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 江西农业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 江西省

专业名称： 智慧农业

专业代码： 090112T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农学 植物生产类

学位授予门类： 农学

修业年限： 四年

申请时间： 2022-07-06

专业负责人： 边建民

联系电话： 13576960070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江西农业大学 学校代码 10410

学校主管部门 江西省 学校网址 www.jxau.edu.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江西南昌江西省南昌市
经开区志敏大道1101号

邮政编码 330045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o教育部直属院校 o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þ地方院校

þ公办 o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þ经济学 þ法学 þ教育学 þ文学 o历史学

þ理学 þ工学 þ农学 o医学 þ管理学 þ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曾用名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建校时间 1905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40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审核评估 通过时间 2017年12月

专任教师总数 1247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570

现有本科专业数 61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5309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4831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84.82%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150字以内）

江西农业大学本科教育始于1940年国立中正大学，是一所以农为优势、以
生物技术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学校有6个一级
学科博士点，61个本科专业，学科涵盖农、理、工、经、管、文、法、教
、艺等9大门类；拥有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代表的国家级人才80人，组建
了江西省首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增设：2018年增设数字媒体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城乡规划（五年制
）等3个专业；2019年增设材料化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2个专业。
调整：2020年调整动物医学专业修业年限，由四年制调整为五年制。
停招：2020年停招商务英语专业，2021年停招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撤并：2018年撤销农村区域发展、财务管理、音乐表演、网络工程、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工程管理、交通运输、管理科学、生物科学、劳动与社
会保障等10个专业；2019年撤销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市场营销、城乡规
划（四年制）等4个专业。2020年撤销视觉传达设计等1个专业。

申报类型 新增备案专业

专业代码 090112T 专业名称 智慧农业

学位授予门类 农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植物生产类 专业类代码 0901

门类 农学 门类代码 09

所在院系名称 农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农学 开设年份 1940年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农业及农业相关领域，从事现代集约化信息化的农业企业事业单位、智慧
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农资公司、农业科研单位及行政管理部门的教学
、科研和应用。

人才需求情况

在信息化时代，现代农业的发展要加强农业与云计算、传感网、3S等多种
信息技术充分融合，实现农业更完备的信息化技术支撑、更透彻的农业信
息感知、更集中的数据资源、更广泛的互联互通、更深入的智能控制、更
贴心的公众服务，即智慧农业，同时已成为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共同关
注的热点，其蕴含的巨大应用价值和潜力已被广泛认识。目前，农业企事
业等非常重视智慧农业的发展，投入大量资金开始建设智慧农业基础设施
，这就需要高校大量培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和具有智慧农业专业知识的高素质人才。
    首先，从农业发展趋势来看，全球智慧农业已经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相关专业的从业人员需求强劲。因此，智慧农业作为一门新型交叉学科
，引领全球农业发展，智慧农业专业人才就业前景良好。其次，中国智慧
农业的发展刚刚起步，少数领域已现雏形，受到极广泛的关注。目前，一
些新型科技创新型企业不断投资于农业种植和畜牧业领域，广泛参与智能
植物工厂、无人机械化农场和智能化饲养平台建设，更是印证了行业的发
展趋势及强劲的人才需求。再者，未来智慧农业领域人才服务中国农业发
展的途径广阔。我国作物种植业主要由三种不同类型的参与主体构成。一
是位于我国东北和西北等地的大型国有农场。智慧农业人才可以直接通过
获取和分析农业大数据、装载人工智能的方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可以
在大尺度水平上提高作物精细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农场管理水平和效益
。二是位于我国中南部的较分散的农户和小规模农业合作社的种植业主体
。由智慧农业人才获取的农业大数据或运营的智能农机装备，将通过购买
服务方式来服务相关主体。三是位于主要城市周边的设施农业和植物工厂
等种植主体。智慧农业人才将具备运营此类设施的必要能力，同时亦可以
通过提供服务，通过技术革新提升经营主体的效益。
    综上，从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趋势分析，结合中国农业的现状与迫
切需求，智慧农业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人才将在我国乃至
全球农业中大显身手。
    根据新世纪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和调查，预测需求智慧农业专业人
才和人数如下：农业科学院、农科所等农业科研部门需要智慧农业专业人
才约为20人；省市县农业管理部门需要约为40人；农产品卫生安全检测、
生态农业、种子、农药生产与经营、农资营销等企业部门需要约为80人。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可上传合作办学

