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保护硕士学位授权点质量建设年度报告 

（2021 年）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植物保护硕士学位授权点是在原植物保护教研室基础

上逐步发展起来的。1981 年与沈阳农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联

合培养植物病理学硕士研究生，1990 年植物病理学获批硕士

学位授予权，并于 1996 年列入省级重点学科，2005 年农药

学获批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 年植物保护一级学科获批硕士

学位授予权。已培养了近 200 名优秀硕士毕业生和 1400 余

名本科生。本授权点以寒地现代化大农业为依托，针对寒地

主要作物病虫草害开展理论研究、技术开发和成果推广，已

形成学科特色，培养的人才受到社会的好评。 

1 目标与标准 

1.1 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硕士学位获得者应该

具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具有较扎实的植

物保护学基础理论知识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掌握一定的

科学技术研究理论和先进研究方法，了解植物保护学科的发

展现状、趋势和国内外研究动态，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

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从事创造性科学研

究及实际工作的能力，能根据我国现代化大农业生产中存在



的植物保护问题，开展相应的学术研究和试验示范推广工作，

积极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建设服务。 

1.2 学位标准 

基本学制 3 年，学习年限一般为 3－5 年。所修总学分

不少于 36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31 学分，必修环节 5

学分。 

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较高的学术道德、基本学术素质

和学术能力。全面掌握植物保护基础理论知识，系统深入掌

握所属研究方向的专业知识，了解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熟

知获取新知识的途径和方法，了解本学科发展方向和研究动

态，能够发现关键科学问题；掌握基本的科学试验方法及数

据综合处理方法，能够独立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与创新；

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生产技术指导与生产管理的基本

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能用一门外语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

书籍、期刊、杂志等，具有较好的外语交流能力；熟练进行

中外文文献的查阅、收集、整理和使用；具备一定的科技论

文写作能力，能按照国家和《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规范》要求撰写学位论文，并发表 1篇与学位论文研

究相关的学术论文。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及害虫防治和农药学三个稳定的



培养方向。主要在植物病原真菌及作物真菌性病害、植物与

病原物互作机制、昆虫与植物虫害研究、农药研究与应用技

术、农药开发与农药残留分析、植物病虫草害防控原理及其

应用等研究领域培养硕士研究生。 

2.2 师资队伍 

本硕士授权点学科和培养方向带头人，担任国家级植物

保护相近学科领域学会理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本科

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组评估专家，省级植物保护学会和植

物病理学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或理事职务。 

现有专任教师 23 名（表 1），其中教授 11 人（占 47.8%）、

副教授 5 人（占 21.7%）、讲师及助教 7 人（占 30.4%），具

有博士学位 19 人（占 82.6%），在外单位获得博士学位 16 人

（占 69.6%），45 岁及以下 10 人（占 43.5%）、46-55 岁 10

人（占 43.5%）、55 岁以上 3人（占 13.0%），硕士生导师 16

人（占 69.6%），有 3 位导师在作物学学科担任博士生导师（占

13.0%）。完全能满足培养硕士研究生的需要。 

表 1 植物保护学科专任教师情况统计表 

职称

结构 

数量及 

比例 

导师 

数量 

学历结构 年龄结构 

硕士 博士 ≤45岁 46-55岁 >55岁 

教授 11（47.8%） 11 1 10 1 7 3 

副教

授 

5 

（21.7%） 
3 2 3 2 3  

讲师 
7 

（30.4%） 
2 1 6 7   

合计 23 
16 

(69.6%) 

4 

(17.4%) 

19 

(82.6%) 

10 

(43.5%) 

10 

(43.5%) 

3 

(13.0%) 

 



2.3 科学研究 

2021 年，完成科研课题 12 项（表 2），其中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 1 项、省部级 4项、厅局级及其它 7项，科研经费合

计 239 万元。获得省部奖 2 项。在研科研课题 13 项，其中

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3 项、厅局级及其它 10 项，科研经费合

计 307 万元。 

2021 年，发表 SCI 收录论文 8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22 篇（表 3），教师发表论文水平有所提高。获得软件著作

权 1 项。导师团队的科研水平和实力完全能胜任对硕士研究

生的培养。 

表 2 植物保护学科在研项目、结题验收项目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来源 主持人 
经费 

