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科学类包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3 个本

科专业，学制四年，生物科学、生物技术专业授予理学学士

学位，生物工程专业授予工学学士学位。我校生物工程、生

物技术为国家级特色专业、陕西省名牌专业，生物科专业为

陕西省特色专业。从 2014 年开始学生按大类招收进校后，

前三学期不分专业，按学科大类统一学习规定的课程,取得

规定的学分后，根据学生第一学年学业成绩及个人志愿完成

专业分流。从第四学期开始，按照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

物工程三个专业的培养方案修读相应课程，完成学业。 

生物科学专业以掌握现代生命科学理论和技术为核心，

培养具有扎实生物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

现代生命科学与技术发展动态，在现代生物学研究方法、实

验技术和科学思维等方面受到良好训练，在生命科学领域从

事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以及教学与管理工作的创新型人才。

主要课程：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学化学、细胞

生物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基础生态学、植物生理学、

动物生理学、微生物生理学、生物信息学、发育生物学等。 

生物技术专业培养掌握现代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技能，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生物信息学分

析等方面获得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技能训练，具备基本的科研

思维能力，了解生物技术及其产业的国内外发展动态,成为



 

在生命科学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以及教学与管理

等方面的复合型和创新型人才。主要课程：植物学、动物学、

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

生物信息学、基因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等。 

生物工程专业培养掌握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的科学原

理、工艺技术过程和工程设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受

到生物技术与工程等方面的技能训练，具备一定的工程素

质，毕业后能在生物工程领域从事工程设计、新技术研究、

新产品开发和生产管理等工作，成为复合型、创新型的高级

工程技术人才。主要课程：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生

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工程制图、化工原理、

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发酵工程、生物反应工程、生物分离

工程、生物工程设备、细胞工程、基因工程等。 

毕业后就业与深造情况：毕业生进入国内外高等院校继续

深造比例近几年一直保持在 50%左右，直接就业主要方向是

生物、环境、化工、食品、制药等领域有关的科研、教学工

作，以及相关企业从事技术开发和生产管理工作。 

 

学  院 专业号 现有本科专业 审批时间 学科门类 

生命科学学院 

070402 生物技术（陕西省名牌专业） 1998 理学 

081801 生物工程（陕西省名牌专业） 1999 工学 

070401 生物科学 2002 理学 



 

一、培养目标体系 

（1）基本培养目标 

培养的学生身心健康、知识结构合理，有健全的人格、

高尚的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批判思维与创新能

力、科学研究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组

织管理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和团队合作精神。 

（2）专业培养目标 

掌握现代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在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生物信息学分析等方面获得系统的

理论和实践技能训练，具备基本的科研思维能力，了解生物

技术及其产业的国内外发展动态,成为在生命科学领域从事

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以及教学与管理等方面的复合型和创

新型人才。注重科研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为培养 21 世

纪生命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学术精英或技术领军人才奠定坚

实的基础。 

二、基本要求 

1.毕业生应掌握的基本知识（Graduates are required 

to acquire） 

（1）毕业生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A1 掌握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基本知识，

具有正确的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 

    A2 掌握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具有人文情怀和社会责

任感； 

    A3 掌握数学、物理、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 

    A4 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具备现代网络与信息

处理的基本技术和能力； 

    A5 掌握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科

技发展与文明传承、文明对话与国际视野等方面的基本知

识。• 

    （2）毕业生应掌握的专业知识 

    A6 掌握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

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生物学基础学科相关的基础

理论和基本知识，  

    A7 掌握现代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

程、发酵工程、生物信息学等相关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  

    A8 掌握生物大分子研究、生物信息学分析与应用等相

关的专业技能知识。 

    A9 掌握现代生物技术及其重要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的

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2.毕业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1）毕业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B1 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 

    B2 具备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B3 具备批判性思考、创造性工作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  

