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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姚保民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王利民 2022.05.30 腾讯会议：321108576 吴文斌，陈晋，阎广建，蒙继华，杨贵军，董金玮，黄健熙，陈尔学，张锦水 孙政
2 陈诗扬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刘佳 2022.05.30 腾讯会议：321108576 吴文斌，陈晋，阎广建，蒙继华，杨贵军，董金玮，黄健熙，陈尔学，张锦水 孙政
3 张霄羽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姚艳敏 2022.05.30 腾讯会议：321108576 吴文斌；陈晋；阎广建；蒙继华；杨贵军；董金玮；黄健熙；陈尔学；张锦水 张宁丹
4 杨东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王旭 2022.05.26 腾讯会议：321108579 李双成、戴尔阜、纪宝明、徐斌、金云翔 邢晓语
5 王祺智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高懋芳 2022.05.30 腾讯会议：321108576 吴文斌；陈晋；阎广建；蒙继华；杨贵军；董金玮；黄健熙；陈尔学；张锦水 狄艳
6 曾妍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王迪 2022.05.30 腾讯会议：321108576 吴文斌；陈晋；阎广建；蒙继华；杨贵军；董金玮；黄健熙；陈尔学；张锦水 张宁丹
7 孟怡秀 农村发展 李文娟 2022.05.25 腾讯会议：407387743 董锁成、张耀军、姜文来、尤飞、辛岭 张爱娟
8 陈柏旭 农村发展 周颖 2022.05.29 腾讯会议：183859165 陈德利、马永良，孟凡乔、高清竹、张斌 蔡育蓉
9 余杰 农村发展 尤飞 2022.05.25 腾讯会议：128601012 董锁成；张耀军；姜文来；辛岭；李文娟 王子珊
10 杨近鹏 农村发展 何英彬 2022.05.28 腾讯会议：613395853 黄三文，蔡为民，熊明民，秦晓波，徐建飞 王用业
11 张琳 农村发展 李全新 2022.05.27 腾讯会议：889322834 陈永福，张耀军，王秀东，高春雨，高明杰 杨婧
12 薄沁箐 农村发展 高明杰 2022.05.27 腾讯会议：889322834 陈永福，张耀军，王秀东，高春雨，李全新 马欣甜
13 周怡汶 农业管理 姜文来 2022.05.27 腾讯会议：255657180 罗其友、尤飞、雷波、叶爱中、贾绍凤 马欣甜
14 龙昭宇 农业管理 尹昌斌 2022.05.28 腾讯会议：520483392 李哲敏、王西琴、靳乐山、罗良国、易小燕 邹秦琦
15 谢杰 农业管理 毕于运 2022.05.27 腾讯会议: 797582731 王道龙、徐志宇、林聪、方放、贺莉 邵敬淼
16 赵丽 农业管理 王亚静 2022.05.27 腾讯会议：797582731 王道龙、徐志宇、林聪、方放、贺莉 邵敬淼
17 杨紫洪 农业管理 尹昌斌 2022.05.28 腾讯会议：520483392 李哲敏、王西琴、靳乐山、罗良国、易小燕 邹秦琦
18 冯瑶 农业环境学 李兆君 2022.05.25 腾讯会议：306851262 张维理、梁永超、李少杰、李季、陈红、张吉斌、赵百锁 李艳丽/冀拯宇
19 尚惠芳 农业经济管理 易小燕 2022.05.28 腾讯会议：520483392 尹昌斌、李哲敏、王西琴、靳乐山、罗良国 邹秦琦
20 杨婧 农业遥感 史云 2022.05.28 腾讯会议：674648231 陈晋；彭建；杨晓光；李哲敏；吴文斌；钱建平；余强毅 王新高
21 张宁丹 农业遥感 任建强 2022.05.30 腾讯会议：321108576 吴文斌；陈晋；阎广建；蒙继华；杨贵军；董金玮；黄健熙；陈尔学；张锦水 田甜
22 杨婉清 农业遥感 杨鹏 2020.05.28 腾讯会议：674648231 陈晋、彭建、杨晓光、李哲敏、吴文斌、钱建平、余强毅 方广极
23 田甜 农业遥感 王迪 2022.05.30 腾讯会议：321108576 吴文斌；陈晋；阎广建；蒙继华；杨贵军；董金玮；黄健熙；陈尔学；张锦水 张宁丹
24 桂阳 农业遥感 段四波 2022.05.24 腾讯会议：968972249 李召良，陈云浩，马明国，沈焕峰，胡德勇，吴骅，任华忠 练义华