(万元) 
项目在研情况 

1 
东北春麦农药减施技术集成

研究与示范 

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子任务 
左豫虎 36 结题 

2 
半干旱区粳稻群体优化、防倒伏

衰老配套技术体系建立 

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子任务 
郭永霞 39 结题 

3 
半干旱区春玉米病虫草害综合

高效防治技术体系构建 

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子任务 
王丽艳 46 结题 

4 
大庆湿地水体 T4 型噬菌体 g23

基因的分布特征研究 

黑龙江省自然基

金 
孙强 6 结题 

5 
寒地高梁病虫草害调查及其防

控技术研究 
农垦总局 郭永霞 30 结题 

6 
马铃薯主要病虫害农药减施绿

色防控技术研究 
农垦总局 台莲梅 12 结题 

7 
红小豆抗锈病机理及红小豆锈

病的防治技术研究 
农垦总局 柯希望 10 结题 

8 
小豆ERF转录因子对小豆抗锈

病的转录激活作用 
省教育厅 柯希望 10 结题 

9 
多胺乙酰转移酶基因在小豆

抗锈病中的功能分析 
省教育厅 殷丽华 10 结题 

10 
黑龙江省稻瘟病发病规律与

远程监测预警系统研究 
农垦总局 左豫虎 40 结题 

11 大庆地区向日葵菌核病发生规 大庆市 李海燕 指导 结题 



律及综合防控技术研究 

12 
黑龙江垦区主栽水稻品种抗瘟

性检测研究及稻瘟病监测体系 
农垦总局 张亚玲 指导 结题 

1 

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病虫草害

绿色植保综合防控技术研究推

广 

省应用技术研

发计划 
左豫虎 223 2019-2022 

2 
向日葵细菌病害综合防控技术

研究 

国家特色油料产

业体系子课题 
李海燕 20 2021-2025 

3 
小豆 VaEG45基因在植物免疫

应答中的功能解析 
校级 柯希望 10 2019-2022 

4 
乙烯合成前体 ACC 诱导小豆抗

锈性及其诱导抗性的机理 

黑龙江省自然

基金 
柯希望 10 2020-2021 

5 
黑龙江省大豆主要病害疫情监

测及防控试验（横向） 

黑龙江省植检

植保站 
左豫虎 5 2021 

6 
赤眼蜂的生殖调控机制与生

防应用 
校级 张海燕 5 2020-2022 

7 

基于品种结构改变的稻瘟病

菌致病型变化及稻瘟病防控

策略（XDB201802） 

校级 张亚玲 5 2019-2022 

8 
生防菌诱导大豆抗胞囊线虫

机制研究 
校级 周园园 5 2019-2022 

9 
杂粮作物根内生微生物对大豆

胞囊线虫抑制作用研究 
校级 宋杰 5 2020-2023 

10 
黑龙江杂豆害虫绿色防控技

术研究 
校级 金永玲 2 2018-2021 

11 
小豆品系VaHR136的抗锈病基

因定位（科研） 
校级 徐晓丹 10 2019-2021 

12 
磺酰脲类除草剂微生物降解研

究 
校级 刘明 2 2019-2021 

13 
阿特拉津降解菌筛选及降解特

性研究 
校级 刘明 5 2019-2021 

 

表 3 植物保护学科成果（科研获奖、论文、专利、软著） 

序号 题目 期刊 发表时间 

第一作

者或通

讯作者 

1 

The transcriptome of 

saline-alkaline resistant 

industrial hemp (Cannabis sativa L.) 

exposed to NaHCO3 stress 

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 
2021 郭永霞 

2 
Determination of Butachlor and 

Fipronil in Liquid Milk Using lonic 

Journal of 

Analytical 
2021 郭永霞 



Liquid Dispersive Liquid-Liquid 

Microextraction Coupled with ultra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Chemistry 

3 

Reference Genes for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Analysis of Gene 

Expression in Mung Bean under 

Abiotic Stress and Cercospora 

canescens Infection 

Legume Research 

2021,44(

6):646-6

51 

柯希望 

4 

N-acetyltransferase gene NATA1 from 

Vigna angularis confers resistance 

against Uromyces vignae infection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Plant 

Pathology 

2021,113

:101585. 
殷丽华 

5 

Efficacy of Bacillus megaterium 
strain Sneb207 against soybean cyst 

nematode (Heterodera glycines) in 

soybean 

Pest Management 

Science 

2021,77(

1):568-5

76 

周园园 

6 

Characterization of virulence 

phenotypes of Heterodera glycines in 

Heilongjiang, Northeast China 

Plant disease 
2021,105

(8) 
周园园 

7 

Identification of major QTLs and 

candidate genes for pod and seed 

weight per plant in soybean. 