    B4 具备组织、管理及与人合作共事的能力； 

    B5 具备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鉴赏能力。 

    （2）毕业生应具备的专业能力 

    B6 具备扎实的生物学基本实验技能； 

B7 具备运用现代技术对生物大分子进行分离纯化、检

测分析和分子（基因）操作的能力；熟悉生物学、生化及分

子生物学、遗传学、微生物学等现代生物科学主干学科的理

论框架及技术体系。 

    B8 具备生物学实验设计、论文写作和学术交流的能力； 

    B9 具备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和

数据分析的能力； 

    B10 具备阅读英文专业文献、英文写作以及国际交流、

竞争与合作的能力； 

    B11 具备在生物学领域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学位，以及

终身学习的能力； 

    B12 具备运用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相关领域从事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及教学与管理工作的能力。 

    3.毕业生应养成的基本素质 

    （1）毕业生的基本素质 



 

    C1 志存高远、意志坚强，具备传承文明、探求真理、振

兴中华的理想与信念； 

    C2 具备诚信务实的道德品质及刻苦勤奋、求精进取的精

神风貌； 

    C3 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心态

及宽阔的国际化视野； 

    C4 勤于思考，善于钻研，富有探索精神。 

    （2）毕业生的专业素质 

    C5 专业思想牢固，立志探索生命科学； 

    C6 具备完善的专业知识结构，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

技能及较好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 

    C7 具有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专业思维开阔，

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 

    C8 具备良好专业合作、学科交叉意识和团队精神，以

及国际化视野。 

    三、主干学科及相关学科 

    主干学科 Main subject(s)：生物学（Biology） 

    相关学科 Relevant subject(s)：Chemistry、Physics、

Mathematics 

    四、核心课程 

    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生物信息学、基因工程、酶工程、发



 

酵工程、细胞工程。 

    五、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包括军事训练、生产劳动、两课实践、社会实

践、课程实习、工程训练、生物化学综合大实验、分子生物

学综合实验、蛋白质纯化综合大实验、基因工程技术、、毕

业论文（设计）等。 

    六、学分分配 

    七、学制 

    四年（Four years） 

    八、学位 

    理学学士（Bachelor of Science） 

    九、毕业条件 

    毕业额定学分：160学分（课内）+8学分（课外）。 

    课内：必修课 85 学分，选修课 46 学分，实践教学环节

29 学分。 



 

    课外：素质与能力拓展 8学分。 

    取得额定学分，方可准予毕业。



 

 

一、培养目标体系 

1.培养目标 

(1）基本培养目标 

培养的学生身心健康、知识结构合理，有健全的人格、

高尚的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批判思维与创新能

力、科学研究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组

织管理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和团队合作精神。 

    （2）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学生掌握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的科学原理、

工艺技术过程和工程设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受到生

物技术与工程等方面的技能训练，具备一定的工程素质，毕

业后能在生物工程领域从事工程设计、新技术研究、新产品

开发和生产管理等工作，成为复合型、创新型的高级工程技

术人才。 

    2.毕业生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1）毕业生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A1 掌握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基本知识，具

有正确的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 

    A2 掌握社会科学学科研究方法的基本知识，具有人文情

怀和社会责任感； 

    A3 掌握数学、物理、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 



 

    A4 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具备现代网络与信息

处理的基本和能力； 

    A5 掌握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科

技发展与文明传承、文明对话与国际视野等方面的基本知

识。 

    （2）专业知识 

    A6 具备扎实的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相关

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A7 掌握工程制图、化工原理、发酵工程、生物反应工程、

生物分离工程、细胞工程、基因工程、酶工程等生物工程领

域的基本理论与专业知识； 

    A8 掌握生物工程设备、生物过程检测与控制、生物工厂

设计等工程相关的理论和基本知识； 

    A9 掌握生物制药工艺学、药理学、药剂学、药物分析等

生物工程制药领域的基本知识； 

    A10 熟悉国家生物产业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现

代生物产业的发展动态及行业发展趋势。 

3.毕业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1）毕业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B1 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与用语言表达能力; 