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30

预计升学人数 15

预计就业人数 15

江西亿发姆智慧农业人
才需求调查表 5

江西雅农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 5

吉安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5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

业实验、教学计划等内容） 

智慧农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智慧农业（Intelligent agriculture）；专业代码：090112T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理想信念坚定，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健全的人

格和高度社会责任感，能服务国家和区域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战略需求，将信息技术、生物

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现代经营管理知识与农学有机融合，具有良好理学和人文素养、三

农情怀、审辩思维和全球视野，沟通交流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创新创业能力强，能

胜任现代农业及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产业规划、经营管理、技术服务等工作的高素质创

新型复合人才。 

三、专业培养规格和要求 

（一）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健全的人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国家意识、法治意识和高度社会责任感；自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实守信，崇尚劳动。学生应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了解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认识世

情、国情、党情，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重和维护宪法法律

权威，识大局、尊法治、修美德；具有一定的体育卫生知识，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合

格标准，身体健康；具有开拓创新、团结协作、艰苦奋斗的精神及严谨务实的作风。 

（二）掌握智慧农业的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具有较宽广的业务知识和一定的经济管

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具有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和一定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了

解本专业有关学科的新发展、新成就，受到科学研究方法的初步训练；具有较好的计算机应

用能力，能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掌握文献检索及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

具有从事本专业业务工作的能力和适应相邻专业业务工作的能力与素质。 

四、学生应获得的知识与能力 

1. 充分理解农业文明和乡村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具有深厚的“三农”情怀，树立和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2. 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科学思维能力，掌握一定的文史哲艺类人文社科知识，

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3. 具有批判思维、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4. 具有全球视野，能够关注世界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人类营养与健康等

重大国际发展问题，具备跨文化背景的交流与合作能力。 

5. 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与组织能力，以及较强的表达、沟通与交流能力。 

6. 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和终身学习意识，自我管理和自主学习能力强，通过不断学习、

持续发展，具有成为智慧农业及相关行业领军人才或骨干人才的潜质。 

五、专业核心课程：农业遥感与精准农业，自动控制原理，作物生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学

习，作物育种学，大数据架构与模式。 

六、学制与学位 

    标准学制 4 年，修业年限 3-6 年。符合规定条件者授予农学学士学位。 

七、学时学分分配及毕业学分要求 

本专业学生毕业应取得最低学分数为160学分，其中必修课为88学分，选修课最低为36

学分，课外实践教学36学分。在选修课学分中，农业科学与技术类、人文社科类、经济与管

理类和艺术与体育类等公共选修课学分不低于6.0学分，专业类选修课不低于30学分。 

本专业教学计划课内总学时为2084学时（124学分），其中必修课1508学时，占总学时的

69.35%，选修课608学时，占总学时34.68%；课外实践教学累计36学分，约占总学分的22.5%。

实践教学环节（包括课程实验、专业教学实习等实践教学）共48学分，占总学分的30.0%。 

 

 

 

 

 

 

 

 

 

 

 

 

 

 

 

 

 

 



学时学分分配表 

 

 

 

类别 周数 学时 学分 占课内总学时的比例（%） 

必修课 

公共课 —— 676 36 34.07 

学科基础课 —— 288 18 14.52 

专业基础课 —— 272 17 11.29 

专业课 —— 272 17 14.52 

合计 —— 1508 88 69.35 

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 —— 96 6 4.84 

专业选修课 —— 480 30 29.84 

合计 —— 576 36 34.68 

课内理论总学时（学分） —— 1892 112 95.36 

课内实验总学时（学分） —— 192 12 11.69 

合计课内总学时（学分） —— 2084 124 100 

 

类别 周数 学时 学分 占总学分的比例（%） 

入学教育 1 —— —— 不计入总学时（学分） 

毕业教育 1 —— —— 不计入总学时（学分） 

美育教育实践 2 —— —— 不计入总学时（学分） 

军训 2 —— 2.0 1.25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习 0.5 —— 0.5 0.2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实习 
2 —— 2.0 