25 乌云德吉 农业遥感 孙亮 2022.05.30 腾讯会议：321108576 吴文斌、陈晋、阎广建、蒙继华、杨贵军、董金玮、黄健熙、陈尔学、张锦水 孙政
26 梁社芳 农业遥感 杨鹏 2022.05.28 腾讯会议：674648231 唐华俊，彭建，黄健熙，杨贵军，李哲敏，吴文斌，孙晶 段丁丁/方广极
27 段丁丁 农业遥感 杨鹏 2022.05.28 腾讯会议：674648231 唐华俊，彭建，黄健熙，杨贵军，李哲敏，吴文斌，孙晶 梁社芳/方广极
28 刘航 农业遥感 吴文斌 2022.05.28 腾讯会议：674648231 陈晋、彭建、杨晓光、李哲敏、钱建平、杨鹏、史云 魏妍冰
29 魏妍冰 农业遥感 吴文斌 2022.05.28 腾讯会议：674648231 陈晋、彭建、杨晓光、李哲敏、钱建平、杨鹏、史云 刘航
30 赵立成 农业遥感 史云 2022.05.28 腾讯会议：674648231 唐华俊，彭建，黄健熙，杨贵军，李哲敏，吴文斌，孙晶 段丁丁/方广极
31 于艳茹 农业遥感 李召良 2022.05.30 腾讯会议：321108576 吴文斌、陈晋、阎广建、蒙继华、杨贵军、董金玮、黄健熙、陈尔学、张锦水 桂阳
32 杨恬 生态学 庾强 2022.05.25 腾讯会议：904342980 李凌浩、徐兴良、牛书丽、闫瑞瑞、闫玉春 柯玉广
33 王晨杨 生态学 翟丽梅 2022.05.28 腾讯会议：905747947 王晓燕；马友华；高扬；贾小红；胡正义 杜飞乐
34 童琦 生态学 邵长亮 2022.05.27 腾讯会议：180164198 李凌浩，李胜功，张爱武，刘云，徐柱文 李淑珍
35 张宏媛 生态学 逄焕成 2022.05.27 腾讯会议：501380569 胡正义，任天志，陈阜，杨劲松，张颖，刘宏斌，曾昭海， 宋佳珅
36 邹洪琴 土壤学 段英华 2022.05.27 腾讯会议：851664822 徐明岗；林启美；冯固；张文菊；张淑香；张会民；孙楠；文石林 黄亚萍
37 刘迪川 土壤学 徐爱国 2022.05.30 腾讯会议：210415249 黄元仿；李少杰；刘晓英；龙怀玉；张怀志 张鑫
38 秦贞涵 土壤学 张淑香 2022.05.27 腾讯会议：861664822 徐明岗；林启美；冯固；张文菊；张会民；孙楠；段英华 黄亚萍
39 都江雪 土壤学 张会民 2022.05.27 腾讯会议：851664822 徐明岗；林启美；冯固；张文菊；张淑香；孙楠；段英华 黄亚萍
40 邢婷婷 土壤学 卢昌艾 2022.05.22 腾讯会议：714574618 任图生，徐明岗，张淑香，贾小红，吕贻忠，周虎，李子忠 赵小蓉
41 宋霄君 土壤学 武雪萍 2022.05.26 腾讯会议：344182822 任图生，张海林，段碧华，曾希柏，李菊梅，张斌，何萍 刘晓彤/韩紫璇
42 郑凤君 土壤学 武雪萍 2022.05.26 腾讯会议：344182822 任图生，张海林，段碧华，曾希柏，李菊梅，张斌，何萍 刘晓彤/韩紫璇
43 王丽 土壤学 张斌 2022.05.27 腾讯会议：279915907 吴存祥、李素真、张玉先、李英慧、金诚谦、马俊奎、雍太文 刘跃东
44 李金涛 微生物学 张瑞颖 2022.05.21 腾讯会议：104322008 刘宇；张国庆；王丽；孟俊龙；郑素月 范庆昊
45 张明远 微生物学 邓晖 2022.05.24 腾讯会议：794513835 刘杏忠，陈三风，蒋细良，魏海雷，顾金刚 张芳
46 齐雨慧 微生物学 黄晨阳 2022.05.21 腾讯会议：104322008 张国庆，郑素月，刘宇，王丽，孟俊龙 张芳

 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关于2022年上半年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工作安排的通知》（农科研生[2022]14号）要求，现将我所研究所学位论文答辩相关信息进行公示，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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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熊琴 微生物学 张瑞福 2022.05.05资源楼510和腾讯会议：513807923 魏海雷，黄晨阳，燕永亮，杨培龙，张楠，凌宁，刘东阳 孙熙廷，刘云鹏
48 赵娟娟 微生物学 张晓霞 2022.05.24 腾讯会议：836827107 谢炳炎、李世东、余志晟、张丽梅、张力群、燕永亮、 魏海雷 侯嘉玮
49 徐孟泽 植物营养学 王磊 2022.05.26 腾讯会议：665880952 王敬国、徐芳森、白由路、赵秉强、黄绍文 辛苏宁
50 孙明雪 植物营养学 杨相东 2022.05.25 腾讯会议：442113476 邹国元；赵秉强；张卫峰；张文菊；王秀斌 李娟
