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各研究所硕博连读推荐名单（含直博生）
序号 学号 研究生姓名 推荐接收单位 推荐接收专业 推荐接收导师 备注

1 82101182019 董娜娜 作物科学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童红宁

2 82101182024 万戈兴 作物科学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万建民 院士

3 82101182030 张鑫月 作物科学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万建民 院士

4 82101182181 王飞飞 作物科学所 作物遗传育种 李新海

5 82101182175 曾建琪 作物科学所 作物遗传育种 张  勇

6 严圣吉 作物科学所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张卫建 直博

7 82101182207 张  慧 作物科学所 作物种质资源学 贾冠清

8 82101182202 窦婷语 作物科学所 作物种质资源学 李立会

9 梁学忠 作物科学所 作物种质资源学 李立会 直博

10 82101182208 王  筱 作物科学所 作物种质资源学 刘  旭 院士

11 82101182209 徐世锐 作物科学所 作物种质资源学 刘伟华

12 柯玉广 资源区划所 生态学 庾  强 直博

13 82101182283 李石磊 资源区划所 农业遥感 李召良

14 82101182280 曹萌萌 资源区划所 农业遥感 毛克彪

15 82101182491 张美玲 资源区划所 植物营养学 艾  超

16 82101182002 陈  旋 环发所 生态学 李玉娥

17 82101182094 郓玲玲 环发所 生态学 张国良

18 82101182093 石  畅 环发所 生态学 张晴雯

19 82101182081 任帅凯 环发所 生物物理学 崔海信

20 82101182317 白  杨 蔬菜花卉所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张友军

21 82101182239 刘志强 蔬菜花卉所 蔬菜学 崔  霞

22 82101182245 袁凯文 蔬菜花卉所 蔬菜学 方智远 院士

23 82101182250 朱翠芳 蔬菜花卉所 蔬菜学 蒋卫杰

24 82101182036 廖  敏 饲料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姚  斌

25 82101182009 王  宵 饲料所 微生物学 罗会颖

26 82101182010 杨  娟 饲料所 微生物学 杨培龙

27 82101182044 李秀兰 生物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谷晓峰

28 82101182055 吴苏亭 生物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路铁刚

29 郑  佳 生物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林  浩 直博

30 82101182012 邱雪萌 生物所 微生物学 燕永亮

31 82101182014 王 帅 生物所 微生物学 张 伟

32 82101182493 李元鑫 农经所 产业经济 王明利

33 82101182483 卢昱嘉 农经所 农业经济管理 陈秧分

34 82101182484 牛  磊 农经所 农业经济管理 赵一夫

35 82101182468 杨入一 信息所 管理科学与工程 孔繁涛 少民计划

36 82101182343 宋玉莹 植保所 农药学 黄啟良

37 82101182340 邹  旭 植保所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杨  青

38 82101182065 李夕萱 植保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刘晓辉

39 82101182353 金美林 畜牧兽医所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储明星

40 82101182357 陶  林 畜牧兽医所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储明星

41 82101182355 李  倩 畜牧兽医所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李俊雅

42 82101182354 李婧娜 畜牧兽医所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王立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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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82101182358 张  琪 畜牧兽医所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赵桂苹

44 82101182359 郝  彤 畜牧兽医所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赵学明

45 龚  颖 畜牧兽医所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马月辉 直博

46 82101182378 郭子泰 畜牧兽医所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卜登攀

47 82101182380 李洪洋 畜牧兽医所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孙  鹏

48 82101182379 贺  越 畜牧兽医所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张宏福

49 熊展博 畜牧兽医所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王加启 直博

50 82101182370 骆  娜 畜牧兽医所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文  杰

51 82101182216 杨  雪 畜牧兽医所 农产品质量与食物安全 孙宝忠

52 82101182151 李露露 农产品加工所 农产品加工利用 木泰华

53 82101182145 高雅鑫 农产品加工所 农产品加工利用 王凤忠

54 82101182155 岳  颖 农产品加工所 农产品加工利用 周素梅

55 82101182066 符浩东 农产品加工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刘  阳

56 82101182069 张浩雯 农产品加工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辛凤姣

57 82101182126 张盛楠 天津环保所 农业环境学 黄益宗

58 82101182124 李  可 天津环保所 农业环境学 孙约兵

59 82101182125 潘  政 天津环保所 土壤学 翁莉萍

60 82101182128 王  震 天津环保所 土壤学 刘荣乐

61 82101182276 王惠君 天津环保所 植物营养学 刘仲齐

62 82101182116 佘映军 灌溉所 农业水土工程 齐学斌

63 82101182230 谷世超 郑州果树所 果树学 方金豹

64 82101182228 范家琪 郑州果树所 果树学 王力荣

65 82101182184 魏仁慧 棉花所 作物遗传育种 商海红

66 82101182183 李  弈 棉花所 作物遗传育种 喻树迅 院士

67 82101182166 张正贵 棉花所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李亚兵

68 82101182158 杨  韬 油料所 农产品加工与利用 郑明明

69 82101182217 王雪妍 油料所 农产品质量与食物安全 李培武

70 82101182160 赵  瑗 油料所 农产品质量与食物安全 张兆威

71 82101182072 崔晓波 油料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刘胜毅

72 82101182213 石亚亮 麻类所 作物种质资源学 陈建华

73 82101182214 段影青 水稻所 作物遗传育种 胡培松

74 82101182191 朱黎欣 水稻所 作物遗传育种 钱  前

75 82101182261 马婉君 茶叶所 茶学 吕海鹏

76 82101182253 陈  瑶 茶叶所 茶学 王新超

77 82101182259 李如意 茶叶所 茶学 尹军峰

78 82101182336 高博嘉 深圳基因组所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萧玉涛

79 82101182118 路军灵 都市农业所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杨其长

80 82101182119 马前磊 都市农业所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杨其长

81 82101182314 褚德鹏 烟草所 植物病理学 李义强

82 82101182201 文利超 烟草所 作物遗传育种 郭永峰

83 82101182231 刘  锴 果树所 果树学 丛佩华

84 82101182398 马天馨 上海兽医所 预防兽医学 刘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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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82101186282 苏世博 哈尔滨兽医所 兽医（博士专业学位） 陈洪岩

86 82101186265 陈林娜 哈尔滨兽医所 兽医（博士专业学位） 刘胜旺

87 82101182446 李凤娟 兰州兽医所 预防兽医学 刘在新

88 82101182444 陈昭杉 兰州兽医所 预防兽医学 朱启运

89 82101182389 邱燕华 兰州牧药所 基础兽医学 张继瑜

90 82101182454 冯海鹏 兰州牧药所 临床兽医学 李建喜

91 82101182455 乔芊芊 兰州牧药所 临床兽医学 李健喜

92 82101185308 贾希希 兰州牧药所 兽医（博士专业学位） 李剑勇

93 82101182269 王绍蓬 草原所 农业生态学 金  轲

注：硕博连读推荐名单非最终拟录取名单，硕博连读拟录取名单将于2020年6月在研究生院网站公示。
直博生名单为拟录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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