1.25 

耕读劳动教育 0.5 —— 0.5 0.25 

毕业实习 8 —— 4.0 2.5 

毕业论文 8 —— 8.0 5.0 

其他课程实践教学 19 —— 19 11.88 

课外实践教学总学分 42 —— 36 22.5 

课内实验教学与 

课外实践教学总学分 
—— —— 48 30.0 

课内总学分与课外实践教学总

学分合计 
—— —— 160 100 



智慧农业专业各学期学分分配表 

学期 

必修课（学分） 
选修课（学

分） 实践教

学（学

分） 

学期学分

小计 
公选课 

公共

课 

学科

基础

课 

专业

基础

课 

专业

课 

必选

课 

任选

课 

第一学期 10.25 7.0 0 0 0 0 3.25 20.5 

6 

第二学期 10.25 11.0 0 0 4 0 2.25 27.5 

第三学期 6.75 0 6.5 0 7.5 0 2.75 23.5 

第四学期 6.75 0 6.0 6 2 1.5 4.75 27.0 

第五学期 0.25 0 4.5 5 5 2.0 4.75 21.5 

第六学期 1.25 0 0 6 6.0 2.0 4.75 20.0 

第七学期 0.25 0 0 0 0 0 6.75 7.0 

第八学期 0.25 0 0 0 0 0 6.75 7.0 

合计 36.0 18.0 17 17 24.5 5.5 36 154 6 

 

 



智慧农业专业公共课教学计划安排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中文）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合计 理论 实验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0 48 48  2 考试 

 思想道德与法治 3.0 48 48  1 考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0 48 48  3 考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0 48 48  4 考试 

 形势与政策 2.0 64 64  1-8 考查 

 大学英语Ⅰ 2.5 40 40  1 考试 

 大学英语Ⅱ 2.5 40 40  2 考试 

 大学英语Ⅲ 2.5 40 40  3 考试 

 大学英语Ⅳ 2.5 40 40  4 考试 

 大学语文 1.5 24 24  1 考试 

 大学体育 4.0 128 128  1－4 考查 

 军事理论 1.5 28 28  2 考查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

指导Ⅰ 
1.0 16 16  1 考查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

指导Ⅱ 
1.0 16 16  6 考查 

 创新创业基础 1.0 16 16  2 考查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0 16 16  1 考查 

 耕读劳动教育实践 1.0 16 16  2 考查 

合计  36 676 676    



智慧农业专业学科基础课教学计划安排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合计 理论 实验 

 高等数学A 4.0 64 64 0 1 考试 

 普通化学A 2.0 32 32 0 1 考试 

 普通化学实验 1.0 16 0 16 1 考查 

 有机化学C 2.5 40 40 0 2 考试 

 基础生物化学 2.5 40 40 0 3 考试 

 大学物理 2 32 32 0 3 考试 

 线性代数B 2.0 32 32 0 2 考试 

 概率论 2.0 32 32 0 2 考试 

合计  18 288 216 72   

 

 

 

 

 



智慧农业专业专业基础课教学计划安排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中文）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合计 理论 实验 

 Python数据采集与处理 2.5 40 40 0 5 考试 

 大数据技术 2.0 32 32 0 3 考试 

 现代遗传学 3 48 48 0 3 考试 

 植物生理学 2.5 40 40 0 4 考试 

 植物生理学实验 1.5 24 0 24 4 考试 

 农业试验统计分析 2 32 32 0 5 考试 

 现代作物保护学 2 32 32 0 4 考试 

 种子学概论 1.5 24 24 0 3 考试 

合计  17 224 160 64  考试 

 

 

智慧农业专业专业课核心课程教学计划安排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中文）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合计 理论 实验 

 农业遥感与精准农业 3.0 48 48 0 4 考试 

 自动控制原理 3.0 48 48 0 4 考试 

 作物生产学 3.0 48 48 0 5 考试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2.0 32 32 0 5 考试 

 作物育种学 3.0 48 48 0 6 考试 

 大数据架构与模式 3.0 48 48 0 6 考试 

合计  17      

 

 



智慧农业专业选修课教学计划安排表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中文） 学分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选课 