51 朱瑞利 植物营养学 孙静文 2022.05.28 腾讯会议：165243019 徐芳森，郭世伟，赵同科，何萍，仇少君 宋大利
52 张宇昕 植物营养学 易可可 2022.05.18 腾讯会议：397305284 李文学，周文彬，张小兰，梁振昌，谷晓峰，王毅，石磊 李瑞莉
53 王雪晴 植物营养学 易可可 2022.05.18 腾讯会议：397305284 谷晓峰，张小兰，王毅，梁振昌，李文学，周文彬，石磊 李瑞莉
54 陈洁 植物营养学 梁国庆 2022.05.28 腾讯会议：165243019 徐芳森，郭世伟，赵同科，周卫，何萍，王秀斌，孙静文 宋大利
55 姜玲玲 植物营养学 何萍 2022.05.28 腾讯会议：165243019 郭世伟，魏丹，金黎平，徐芳森，周卫，梁国庆，王秀斌 丁文成/宋大利
56 景建元 植物营养学 赵秉强 2022.05.28 腾讯会议：880705218 米国华，李絮花，修学峰，王道龙，沈兵，白由路，陈丽 张水勤
57 谭浩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阮志勇 2022.05.20 小鱼易连：9018870487 赵斌、张玉琴、顿宝庆、韩东飞、艾超、马鸣超、臧华栋 马青云
58 艾栋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张云贵 2022.05.25 腾讯会议：903312551 李玉义；张艳玲；冯文强；汪洪；李志宏 陈曦
59 张天鹏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雷秋良 2022.05.28 腾讯会议：905747947 王晓燕；马友华；高扬；贾小红；胡正义 杜飞乐
60 毕晶晶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范分良 2022.05.26 腾讯会议: 115185597 曾希柏，魏海雷，彭静静，王国安，卢晓红 宋阿琳
61 郭逸飞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冯文婷 2022.05.20 小鱼易连：9018870487 赵斌、张玉琴、顿宝庆、韩东飞、耿燕、马鸣超、臧华栋 马青云
62 李苗苗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孙楠 2022.05.27 腾讯会议：851664822 徐明岗；林启美；冯固；张文菊；张淑香；张会民；段英华；文石林 黄亚萍
63 蒯磊鑫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文石林 2022.05.27 腾讯会议：851664822 徐明岗；冯固；张文菊；张淑香；张会民；段英华；孙楠 黄亚萍
64 任东军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高淼 2022.05.24 腾讯会议：794513835 刘杏忠、陈三凤、蒋细良、魏海雷、张桂山 牛邦彦/侯嘉伟
65 黄玉洋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顾金刚 2022.05.24 腾讯会议：794513835 刘杏忠、陈三凤、蒋细良、魏海雷、邓晖 张芳
66 龚旗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张桂山 2022.05.24 腾讯会议：794513835 刘杏忠、陈三凤、蒋细良、魏海雷、高淼 马荣/侯嘉伟
67 李浩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武淑霞 2022.05.28 腾讯会议：905747947 王晓燕；马友华；高扬；贾小红；胡正义 杜飞乐
68 柯华东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李虎 2022.05.25 腾讯会议：687347143 李哲敏；杨俊诚；林英华；张伟；郑国砥；彭士涛；李桂花 易孝佩
69 杨静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张建峰 2022.05.25 腾讯会议：687347143 李哲敏；杨俊诚；林英华；张伟；郑国砥；彭士涛；李桂花 李双霜
70 王立夫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王萌 2022.05.27 腾讯会议：602194886 李花粉；侯德义；林爱军；易可可；张莘 孙晓艺