B2 具备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B3 具备批判性思考、创造性工作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 



 

B4 具备组织、管理与领导能力，与人合作共事的能力； 

B5 具备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鉴赏能力。 

（2）专业能力 

B6 具备生物工程专业扎实的基本理论和熟练的操作技

能； 

    B7 具备良好的工程素质和产业化能力，能在生物工程领

域从事新产品研发、生产和管理能力； 

    B8 具备适应生物工程产业发展需求，具备继续深造的潜

能以及应对危机与突发事件的能力； 

    B9 具备在生物工程领域宽阔的国际视野和学术交流沟

通与合作能力。 

4.毕业生应养成的基本素质 

（1）毕业生的基本素质 

C1 志存高远、意志坚强，具备传承文明、探求真理、振

兴中华的理想与信念； 

    C2 具备诚实务实的道德品质及刻苦勤奋、求精进取的精

神风貌； 

    C3 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心态

和宽阔的国际化视野； 

    C4 勤于思考，善于钻研，富有探索精神并渴望解决问题。 

    （2）专业素质 

    C5 具有锐意进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脚踏实地、爱



 

岗敬业工作作风； 

    C6 具备新资源、新产品、新技术研究开发的初步能力与

创业潜力，能够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挫折、克服困难、

笃定前行； 

    C7 具有乐于奉献、诚以待人、谦虚谨慎的美德以及良好

的团队合作精神。 

二、基本要求 

毕业生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掌握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和英语等方面的基

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2. 掌握微生物学、发酵工程、生物反应工程、生物分

离工程、细胞工程、基因工程、酶工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实验技能； 

    3. 掌握生物工程方面的基本技术，具备在生物工程领

域从事设计、生产、管理和新技术研究、新产品开发的基本

能力； 

    4. 熟悉国家生物产业有关政策和法规，特别是产品质

量安全的有关条例； 

    5. 了解现代生物产业的发展动态和应用前景； 

    6. 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

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7. 掌握人文社科的基本知识，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 



 

三、主干学科及相关学科 

主干学科 Main subject(s): 生物工程 Bioengineering 

相关学科 Relevant subject(s): 生物学 biology；化

学工程 chemical engineering 

    四、核心课程 

    工程制图、化工原理、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发酵工程、

生物反应工程、生物分离工程、生物工程设备、细胞工程、

基因工程等。 

    五、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共 28 学分，其中包括军事训练、劳动、思想

政治理论课实践、工程训练(丙)、工程训练（生工实训中心）、

化工原理教学实习、化工原理课程设计、细胞工程生产实习、

发酵工程生产实习、生物工程综合实验与实训、创业训练和

毕业论文（设计）等。 

    六、学分分配

    七、学制 



 

    四年（Four years） 

    八、学位 

    工学学士（Bachelor of Agriculture） 

    九、毕业条件 

    毕业额定学分：160学分（课内）+8学分（课外）。 

    课内：必修课 90 学分，选修课 42 学分，实践教学环节

28 学分。 

    课外：素质与能力拓展 8学分。 

    取得额定学分，方可准予毕业。



 

 

一、培养目标体系 

1. 人才培养目标 

（1）基本培养目标 

培养的学生身心健康、知识结构合理，有健全的人格、

高尚的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批判思维与创新能

力、科学研究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组

织管理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和团队合作精神。    

    （2）专业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掌握现代生命科学理论和技术为核心，培养具

有扎实生物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现代生

命科学与技术发展动态，在现代生物学研究方法、实验技术

和科学思维等方面受到良好训练，在生命科学领域从事科学

研究、技术研发、以及教学与管理工作的创新型人才。注重

学生科研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为其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学

术精英或技术领军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2. 毕业生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1）毕业生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A1 掌握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基本知识，

具有正确的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 

    A2 掌握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具有人文情怀和社会责



 