要求 
合计 理论 实验 

 计算机操作技术 2 32 16 16 1 考查 
不集中开课不计

入总学分 

 现代农业导论 2 32 32 0 2 考试 必选 

 农业机械学 2 32 32 0 3 考试 必选 

 农业气象学 1.5 24 24 0 3 考试 必选 

 土壤肥料学 2 32 32 0 3 考试 必选 

 数据库原理与技术 2 32 32 0 3 考试 必选 

 程序设计基础 2 32 32 0 2 考试 必选 

 现代分子生物学 2 32 32 0 4 考试 必选 

 植物生物技术导论 2.0 32 32 0 5 考试 必选 

 农业推广学 2.0 32 32 0 6 考试 必选 

 作物基因组学 2.0 32 32 0 6 考试 必选 

 互联网+农业概论 2 32 32 0 4 考试 必选 

 文献检索与利用 1.0 16 16 0 5 考查 必选 

 农学专业英语 1.0 16 16 0 6 考试 必选 

 科技论文写作 1.0 16 16 0 6 考查 必选 

 物联网概论 2.0 32 32 0 6 考试 

选修 

（至少5.5学分） 

 现代作物分子育种 2.0 32 32 0 6 考试 

 细胞生物学 2.0 32 32 0 5 考试 

 生物信息学 2.0  32 32 0 5 考试 

 数量遗传学  1.5 24 24 0 5 考试 

 农田水利学 1.0 16 16 0 6 考试 

 农药概论 1.0 16 16 0 6 考试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2 32 32 0 3 考试 

 植物营养与调控 2 32 32 0 4 考试 

 数字图像处理与分析 2 32 32 0 2 考试 

 专业选修课学分合计 30    2-6   

 公共选修课学分合计 6    2-7   

 选修课学分合计 36       



智慧农业专业实践教学计划安排表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学分 周数 
开课学

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实
践
（

5学
分
）

 

军事训练 2 2 1 考查 

素质拓展 2 2 1-7 考查 

公益劳动或农事操作 0.5 1 1-7 考查 

大学生安全教育（含入学 

教育和毕业教育） 
0.5 1 1-8 考查 

专
业
实
践
（

1
5学

分
）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课程设计 3 3 4 考查 

智慧农场规划与设计 3 3 4 考查 

作物育种实习 2 2 6 考查 

作物生产实习 2 2 5 考查 

模拟模型及决策支持技术综合实

习 
5 5 6-7 考查 

创新 

实践 

（4学

分） 

大数据分析综合实践 1 1 6 考查 

智慧农业综合性大实验 3.0 3 4 考查 

毕业 

实践 

（12 学

分） 

毕业实习 4 4 7-8 考查 

毕业论文（设计） 8 4 7-8 考查 

合计  36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 专业核心课程表

 