Crop & Pasture 

Science 
2021.04 左豫虎 

8 

Cloning and sequence analysis of a 

serine protease gene 

from Rhizoctonia solani Kühn AG5 

Biotechnology and 

Applied 

Biochemistry， 

2021.12 姜述君 

9 
黑龙江省高粱炭疽病致病真菌分离与鉴

定 
微生物学通报 

2021,48(

5):1571-

1579 

郭永霞 

10 
不同亚麻籽品种氨基酸含量测定及品质

综合评价 
食品与机械 

2021,37(09

):53-59+72 
郭永霞 

11 
不同品种亚麻籽营养成分分析与品质综

合评价 
食品与机械 

2021,37(07

):26-32 
郭永霞 

12 
不同富硒酵母对水稻硒吸收分配和品质

的影响 
中国土壤与肥料 

2021,(03):

214-219 
郭永霞 

13 
工业大麻乙醇提取物对大豆胞囊线虫生

理生化代谢的影响 
中国油料作物学报 2021.12 李海燕 

14 
啶酰菌胺与咪鲜胺复配对核盘菌的联合

毒力测定 
中国油料作物学报 

2021

.2 
李海燕 

15 

小豆 VaDREB1A基因克隆及其应答锈菌

侵染的表达分析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2021,22(

02):493-
柯希望 



501 

16 
黑龙江省西部草原蝗虫田间种群的抗药

性检测及治理 
植物保护学报 

2021,48(

01):228-

236. 

金永玲 

17 
大垫尖翅蝗对丁烯氟虫腈的抗性选育和

现实遗传力分析 
植物保护学报 

2021,48(

01):243-

244 

金永玲 

18 水稻抗稻瘟病基因研究进展 分子植物育种 2021.5 靳学慧 

19 
水稻穗褐变病主要病原菌侵染时期及致

病力研究 
植物保护 2021.10 靳学慧 

20 
黑龙江省粳稻品种稻瘟病主效抗性基因

鉴定与抗性评价 
作物杂志 

2021,(04

):59-66 
靳学慧 

21 
解磷菌 DQ-N 对大豆种子萌发及苗期生

长的影响 
大豆科学 2021.9 林志伟 

22 北方寒区阿特拉津降解菌分离鉴定 安徽农学通报 

2021,27(

19):18-1

9+48 

刘明 

23 
水稻穗褐变病主要病原菌侵染时期及致

病力研究 
植物保护 

2021,47(

05):152-

157 

台莲梅 

24 
马铃薯疮痴病菌 Streptomyces scabies

拮抗细菌筛选及鉴定 
河南农业科学 2021.11 台莲梅 

25 

马铃薯疮痴病菌,Streptomyces 

scabies 拮抗细菌的筛选及 

B KS 104鉴定 

微生物学通报 

2021,48(

11):4145

-415 

台莲梅 

26 
木霉菌对马铃薯黑痣病菌的拮抗作用及

防效研究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2021,33(

05):22-2

9 

台莲梅 

27 
红小豆苗期叶片形态特征与红叶满虫口

密度的相关性分析 
中国植保导刊 

2021,41(

04):22-2

8 

王丽艳 

28 
高温对感染 Wolbachia米蛾体内保护酶

和生殖的影响 
黑龙江农业科学 

2021,

(1):5

9-63 

张海燕 

29 
木霉菌与杀菌剂联合使用对水稻纹枯病

菌的抑制效果 
河南农业科学 

2021,50(

09):96-1

04 

张亚玲 

30 
减量用药结合助剂防治春小麦根腐病的

效果 
中国植保导刊 

2021,41(

01):82-8

5 

左豫虎 

31 水稻稻瘟病流行预测模型软件 V1.0 软件著作权 2021.03 左豫虎 

 

