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粮食学院研究生招生宣传简介 

 

（一）学院简介 

沈阳师范大学粮食学院，是全国第一所以“粮食”冠名

的二级学院。经过 60 余年的成长与发展，学院现拥有一支学

历层次较高、科研能力较强、教学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现

有教职工 62 人，专任教师中教授 8 人、研究生导师 21 人、

拥有博士学位教师 20 人、硕士学位教师 19 人；有海外留学

经历的 7 人。拥有辽宁省粮油食品科技创新团队、省级优秀

教学团队，获评“粮油品质检验”国家级精品课等省级以上

精品课 4 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2 人次，2 人获国务院政府

津贴，1 人获全国粮食行业优秀科技工作者。学院秉承了理

工交叉融合的发展模式，产学研紧密结合发展的学科、专业

体系建设初步形成，为国家粮食行业培养了大量科研水平突

出的师资及各类工程人才，为国家粮食产业发展及新一轮东

北经济振兴提供了理论支撑及技术支持。 

（二）学科专业特色 

食品科学与工程是以化学、生物学、食品科学和食品工

程学的理论和技术为基础，研究食品成分与营养、食品贮藏

原理与技术、食品加工原理与工程、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以

及食品新资源开发等的一门学科。沈阳师范大学食品科学与



工程学科的定位与目标是立足辽宁，面向东北及环渤海区域，

充分发挥区域内特色粮油及农产品资源的优势，聚焦粮油适

度加工、粮油食品精深加工、粮油副产物综合利用、粮油绿

色安全储运等研究领域，逐渐形成特色鲜明、优势明显、具

有一定影响力的一流学科，促进我国粮油资源高值化和高质

化利用，拉动粮油食品行业的协同发展，确保粮食资源的可

持续高效开发与利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服务于“健康中

国”战略、“一路一带”和振兴东北的建设和发展。 

学科紧紧围绕辽宁省产业特点及社会需求，在粮油加工

与储藏研究、粮油食品加工原理与技术研究及应用领域形成

了自身特色。学科具备丰富的粮油食品专业人才培养经验，

教学及科研条件优越，与东北及环渤海地区的粮油食品行业

企业有着长期紧密的合作联系。 

学科依托高水平科研项目及人才培养平台，多渠道、创

新性地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发挥高水平科研项目的带动

作用，利用国家级项目、重大科研成果转化项目、重点产学

研合作项目提供的优质资源，通过学生的深度参与提升培养

质量。同时，注重与国内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合，

签署校企战略合作协议，建设产学研研发基地，开展研究生

联合培养，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近 5 年，研究生考博率

平均为 15%，研究生就业率 100%。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能全面发展的，具有下列知识



和技能的高级专门人才：具有扎实的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基

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系统的食品科学与工程的专门知识

和技能；了解食品科学与工程现代理论和技术的发展水平以

及所从事研究方向的国内外发展动态；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和

独立承担食品科学与工程的技术工作的能力；具备从事食品

科学与工程科学研究、教学或技术管理的工作能力。 

就业方向：学生毕业后能从事各类食品生产企业的食品

工程设计、新产品开发、食品营养研究、食品质量检测、品

质控制、技术管理、技术监督、食品机械设备管理、食品贮

藏管理、食品运输管理、企业经营管理、食品的科学研究和

成果推广等工作；也能从事食品质量监督、海关、商检、卫

生防疫、进出口、工商等部门的产品分析、检测、技术监督、

执法、管理等工作；也能在相关的国家机关、大专院校、科

研院所进行教学科研的工作等。 

（三）招生专业目录 

学院设有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 

研究方向：食品科学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四）导师简介 

肖志刚， 1972 年 6 月生，粮食学院院长、

沈阳市政协农业委副主任；辽宁省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带头人，美

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访问学者、美国密苏里大学

高访学者，先后于韩国木浦大学、台湾朝阳科技大学等院校

展开学术交流。承担国家星火重点、国家科技支撑及国际交

流科研项目 43 项，累计科研经费 1300 余万元。获各级科技

奖励 15 项；发表学术论文近 500 篇，出版论著及教材 11 部，

申请及授权专利 47 项（2 项国际专利申办中），赴国外参加

IFT、AACC 等学术会议并作专题报告 10 余次；指导硕士、

博士和博士后工作人员近百人，指导国外青年学者 9 名。获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百层次，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沈阳市

高层次领军人才等荣誉。此外，国家粮食局粮食安全政策咨

询委员会调研组专家，中储粮管理总公司特邀专家，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Properties 等 20 本国内外期刊