5.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农业遥感与精准农业 48 4 姚明印 4

自动控制原理 48 4 梁亚茹 4

作物生产学 48 4 曾勇军 5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32 2 刘兆朋 5

作物育种学 48 4 贺浩华，傅军如 6

大数据架构与模式 48 4 赵应丁 6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兼职

贺浩华 男 1964-01 现代农业导论 教授 中国农业
大学

作物遗传
育种 博士 水稻遗传

育种 专职

曾勇军 男 1978-10 作物生产学 教授 江西农业
大学

作物栽培
学与耕作

学
博士

作物高产
理论与技

术
专职

边建民 男 1981-11 现代分子生物学 副教授 南京农业
大学 遗传学 博士

作物遗传
育种、分
子育种

专职

陈小荣 男 1972-01 现代遗传学 教授 浙江大学 作物遗传
学 博士 水稻遗传

育种 专职

易文龙 男 1982-10 大数据技术 副教授

Saint
Petersbur

g
Electrote
chnical
Universit

y

信息学与
计算技术 博士

植物形态
计算机可
视化建模
、大数据
技术

专职

傅军如 男 1974-05 现代作物育种学 教授 江西农业
大学

作物遗传
育种 硕士

作物遗传
育种、分
子育种

专职

吴建富 男 1970-08 植物营养与调控 教授 江西农业
大学

农业资源
与环境 博士

作物营养
与养分管

理
专职

杨文姬 女 1984-06 Python数据采集与处
理 副教授 燕山大学 计算机应

用技术 博士

计算机视
觉、模式
识别与人
工智能

专职

刘兆朋 男 1984-11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讲师 华南农业
大学

农业机械
化工程 博士

智能农机
与精准农

业
专职

梁亚茹 女 1978-04 自动控制原理 副教授 南昌大学 机械工程 博士

农业信息
感知，图
像处理、
信息安全

专职

贺晓鹏 男 1972-01 植物生物技术导论 教授 江西农业
大学

作物栽培
学与耕作

学
博士

作物遗传
育种、分
子育种

专职

付海辉 男 1981-09 生物信息学 副教授 厦门大学 环境科学 博士 生物信息
学 专职

殷华 男 1982-11 互联网+农业概论、
物联网概论 副教授 南昌大学 机械工程 博士 物联网数

据感知 专职



5.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马 建 男 1982-12 作物保护学概论 教授 山东农业
大学

植物病理
学 博士 植物保护 专职

徐杰 男 1986-06 作物分子育种 副教授 华南师范
大学

细胞生物
学 博士 植物分子

育种 专职

蔡怡聪 女 1992-03 种子学概论 讲师 中国农科
院大学

种子科学
与技术 博士 水稻遗传

育种 专职

姚明印 女 1980-09 农业遥感与精准农业 教授 中国农业
大学 车辆工程 博士

业 信 息
智 能 感
测 技 术
与 装 备

专职

赵应丁 男 1965-01 大数据架构与模式 教授
中国科学
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

计算机应
用技术 博士 大数据技

术 专职

付海辉 男 1981-06 作物基因组学 副教授 华南师范
大学

细胞生物
学 博士 植物分子

育种 专职

方 鹏 男 1993-01 精确农业概论 讲师 中国农业
大学 农业工程 博士

机器视觉
及图像处
理技术

专职

陈雄飞 男 1987-02 农业机械学 副教授 华南农业
大学

农业机械
化工程 博士

水稻生产
机械化关
键技术与
智能装备

专职

杨珺 男 1970-01 机器学习、大数据平
台技术 副教授 北京科技

大学
计算机软
件与理论 博士

机器学习
、大数据
技术

专职

魏洪义 男 1965-08 植物病虫害诊断与预
测预 教授 中国科学

院 植物保护 博士 植物保护 专职

戴仕明 男 1965-03 程序设计基础 教授 同济大学 软件工程 博士 计算机应
用 专职

熊焕亮 男 1977-06 数据库原理与技术 副教授 同济大学 计算机软
件与理论 博士

智慧农业
，区块链
技术

专职

杨红云 男 1975-11 数字图像处理与分析 副教授 江西农业
大学

计算机应
用技术 博士

图像处理
、机器学

习
专职

徐亦璐 女 1980-02
模式识别与机器学习
、模拟模型及决策支

持技术实验
讲师 南昌大学 机械工程 博士 模式识别 专职

叶清 男 1979-05 农业气象学 副教授 中国农业
大学

资源与环
境 博士 农业气象 专职

谢志坚 男 1980-07 土壤肥料学 副教授 华中农业
大学

植物营养
学 博士 植物营养 专职

专任教师总数 29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11 比例 37.93%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25 比例 86.21%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29 比例 100.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28 比例 96.55%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3 比例 10.34%

36-55岁教师数 22 比例 75.86%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0:29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6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7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边建民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
担课程 现代分子生物学 现在所在单

位 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0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

主要研究方向 水稻遗传育种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从教12年，主持省级以上教改和创新创新项目6项；获得教学成果奖2项
，指导本科生获得包括“挑战杯”江西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
等奖在内奖励3项；主编“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教材2部、参编1部
；发表教研文章4篇；现任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植物生产类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江西省主要学科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等。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主要从事水稻遗传育种的教学、科研与推广工作，在杂交稻育种理论和技
术创新、新品种选育、推广与产业化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主持包括国家
重点基础研究计划（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25项；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包括转基因重大专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26项
。鉴定成果4项，均达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作为核心成员鉴定不育系4个
、审定水稻新品种20个，参与推广水稻新品种7734.24万亩，新增经济社会
效益64.1亿元。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研究论文51篇，其中包括TOP期
刊在内SCI文章26篇；获批专利5项，其中国际专利2项。获得各级各类奖励
10项。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5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5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授课分子生物学课程和遗传学课程
，学时30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8