71 严艳鸽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林治安 2022.05.28 腾讯会议：880705218 米国华，李絮花，修学峰，王道龙，沈兵，白由路，陈丽 张水勤
72 王慧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曹卫东 2022.05.25 腾讯会议：278464001 田有国、杜森、贾小红、刘满强、付利波 常单娜
73 司知远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宋阿琳 2022.05.26 腾讯会议: 115185597 曾希柏，魏海雷，彭静静，王国安，卢晓红 王恩召
74 乔丹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张树清 2022.05.25 腾讯会议：442113476 邹国元；赵秉强；张卫峰；张文菊；王秀斌 李娟
75 聂彩娥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卢艳丽 2022.05.26 腾讯会议：665880952 王敬国、徐芳森、白由路、赵秉强、黄绍文 宋桂霈
76 盖浩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王迎春 2022.05.29 腾讯会议：183859165 陈德利；马永良；孟凡桥；高清竹；张斌 蔡育蓉
77 薛琴琴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程宪国 2022.05.18 腾讯会议：397305284 谷晓峰，张小兰，王毅，梁振昌，李文学，周文彬，石磊 李淑萍
78 息伟峰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仇少君 2022.05.28 腾讯会议：165243019 徐芳森，郭世伟，赵同科，何萍，赵士诚 宋大利
79 吴行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王秀斌 2022.05.28 腾讯会议：165243019 徐芳森，郭世伟，赵同科，何萍，孙静文 宋大利
80 邢家玲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阮志勇 2022.05.20 小鱼易连：9018870487 赵斌、张玉琴、顿宝庆、韩东飞、艾超、马鸣超、耿燕 马青云
81 马荣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张晓霞 2022.05.24 腾讯会议：836827107 谢炳炎，李世东，余志晟，张丽梅，张力群，燕永亮，魏海雷 马荣/侯嘉伟
82 从珅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魏海雷 2022.05.24 腾讯会议：836827107 谢炳炎，李世东，余志晟，张丽梅，张力群，燕永亮，魏海雷 侯嘉玮
83 王震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王洪媛 2022.05.28 腾讯会议：905747947 王晓燕；马友华；高扬；贾小红；胡正义 杜飞乐
84 王淼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闫瑞瑞 2022.05.25 腾讯会议：904342980 李凌浩、徐兴良、牛书丽、庾强、闫玉春 张楚
85 王储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闫玉春 2022.05.25 腾讯会议：904342980 李凌浩、徐兴良、牛书丽、庾强、闫瑞瑞 张敬敏
86 王西亚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赵士诚 2022.05.28 腾讯会议：165243019 郭世伟，魏丹，金黎平，徐芳森，周卫，梁国庆，艾超 宋大利
87 刘媛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李燕婷 2022.05.28 腾讯会议：880705218 米国华，李絮花，修学峰，王道龙，沈兵，白由路，陈丽 张水勤
88 王林洋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 汪洪 2022.05.29 腾讯会议：750148943 陈新平，黄绍文，崔骁勇，杜森，孙世友 张育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