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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院概览

◼ 历史发展

北京科技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成立于2010年，源于建校时期成立的基础部化学专业。经过近

70年的建设，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学院秉承“推陈出新，

格物致知”的院训，培养了一批批视野宽广，思维活跃，志存高远，勇于担当的优秀人才。



一、学院概览

➢ 2个系：化学与化学工程系、生物科学与工程系；

➢ 2个中心：生物与农业研究中心、生物工程与传感技术研究中心；

➢ 1个研究所：固体化学研究所；

➢ 3个省部级实验室：功能分子与晶态材料科学与应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生物工程与传感技术北

京市重点实验室、农业部农药残留与环境毒理实验室；

➢ 1个挂靠单位：精准医疗与健康研究院。

◼ 机构组成



一、学院概览

学院可投入使用科研实验室涉及化生楼、理化楼、理学楼三栋，总面积约4100平方米，共有大型

科研设备约180台套，总价值近5000万。

部分价值超过100万设备

场发射扫描电镜

DNA高通量测序仪

XRD-小角度衍射仪

透射电子显微镜

◼ 机构组成◼ 实验设备

仪器名称 型号 单价（万元）
透射电子显微镜 HT7700 200.00

场发射扫描电镜 Hitachi 8010 199.00

X射线单晶衍射仪 GeminiE 179.67

核磁共振波谱仪 400 MHz 174.00

高通量测序仪 Ion S5 148.50

荧光光谱仪 FLS980 139.60

台式飞行时间质谱仪 microflex MALDI-TOF 135.0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ICAPRQ 132.80

共聚焦显微镜 Olympus FV1200 130.20

XRD-小角度衍射仪 130.00 

液质联用仪 agilent 1260-6260 129.45

高压液相色谱质谱仪 1260-6460 110.00



一、学院概览

◼ 前沿研究

自2016年以来，学院主持国家重大项目26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项，重点项目

2项，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1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

项13项等，获批经费总计10239.29 万元。

2个 应用化学、生物技术

5个 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材料与化工、生物学、生物与医药

1个 化学

1个 化学

◼ 专业设置

➢ 学院共开设2个本科专业，5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个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在校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留学生 820 余人。



二、学科发展

◼ 学科建设

化学学科自2012年连续八年进入ESI排名世界前1%，且排名逐年提升，化学与化学工程学科2020

年QS世界大学学科全球排名分别进入前250和前300；生物学科2020年QS世界大学学科全球排名

进入前500。

QS2020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北京科技大学入选QS2020世界大学学科排名相关学科



二、学科发展

基础课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结构化学、高分

子化学、现代仪器分析、分离科学与技术（双语）、化工原理等。

实验课程：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

大学综合化学实验等。

课程设置培养目标

每年招收两个本科生班级，约60人，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具备化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

理论、基本技能以及相关的工程

技术知识和较强的实验技能。

◆具有化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方面的科学思维和科学实验训

练能力。

◆能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及企事

业单位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

作及管理工作。

现有专任教师63人，95%以上具有博士学位，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获得者3人。近年来承担各类科研项目200余项，年均科研经费1500余

万元，发表SCI论文400余篇，其中影响因子大于5的有19篇，单篇最高

影响因子达45.7，陈飞武教授团队在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Chemistry上发表的论文入选“2009-2019我国高被引论文中被引用次

数最高的10篇国际论文”，高居第三名，累计被引超过5000次。

师资队伍

◼ 招生专业——应用化学



二、学科发展

◼ 招生专业——应用化学

毕业去向

化学是在分子、原子层次上研究物质的组成、性质、结构与变化规律，创造新物质的科学，是研究解决能源、

环境、材料及生命科学等热点科学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之一。

毕业生国内深造率60%以上，出国率10%左右

◆深造去向：

国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

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

国外：昆士兰大学、邓迪大学、 滑铁卢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等

◆就业去向：

中国科学院、中国钢铁研究总院、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中芯国际、宝洁、京东方等

◼ 招生专业——应用化学



二、学科发展

◼ 招生专业——生物技术

基础课程：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基

因工程、免疫学技术、生物芯片、生化传感器、生物技术制药基础、蛋白

质化学、发酵工程、仪器分析等。

实验课程：生物化学实验、微生物学实验、遗传实验等。

课程设置培养目标

每年招收两个本科生班级，约60人，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将生命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最新研