任感； 

    A3 掌握数学、物理、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 

    A4 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具备现代网络与信息

处理的基本技术和能力； 

    A5 掌握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科

技发展与文明传承、文明对话与国际视野等方面的基本知

识。 

    （2）毕业生应掌握的专业知识 

    A6 具备扎实的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

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生物学基础课程的基础

理论和基本知识； 

    A7 掌握生物科学相关分支学科的基础理论、技术和研究

进展； 

    A8 掌握现代生物科学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研发等

方面的知识和技术； 

    A9 了解现代生命科学与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动态和应用

前景； 

    A10掌握生物学知识产权、生物安全及相关政策法规的

基本知识。 

    3.毕业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1）毕业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B1 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 



 

    B2 具备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B3 具备批判性思考、创造性工作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 

    B4 具备组织、管理及与人合作共事的能力； 

    B5 具备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鉴赏能力。 

    （2）毕业生应具备的专业能力 

    B6 具备扎实的生物学基本实验技能； 

    B7 具备运用现代技术对核酸、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进行

分离纯化、检测分析和分子（基因）操作的能力； 

    B8 具备生物学实验设计、论文写作和学术交流的能力； 

    B9 具备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和数

据分析的能力； 

    B10具备阅读英文专业文献、英文写作以及国际交流、

竞争与合作的能力； 

    B11具备在生物学领域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学位，以及

终身学习的能力； 

    B12具备运用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相关领域从事科

学研究、技术开发及教学与管理工作的能力。 

    4.毕业生应养成的基本素质 

    （1）毕业生的基本素质 

    C1 志存高远、意志坚强，具备传承文明、探求真理、振

兴中华的理想与信念； 

    C2 具备诚信务实的道德品质及刻苦勤奋、求精进取的精



 

神风貌； 

    C3 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心态

及宽阔的国际化视野； 

    C4 勤于思考，善于钻研，富有探索精神。 

    （2）毕业生的专业素质 

    C5 专业思想牢固，立志探索生命科学； 

    C6 具备完善的专业知识结构，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技

能； 

    C7 专业思维开阔，把握学科发展前沿，勇于开拓进取； 

    C8 具备良好专业合作、学科交叉意识和团队精神，以及

国际化视野。 

二、基本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并掌握数理化基础、生物科学基本

理论及基本知识与技能，了解现代生命科学的前沿进展，受

到从事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等方面的科学思

维和实践技能的系统训练，具备良好的人文道德、科学素质

和国际化视野，以及进行生物学教学、科研、开发和管理的

基本能力。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丰富的人

文科学素养； 

    2. 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



 

识； 

    3. 掌握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

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及相关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实验技能； 

    4、熟悉国家知识产权等有关政策和法规； 

    5、了解生物科学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和现代生命科

学的发展动态； 

    6、具备一定的实验设计和科学研究以及科研论文的撰

写和参与学术交流的能力。 

    7、掌握一门外语，并能阅读专业文献；具有一定的国

际视野和初步的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三、主干学科及相关学科 

主干学科 Main subject(s)：生物学; Biology 

相关学科 Relevant subject(s)：化学、农学、生态学; 

Chemistry, 

四、核心课程 

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学化学、细胞生物学、

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基础生态学、植物生理学、动物生理

学、微生物生理学、生物信息学、发育生物学等 

五、实践教学环节 

包括军训与国防教育、劳动、社会实践、思想政治理论

实践、工程训练、生物学实习、生态学实习、生物化学综合



 

大实验、分子生物学综合大实验、蛋白质纯化综合大实验、

生物显微技术综合实验、毕业论文（设计）等。 

    六、学分分配

 

七、学制 

四年（Four years） 

八、学位 

理学学士（Bachelor of Science） 

九、毕业条件 

毕业额定学分：160 学分（课内）+ 8 学分（课外）。 

课内：必修课 85学分，选修课 47学分，实践教学环节

28 学分。 

    课外：素质与能力拓展 8学分。 

    取得额定学分，方可准予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