 



 

2.4 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授权点所依托的植物保护学科为校级重点学科，

植物保护专业为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现有科研教学平台 6

个（国家级 2 个、省部级 3 个、厅局级 1 个），校内实验实

训基地 3个(含省级 1个)，稳定的校外实验实训基地 4个（国

家级基地 1个、联合共建 3个），另外有近 50 个农场和企业

可为学生提供实验实践教学。 

现有研究生学习和教学教室 5个，学术研讨室和报告厅

各 1 个；10 个研究室，总计面积达到近 1000 平方米；教学

实验仪器设备 450 台（套）以上，总价值 1400 万元以上，

生均值 20 万元以上；实验室管理制度健全完善，设备完好

率达 100%，仪器的使用率为 90%以上，研究生实验课开出率

达到 100%。 

2.5 奖助体系 

严格执行《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改革实

施方案（试行）》，达到研究生资助全覆盖。设有国家助学金、

国家奖学金、王震奖励基金创新奖、学业奖学金、新生奖学

金、“助研”岗位津贴、“助教”和“助管”。另外企事业单

位在本学科设立的奖学金有：黑龙江省植物保护学会稼卫奖

学金，青岛金妈妈奖学金、农垦嘉泰奖学金、大北农励志助

学金、垦丰奖学金等。 

http://www2.byau.edu.cn/yanjiusheng/res_base/hlau_cn_www/upload/article/file/2014_3/9_23/71rpi0evc9dp.pdf�
http://www2.byau.edu.cn/yanjiusheng/res_base/hlau_cn_www/upload/article/file/2014_3/9_23/71rpi0evc9dp.pdf�


3 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 

严格执行教育部、省教育厅和《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全

日制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暂行规定》等规章制度，做到严谨

规范、严格保密。初试科目按照学校规定设置，自命题科目

由学校统一组织命题、阅卷，命题质量高，难易适度，阅卷

规范，成绩分布合理。 

复试组织和招生过程严格按照校院制订的研究生复试

方案进行实施，操作程序规范，实行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各项招生纸质材料和录影材料完整、规范。 

本学位授权点主要是本校生源。2021 年本学位授权点招

收 14 名学术型研究生，第一自愿录取比例为 50%以上。完成

研究生招收计划。 

3.2 思政教育 

本学位点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 4 门，专业课程结合家

国情怀、三农情怀、北大荒精神等课程思政元素，秉承思政

课程+课程思政的课程体系，培养知农、爱农、为农的高素

质研究生。研究生配备专门的辅导员进行管理和服务。 

3.3 课程教学  

本学位授权点严格执行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各个教学

环节有明确的负责人，13 门专业学位课程由 7名教授和 4 名

副教授完成，19 门选修课均由具有教授、副教授和博士承担，



硕士研究生导师均承担授课任务。各门课程均有完备的教学

大纲、授课计划、授课讲义和多媒体课件等。授课教师严格

按照课程大纲要求开课，采用研讨式、引导式、案例式等灵

活多样授课方式和方法开展教学，及时引入学术领域的最新

思想和最新科研成果，引导研究生探索性学习，培养开放性

思维和创造性能力，教学效果良好。 

为了确保研究生教学质量，学校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成立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和教学督导组，建立校、院二级