编委、审稿人等。 

专注于新工程食品挤压制造基础理论、重大关键性和共

性技术研究。开发出 10 种不同结构和型号的食品挤压特色装

备，以及植物蛋白类、淀粉类和早餐谷物类 3 大系列 30 余种

新产品。 

 



朱旻鹏， 1977 年生，博士，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沈阳师范大学粮食学院副院长。

辽宁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

食品工业办公室专家组成员，辽宁省粮油食

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沈阳市营养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

领域为粮油深加工与转化、植物功能性物质的分离与提取、

粮油食品品质与安全性研究，目前主持和参与相关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发表学术论文被

SCI、EI 收录 8 篇，其中 4 篇为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 

 

路飞，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现任沈阳师范大学粮食学院副院长。日本筑

波大学博士、日本食品综合研究所博士后、

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农科院联合培养博士

后。主要从事粮油深加工及储运原理及技术、食品流通与包

装工学、食品营养与质量安全控制等方向的教学科研工作。

至今已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45 篇，其中 SCI 收录 12 篇，

EI 收录 2 篇，ISTP 收录 3 篇，日本期刊 6 篇；主编教材专著

2 部，副主编 6 部，参编 6 部。申请国家专利 2 项。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等科研课题 8 项，参与科研课题 12

项。 

 



肇立春，教授，硕士生导师，粮食工程系

主任，粮食工程专业带头人。辽宁省优秀骨干

教师，沈阳市优秀青年教师、沈阳师范大学优

秀教师，省级精品课程负责人。主要研究植物油脂的深加工

及粮油副产品的综合利用。兼任全国粮食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中国粮油学会食品分会理事等职务。承担各级科研

项目 21 项，发表论文 70 余篇，出版专著 2 部，教材 5 部。

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 项，省级教学成果 5 项，受理专利

5 项，授权 2 项。 

 

姜忠丽， 1968 年 7 月出生，硕士，教授，

硕士生导师。从事食品功能成分提取及应用和

食品营养、食品保藏方向的研究。近年在国内

外重要刊物发表研究论文 30 余篇，SCI 及 EI 收录 5 篇；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 2 项。主持辽宁省基金项目 4 项市级科研项

目 1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省科技厅公益项

目等各类项目 10 项。主编教材 2 部，副主编著作 2 部；获辽

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论文类三等奖两项。 

 

 

 

 



 

高路，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食品质

量与安全专业带头人，主要从事发酵、农产品

深加工与转化及综合利用的研究；中国粮油学

会食品分会理事；省食品专家组专家，省名牌产品评审专家，

省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成员，沈阳市标准化专家；SCI 收录

期刊“European Food Research and Technology”和“Food 

Chemistry”审稿人。 

近期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发表核心期刊或 EI 收录论文 30

余篇；独立编著学术专著 2 部、核心教材 1 部，参编教材 2

部；主持完成各级项目 9 项；参与省级项目 6 项；申报专利

多项；获省学术成果奖等奖项 7 项。 

王丽娟，1963 年生人。教授，硕士生导

师，华南理工大学工学博士。中国粮油学会

油脂分会理事；辽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蛋白质工程、功能食品配料及食品

营养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1 项；

省部级以上项目 3 项。参与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1 项、省部级

项目 3 项。曾获得全球油脂界权威机构“美国油脂化学家学

会” Archer Daniels Midland（ADM）最佳论文奖；获得辽宁

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一等奖；获得市级科技进步奖；获得沈

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二等奖。共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



中 SCI 检索 13 篇，EI 检索 3 篇，完成著作及教材 3 部。目

前主要讲授本科生必修课《食品化学》，研究生学位课《粮食

生物化学》等课程。 

段玉敏，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黑龙江中

医药大学，中国执业药师协会执业药师。在药

食兼用保健粮食资源研发及利用方向协助指导

硕士研究生 40 余人。近三年来，在全国中文核

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共 9 篇，出版专著（译著等）1 部，获得

（部）省级成 8 项。主要代表成果：复方青龙衣胶囊抗肿瘤

作用及作用机理研究[黑龙江省科技厅鉴定];挤压玉米胚芽酶

法多肽的研究[哈尔滨市科技局鉴定];一种含有小浆果类多味

复合米及其制造方法[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等。 

 

解铁民， 1978 年 4 月出生，工学博士、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食品科学领域的教

学与科研工作。研究方向为农产品加工与贮藏。

现任辽宁省“粮食加工与储藏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创新团队”

岗位科学家、沈阳市粮油集团技术专家、辽宁省粮食产后减

损工程技术中心工程技术部主任。主持和参与国家及省部课

题 13 项。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获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

型专利 3 项，获全国商业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 

 