姓名 易文龙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
担课程 大数据技术 现在所在单

位 江西农业大学软件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8年博士毕业于Saint Petersburg Electrotechnical University，信
息学与计算技术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农业大数据技术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该同志能够细致分析学情、努力创新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注重培养学生
用计算机语言来分析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构建以知识“点”、逻辑
“线”，再到主题“面”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在帮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
时，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近三年来收获的教学成果有：教学测评常年保
持在94分以上，教学评估2次优秀，获得校级本科优秀论文指导教师称号
2次；发表教育教学改革论文5篇，其中，1篇刊登在中国教育报理论版
，3篇在国际教育学术会议用英文与同行进行交流，获得较好的成效；主持
完成省级教改课题1项，立项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校级思政教学改革课题各1项；主编本科教材1本。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近三年来，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立项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1项，立项10万元企业横向课题1项。

近三年获 2 近三年获得 60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C语言程序设计，432学时；数据结
构，672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60

姓名 陈雄飞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农业机械学 现在所在单

位 江西农业大学工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5年6月华南农业大学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博士毕业

主要研究方向 水稻生产机械化关键技术与智能装备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主持或参与教改类课题7项，获校级本科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校级研究生
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获“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
三等奖1项、江西赛区特等奖1项和二等奖2项，校级竞赛奖励10余项；指导
组建了农业机械化新技术示范推广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营队，获省级
优秀社会实践营队称号省级2项，校级4项，多次被江西省共青团网、江西
日报、信息日报等媒体报道，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等国家及省部
级科研项目4项，发表论文20余篇，授权专利30余件；研发的水稻精量穴直
播系列机具，协议总金额500万元；并制定了《江西省水稻机械化直播生产
技术规程》，获江西农牧渔业技术改进一等奖1项。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1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85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农业机械学、逆向工程技术与应用
、农业机械与应用等，共计1095学
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20



 

7.教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2321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218（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江西农业大学拟投入500万元用于智慧农业专业的初期建设。学校将从教学
经费拨付、使用过程等方面加强管理健全制度，保证教学经费足额并直接
投入教学活动。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11123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
20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1．实验室及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主要依托植物生产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
教育部作物生理生态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水稻国家工程实验室（南昌
）、江西省作物生理生态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南昌）、江西省现代农
业装备重点实验室、资源环境遥感与信息实验室、江西省高等学校生物光
电及应用重点实验室，对现有实验室的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充分发挥实践
教学基地在育人中的作用，突出智慧农业人才培养特色。2022至2026年力
争投入300万至1000万元建设智慧农业信息化等实验室、信息化实训基地、
创业创新实践实训基地。
2．建设一支高水平双师型的师资队伍:在稳定原有师资队伍的基础上，组
建老中青结合的教学团队，优化师资结构。坚持“请进来与送出去”、
“脱产进修与自主学习相结合”等途径，全面提高专任教师的专业素养和
学历水平；同时加大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培养力度，实行青年教师培养
导师制，促进青年教师尽快成才。
3．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建立“院-系-教研室”、“院-实验教学中心-实验
室”组织形式，以教研室为基准，集成课程、教材、试题库等资源，推动
本科教学内涵发展。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农林物联网-小气候信息采集系统 JDXQH-WX1 1 2016年 80

物联网信息处理设备 JDXXCL 1 2016年 165

农林物联网-生态远程实时监测系
统

JDSYG1-2-WX 1 2016年 118.5

农林物联网-虫情信息自动采集系
统

JDPZ1 2 2016年 146

计算机 联想 102 2015年 425.8

智能农田数据采集系统 定制 1 2019年 260

田间检测系统 定制 1 2019年 350

养分检测系统 定制 2 2019年 295

无线农业综合气象监测站 定制 1 2019年 148

信息化监控显示中心 定制 1 2019年 156

农业云系统 定制 1 2019年 162

机器人表型采集系统 定制 10 2019年 780

作物表型图像信息分析、存储及管
理系统

定制 1 2019年 480

农田水肥智能管理系统 定制 1 2019年 510



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