究成果，通过基因工程的现代分

子生物学手段，在微生物、动物、

植物的分子和细胞水平进行表达，

获得转基因的生物体或重要生命

活性成分的研究和产业开发。

◆主要学习生物技术方面的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受到应用基础研

究和技术开发方面的科学思维和

实验训练。

现有专任教师29人，100%具有博士学位，其中“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2人，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3人，新世纪人才2人，北京市科技新星3人。

承担10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学研究项目，搭建2个产学研合作基地，近

四年累计获得研发经费近4000万元，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多达百余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及省部级奖励近20项。

师资队伍

◼ 招生专业——生物技术



二、学科发展

毕业去向

生物技术是将生命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在微生物、动物、植物的分子

和细胞水平等不同层次，按照预先设计改造生物体或加工生物原料的研究和产业开发的学科。

毕业生国内深造率60%以上，出国率10%左右

◆深造去向：

国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

国科学院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国外：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邓迪大学、

加州大学等

◆就业去向：

伊利集团、辉瑞制药、诺华制药、百事公司、

葛兰素史克、神州细胞等

◼ 招生专业——生物技术



三、师资队伍

学院拥有一支杰出的师资队伍，全体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比例为68%，具有博士学位的

教师比例为97%，其中，教授38人（博士生导师26人）。

高级职称教师

教授 38人

副教授 30人

顶尖人才

国家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3人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2人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1人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人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3人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8人

北京市科技新星 6人



三、师资队伍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人选。
科研方向：光电信息功能分子材料，包括：设计合成、超分子组装、功能性质研究、
理论化学模拟。
研究团队包括：边永忠，王海龙等。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
人），教育部创新团队负责人，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FRSC），Chemical 
Communications期刊顾问编委。
科研方向：负热膨胀化合物的设计与性能调控、晶体结构与新型功能化合物的合成、
铁电薄膜材料的合成及性能。
研究团队包括：林鲲、李强等。

姜建壮

邢献然

◼ 知名学者



三、师资队伍

国家“万人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农业生物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副理事长/秘书长，中国作物学会理事。
研究方向：植物重要功能基因发掘、克隆与作用机理研究；特种微生物筛选、作用
机理研究与产业化应用。
研究团队包括：安学丽、吴锁伟等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研究方向：生化分析与分子诊断，核酸、蛋白质生物标志物的高灵敏度分析与疾病
诊断、微纳界面的生物传感分析、单细胞分析及高通量核酸测序分析研究。
研究团队包括：王辉，王洪红，张鹏博，苏凤霞等

李正平

万向元

◼ 知名学者



三、师资队伍

◼ 教学名师

北京市教学名师

范慧俐教授

宝钢优秀教师 宝钢优秀教师

刘杰民教授 弓爱君教授

全国“黄大年”式
教学团队成员

林鲲副教授

◼ 教学名师

学院拥有一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结构合理、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教师队伍。学生从入学开始，

即实施本科生全程导师制，每位学生都有导师负责指导学习、生活、科研创新活动等，教师热心参

与学生就业及深造推荐。近3年，学院教师队伍获得本科生教学指导奖国家级8项，省部级36项，

校级14项。

全国优秀教师

李正平教授



四、人才培养

学院组织鼓励学生参与各类竞赛，以赛促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生每年在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学术科技竞赛中

屡创佳绩。生物系宋青教授指导学生团队每年参加麻省理工学院主办的iGEM国际遗传工程机器设计竞赛，汇聚众

多师生的智慧和力量，多次带领团队载誉而归。2016年11月-2019年10月，学院学生获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国家级奖项4次。参加

