生科技英语的语言基础
和应用能力，具备以专业知识
为核心收集相关参考资料的能
力，并能以英语为工具获取专
业所需的信息。为今后继续学
习深造或工作实践打下坚实的

基础。

王晓飞

生物工程综合实验

深入理解和应用微生物学、生
物化学、物理化学、酶工程和

化工原理，发酵工程及设备
，下游加工技术等理论课中的
概念、理论，规范地掌握该实
验的基本操作与基本技能，并

把各科知识融会贯通。

杨旸

医药化学品

理解生物医药产品基本知识
，培养学生从事生物制药标准
化、质量管理、卫生监督、分
析检验与质量监督的能力，初
步具备在生物药品生产、监控
或其他相关部门从事分析检测
、安全评价、质量管理、品质

控制等方面工作的能力。

蔡悦

功能性营养化学品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能够体会
目前社会在对于功能性营养化
学品的生物学意义学等多学科
背景下，开展功能性营养化的
专业实训，并能够运用所学习
的氨基酸、核苷酸、有机酸生
产等工艺学专业，实现对功能
性营养化学品的制备、控制和

优化。

于宙

生物质量与营销

使学生通过本模块的学习掌握
有关针对药品、食品、化妆品
等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学习
有关产品的营销的基本技巧和

方法。

于宙

化工仪表

通过生物工程应用领域中常见
的过程检测仪器仪表，如参数

温度、压力、流量、物位、
pH等，解析仪表的结构特点、
掌握使用方法，初步具备根据
工艺参数进行常用仪器仪表选

型和简单的改造的能力。

电子系



八、模块化人才培养方案总体框架

 

化工工程基础实训

通过完成本模块的教学内容
，学生可直接获得大量化工实
践知识和单元操作能力，并有
利于对化工基础理论课的学习
掌握和对这些理论知识指导实

践应用的能力的运用提高。

高大明

工程实训III

模拟啤酒生产的工艺路线，学
习啤酒生产的全过程，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生产过程
中遇到困难的能力，激发创新

能力。

丁海涛

工程实训I

根据蕈菌实际生产过程、职业
岗位需求和学生自主创业所需
，强化技能，突出蕈菌培育生

产的实用技能和核心能力。

常飞

工程实训II

通过介绍生物防治的基本概念
、原理和措施、生防微生物的
种类、分离培养与鉴定方法、

生防制剂类型与加工等内容
，要求学生了解真菌病害、细
菌病害、病毒病、线虫病害、
储藏病害等生物防治理论，掌

握基本操作技术。

蔡悦

生物基础I生物化学及实验

能够运用生物化学知识在分子
水平上论述或解释与人类健康
、疾病相关的医学与医药实践
问题；结合理论授课和实验操
作，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观察

分析问题的能力。

肖厚荣，王晓飞

生物基础II微生物学及实验

培养学生运用微生物学原理
，指导和解决今后学习及实际

工作中遇到的有关理论问题
；结合实验教学，使学生熟知
微生物学研究的常规方法和手
段，能够熟练进行微生物基本

操作。

葛春梅

工程基础II电子电工学及实验

获得电工电子技术必要的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了解电工电子技术的应用和
我国电工电子技术发展的概况
，为今后学习后续课程以及从
事与本专业有关的工程技术工
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打下基础。

张勇，基实中心

生物基础III普通生物学

通过系统介绍生命科学的基本
知识、基本概念、及基本规律
，引导学生了解和掌握生命科
学的基础理论和知识要点，为
交叉学科的学习及研究打下必

要的基础。

赵欢

生物工程I发酵工程实验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使学生具
备发酵过程优化调控、发酵设
备选择和初步设计等生物工程

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能力。

吴茜茜，杨旸

学期 模块 学分



九、模块学分分配表

1
大学英
语I模块
5.0学分

化学基
础I无机
与分析
化学及

实验
6.0学分

工程应
用数学A
5.0学分

计算机
ACESS
及实践
4.0学分

20.0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素
养
16.
0学
分

体
育
6.0
学
分

公
共
选
修
模
块
5.0
学
分

素
质
教
育
8.0
学
分

创
新
创
业
第
二
课
堂
14.
0学
分

2

大学物
理（生
工与环

境）
6.0学分

大学英
语II模块
5.0学分

化学基
础II有机
化学及

实验
5.0学分

生物基
础III普
通生物

学
3.0学分

工程应
用数学

B（生物
）

5.0学分

24.0

3

工程基
础II电子
电工学
及实验
3.0学分

工程基
础I画法

几何
，机械

制图
，平面
AutoCA

D
5.0学分

生物基
础II微生
物学及

实验
6.0学分

生物基
础I生物
化学及

实验
6.0学分

化学基
础III物
理化学
及实验
5.0学分

25.0

4

工程应
用数学

D（生物
）

4.0学分

工程基
础IV化
工设备
，化工

制图
，金工

实习
4.5学分

工程应
用I

4.0学分

工程基
础III生
化工程

原理
4.5学分

生物基
础IV细
胞生物

工程
5.0学分

22.0

5
认知实

习
15.0学分

15.0

6

生物制
品检测
与安全
/生物环
境工程
（选修
课二选

一）
5.0学分

生物工
程III酶

工程
4.0学分

生物工
程II生化
分离工

程
5.0学分

生物工
程I发酵

工程
，生物
工程设

备
4.0学分

生物工
程I发酵
工程实

验
2.5学分

生物工
程专业
工具I

5.0学分

25.5

7

生物工
程专业

工具II生
物统计
，专业

英语
3.0学分

生物工
程与工
艺/生物
质量与
营销/工
程实训
III（选
修课三
选二）

12.0学分

工程应
用II

5.5学分

生物工
程IV分
子与基
因工程
6.0学分

26.5

8

工程实
训I蕈菌
培育/工
程实训

II生物防
治（选
修课二
选一）
3.0学分

生物工
程综合

实验
6.0学分

9.0

9
毕业论

文
18.0学分

生产实
习

3.0学分
21.0

总计 共237.0学分



 

模块类型 学分 比例% 实践学分 实践学分
比例% 必修学分 选修学分 选修学分

比例%
人文社会
科学类通

识教育
51 21.52 20.4 8.62 46 5 2.11

工程实践
与毕业设
计(论文)

51 21.52 51 21.52 51 0 0

数学与自
然科学类 55 23.21 13.6 5.76 55 0 0

工程基础
类 15.5 6.54 2.5 1.05 15.5 0 0

专业基础
类 12 5.06 5.5 2.32 12 0 0

专业类 52.5 22.15 18 7.59 32.5 20 8.44
合计 237 100 111.1 46.87 212 25 1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