教学督导监控体系，严格落实查课、听课制度，对教学计划

和规范的执行情况进行实时监督和抽查。并建立学生评教、

督导评价和教师互评的评价体系，学位授权点开展教学文件

检查、互相听课和课程研讨等活动，保证课堂教学改革不断

深入。 

本学位授权点教师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全部

专任教师参与各类教研课题研究，2021 年完成了《真菌学》

核心课程建设任务，立项了《农药学原理》核心课程建设计

划，主持和参加各类教研课题近 10 项；出版相关教材和著

作 6 部，促进了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3.4 导师指导 

学校制定了完善的硕士生导师遴选标准与机制、培训制

度和考核与管理的制度，并严格执行。本学位授权点师均研

究经费 5 万元以上，新增导师上岗前均能参加岗位培训，导



师认真履行职责，落实例会制度，详实填写《研究生导师指

导笔记》，定期检查《研究生科研记录本》，指导到位。本学

位点硕士导师 2021 年参加校院组织的导师培训 3 次，同时

各类线上学术会议进行培训，不断提高指导研究生的水平。

无勒令停招或撤销导师资格的人员。 

3.5 学术训练 

本学位授权点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制定的《关于研究生实

践环节的有关规定》等有关学术训练的规章制度。积极为研

究生参与科学研究搭建平台，积极组织研究生参加各类学术

活动，定期举办学科前沿讲座，组织学术沙龙、学术讨论。

鼓励研究生参加导师科研项目，对研究生进行严格、完整、

系统的科研训练，研究生通过“助教、助研、助管”等方式

参与科研及教学活动。2021年研究生主持创新项目10余项。 

3.6 学术交流 

研究生积极参加学术交流，2021 年研究生参加各层次的

相关学术会议 70 人次左右，在学术会议作报告 5 次。承办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教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四届全国植物

病理学教学研讨会”线下会议（2021年 7月 25-28日，大庆）。 

3.7 论文质量 

本学位点学位论文按照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术型研

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执行。2021 年申请答辩硕士研究生

16 人，盲审全部通过，获得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 篇。本



学位点在论文抽检中未出现问题论文。 

3.8 质量保证 

本学位授权点按照《学位研究生教育规章制度》的有关

要求，实行导师负责制，加强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学位点

统一进行论文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和答辩等环节，避免

人情放水，严把质量关，确保培养质量。2021 年没有被淘汰

的学生。 

3.9 学风教育 

严格贯彻落实《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

范》和《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及

实施细则》等规章制度，重视研究生品德和诚信教育，传承

北大荒精神、铁人精神、大庆精神和八一农大精神，加强对

学术不端行为管控。积极组织研究生参加学校或省级学风宣

讲、观看国家学术道德讲座实况，宣传教育到位。建立学术

不端行为举报信箱和电话，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本学

位点未出现学术不端行为。 

3.10 管理服务 

实行学校、学院、学位点三级管理模式，配备专人负责

研究生的教学、科研日常管理。学校出台相应管理制度，汇

编成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规章制度汇编》），印制《研究

生导师手册》和《研究生手册》，建立了完善的管理规章制

度和相应的申诉机制，并能认真落实执行。保障研究生的合



法权益，在读研究生对导师评价、课堂教学、学科管理、学

术研究、管理服务及对研究生教育的满意度达到 100%。 

3.11 就业发展 

2021 年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 16 人，一次性就业率在 94%

以上，主要是到企事业单位工作。通过问卷调查，大部分研

究生认为专业课程设置合理，所学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实

验实训对自己工作帮助较大，90%以上用人单位对本学位授

权点培养的研究生表示满意。 

4 服务贡献 

4.1 科技进步 

本学位点农药学方向研制的化控剂“密高”在黑龙江省

20 多个农场及地方农村推广应用。在高密度栽培条件下玉米

产量与对照相比增产 10%以上，亩增收 100-300 元。同系

列产品在水稻上应用也取得同样的抗倒伏和增产的效果。 

4.2 经济发展 

深入服务农场和地方乡村振兴发展，2021 年科技支农服

务 100 多次，开展线上线下讲座，田间地头培训 50 多次。 

4.3 文化建设 

以北大荒精神贯穿育人全过程，全面培养知农爱农为农

的高素质农业人才。做好研究生培养服务管理工作，尤其在

疫情期间注重研究生心理健康疏导，不仅做到学术育人，思

政育人，还要尽到管理育人。 



同时，通过学生党支部社会实践项目的开展，逐步形成

一支持续服务北大荒、服务乡村振兴的青年红色团队。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专任教师偏少，青年教师数量不足，国际化率偏低，

缺少在国内外影响力较高的领军人才。 

2．生源较为单一，生源数量不足，生源质量偏低。 

3．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尚需加强，高水平学术论文少。 

4．教研能力较弱，成果少。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1．加强学科团队建设。争取引进和培养 1～3 名在国内

外影响较高的高水平领军人才，积极引进 2～3名青年博士。 

2．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假期夏令营、入校交流、请学

生来校体验等活动，吸引优秀生源。 

3．通过提高毕业论文选题层次、选派到国家重点实验

室开展科研工作等措施，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提升研究生论

文质量。 

4．鼓励教师申报教研课题，积极开展教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