国内外多项竞赛，其中市级以上获奖206人次、发表论文112篇。

◼ 学生竞赛

iGEM国际遗传工程机器设计竞赛 “挑战杯”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特等奖答辩

北京市大学生生物竞赛奇思妙想决赛



四、人才培养

在学生培养中凝练特色亮点，形成“课程思政”新模式、实践育人新机制。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

完善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坚持内涵式发展，提升本科教学水平。

• 推进本科生全程导师制育人效能

• 全面梳理育人元素
• 增强文化育人效果，健全实践育人机制
• 构建团学组织建设育人体系

• 创新资助育人形式，发挥资助育人功能
• 加强网络育人效果和作用

学风座谈会 纪念“一二·九运动”合唱比赛 师生运动会

◼ 特色培养



四、人才培养

推动国际交流交换项目。在校学生可参与日本北海道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邓迪大

学等40余所海内外高校的交流项目。

制定《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鼎新北科经费使用办法》，确保制度和经费保障到位。

2019年我院2人入选“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7人次进行海外学术交流。

➢

◼ 国际交流

➢

➢

赴美参加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 2019年第四届复合材料前沿国际会议 东京大学开学典礼

◼ 国际交流



四、人才培养

“理学之美”系列论坛包括名师讲坛、前沿论坛、青年论坛，分别邀请院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万人计划”入选者、在学术上做出重要贡献的专家学者等担任主讲嘉宾。

◼ 理学之美——名师讲坛（5-10讲/年）

邀请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奖评委Andrew.G.Ewing，

中国科学院院士唐本忠，彭孝军，谭蔚泓，冯小明，田禾等国

内外著名专家。

◼ 理学之美——前沿论坛&青年论坛（10-20讲/年）

邀请Alireza Abbaspourrad、Serge COSNIER、何彦、李广

社、黄岩谊等30余位来自康奈尔大学、格勒诺布尔大学、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等世界高等学府学者。

管理办法 新闻报导

启动仪式 纪念照片

◼ 学术论坛——理学之美



四、人才培养

◼ 优秀学子

古人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学院秉承“推陈出新，格物

致知”的院训精神，为社会培养输送优秀人才，大部分校友已成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央企、

高校、研究院所的栋梁和骨干。

201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物理化学80级\化研84级校友
创立北京爱慕内衣有限公司

201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化学95级校友
东方集团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化学91级校友

南开大学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沈月全 张荣明 雒国清

863项目首席科学家
化学81级校友

新研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首席技术官

齐志刚



四、人才培养

◼ 优秀学子

学院毕业生在成长为社会各界栋梁的同时，也不断充实着教学、科研队伍。

侯建辉
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学院兼职博导
2013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2014年"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2015年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
2016年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017年"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第六届中国化学会-英国皇家化学会青年化学奖

王海龙
北京科技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
2010年化生学院化学系攻读博士
2013年美国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和
日本国立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博士后研究
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博士后奖学金
2018年聘为特聘教授

许太林
北京科技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
2012年本院保送直博
2013年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前往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留学
2017年获学校学生最高荣誉-校长奖章
2018年获得博新计划资助
在攻读博士期间共发表学术论文17篇
以第一和共同一作发表SCI论文8篇
总影响因子总和IF=86.413



四、人才培养

◼ 优秀学子

2016年，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王晓旭和吴玲冰分别收到了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学院每年均有学生保送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国内高校深造。

吴玲冰
前三学年专业排名第四，曾多
次获得人民奖学金和86级校
友奖学金，获得我校“社会实
践先进个人”、“优秀三好学
生”等荣誉称号

王晓旭
前三学年专业排名第三，参与发表
3篇SCI论文，包括一篇第一作者，
两篇参与作者，第一作者文章发表
于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影
响因子2.297）杂志

李越
2020届应用化学专业，前三学年
专业排名第一，保送至清华大学。
曾获北京市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特
等奖，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干
部”荣誉称号

于伦浩
2020届生物技术专业，前三学
年专业排名第六，保送至中国
科学院大学。曾多次获得人民
奖学金和86校友奖学金，获得
我校“优秀共青团干部”、
“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