赵秀红，副教授，博士，硕导，辽宁省高

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辽宁省食品

质量与安全学会理事。主要从事谷物与健康食

品领域的研究工作。主持、参与国家、省级科

研课题项目 16 项。获得辽宁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辽

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沈阳市

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三等奖 1 项。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2 篇，EI 收录 3 篇，ISTP 收录 3 篇），申请专利 3

项，参与出版教材 3 部，专著 3 部 

 

罗志刚，1975 年生人，教授。2013 年入

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农业领域），

现为中国粮油学会食品分会常务理事，

《Journal of Food and Nutrition Sciences》编委，

为食品科学、粮油领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省市的

项目评审专家，是《Biomacromolecules》、《Food Hydrocolloids》、

《食品科学》等期刊的同行评审专家。 其主编的《碳水化合

物化学》已作为多所院校食品类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教材。

积极参与本领域国内外学术会议，应邀做学术报告。注重科

技成果转化，多项成果已在广东亨盛维嘉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等产业化；以广东省企业科技特派员和企业博士后身份，为

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 主要从事碳水化

兼职导师 



合物结构、功能改性及其应用等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关键

技术研究。 

 

曹慧英，粮食加工系，讲师，博士（后），硕

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粮食储藏、粮食副产

物的高效利用及质量安全；博士后期间，基于分

子生物学技术，主要从事污染粮食中真菌毒素降

解的研究。主持完成 2 项国家科研项目、1 项省级、

2 项校级科研项目，参与“863 计划”、国家星火计划项目、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课题等多项项目；发表学术论文共 10 余篇；参与申请并授

权 3 篇专利；参与主编教材 1 部；获奖 5 项；获荣誉称号 5 项。 

（五）有代表性的项目、成果、获奖及突出的基地、中心等 

学院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家重大科技支撑项目

等各类科研项目 40 余项；获各类科研奖励 20 余项；获授权

专利 18 项，三大检索科技论文 120 篇。获批“国家粮食行业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辽宁省粮食加工与储藏关键技术研

究与集成创新团队”等各级各类科研与技术服务平台 5 项。

入选辽宁省高校服务县域试点单位和辽宁省“三区人才”选

派单位。为粮食、食品企业提供技术支撑，解决企业技术难

题 30 余项，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代表性成果有： 

（一）承担项目情况 

兼职导师 



1.方便早餐杂粮食品挤压加工关键技术应用及产业化示

范 2015GA650007，科技部国家星火重点项目，2015.01-2016.12

月 

2.马铃薯主食品挤压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新产品创制 

辽教函〔2018〕35 号，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特聘教授专

项，2017.01-2019.12 月 

3.工程食品挤压制备关键技术与核心装备研究及示范,项

目编号 2019JH8/10200020,辽宁省农业攻关及产业化项目，

2019.10-2021.10 月 

4.低质植物蛋白可食化利用关键技术及产品开发 

1584949193607，辽宁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20.01-2021.12

月 

（二）同行评价及成果转化情况 

1.全脂米糠低温挤压稳定化工艺关键技术。成果经科技

鉴定达国际先进水平，产品以营养辅料在焙烤制品中使用，

为企业创利 1742.3 万元； 

2.高纤类植物蛋白素肉制品的研究。成果经科技鉴定达

同行业领先水平，预计成果转化后年均可为企业创利 14588.4

万元。 

（三）发表学术论文及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情况 

1.Brown Rice vs White Rice: Nutritional Quality, Potential 

Health Benefits, Development of Food Products, and Preservation 



Technologies，Comprehensive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Food 

Safety，SCI 一区 IF=7.028 

2.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rice bran 

protein-cerium complex for the removal of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residues from wastewater. Food chemistry. SCI 一区，

IF=5.80 

3.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H-responsive 

Pickering emulsion stabilized by grafted carboxymethyl starch 

nanoparticl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SCI 一区，IF=4.97 

（六）获奖情况 

获得了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北大荒农垦总局科技进步奖，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奖等科技奖项 13 项。 

 



学院现拥有“辽宁省粮食产后减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辽宁

省农业废弃物生物转换与再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两个研究

中心和“粮食科技亚非青年科学家国际交流工作站”国际交

流平台。包括 21 间教授研究室，1 个图书资料中心，建有专

业实验室 24 个，面积 6000余平方米，设备总值 3000余万元。

至此，理工交叉融合，产学研紧密结合发展的学科、专业体

系建设初步形成，为国家粮食行业培养了大量科研水平突出

的师资及各类工程人才，为国家粮食产业发展及新一轮东北

经济振兴提供了理论支撑及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