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6 月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公示

按照《内蒙古农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经 2022 年 6 月 21 日内蒙古农

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决定授予谢明欣等 78 名同学博士学位。基本

情况见下表：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2 年 6 月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

序号 学院 学号 姓名 导师姓名 专业 授予学位

1 动物科学学院 2018302010014 谢明欣 齐景伟 动物生产学 农学博士

2 动物科学学院 2013301003 魏睿元 芒来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农学博士

3 动物科学学院 2017302010007 王希生 芒来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农学博士

4 动物科学学院 2018302010011 赵亚星 敖长金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农学博士

5 动物科学学院 2017302010011 刘树林 闫素梅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农学博士

6 兽医学院 2018302170004 吕文亭 王纯洁 基础兽医学 农学博士

7 兽医学院 2017302170012 吴咪 格日勒图 预防兽医学 农学博士

8 兽医学院 2018302170008 刘春羽 温永俊 预防兽医学 农学博士

9 农学院 2018302020002 乌兰 樊明寿 植物学 理学博士

10 农学院 2017302020009 邬阳 侯建华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博士

11 农学院 2018302020003 陈晓晶 刘景辉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博士

12 农学院 2019302020006 刘杰 盛晋华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博士

13 农学院 2019302020004 李荣发 王志刚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博士

14 农学院 2019302020003 李佳奇 张胜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博士

15 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 2018302020020 孙聪 郭金丽 蔬菜学 农学博士

16 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 2019302260019 刘嘉方 云兴福 蔬菜学 农学博士

17 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 2019302260015 段天凤 庞保平 作物保护学 农学博士

18 林学院 2018302030001 哈布尔 白玉娥 林木遗传育种 农学博士

19 林学院 2019302030007 李凤滋 铁牛 森林经理学 农学博士

20 林学院 2019302030009 张欣 张秋良 森林经理学 农学博士

21 林学院 2018302030003 刘婷岩 白淑兰 森林培育 农学博士

22 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2018302040022 朱爱民 韩国栋 草学 农学博士

23 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2018302040013 卢强 贾玉山 草学 农学博士

24 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2019302040011 李宇宇 贾玉山 草学 农学博士

25 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2017302040021 樊如月 李青丰 草学 农学博士

26 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2017302040012 石蕊 米福贵 草学 农学博士

27 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2018302040017 杨艳婷 石凤翎 草学 农学博士

28 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2016302040023 尤思涵 宛涛 草学 农学博士

29 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2018302040009 郭娜 王成杰 草学 农学博士

30 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2015302040015 满都呼 武晓东 草学 农学博士

31 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2018302040003 赵天启 赵萌莉 生态学 理学博士



32 沙漠治理学院 2019302250006 王瑞东 高永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农学博士

33 沙漠治理学院 2018302250001 李婉娇 汪季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农学博士

34 沙漠治理学院 2018302250007 魏亚娟 汪季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农学博士

35 沙漠治理学院 2019302250007 吴小龙 汪季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农学博士

36 机电工程学院 2018302050005 方梅 郁志宏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工学博士

37 机电工程学院 2019302050012 王帅 郁志宏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工学博士

38 机电工程学院 2018302050002 张志强 杜文亮 农业机械化工程 工学博士

39 机电工程学院 2019302050005 张旭 塔娜 农业机械化工程 工学博士

40 机电工程学院 2019302050001 王迪 田海清 农业机械化工程 工学博士

41 机电工程学院 2019302050002 王福香 王春光 农业机械化工程 工学博士

42 机电工程学院 2018302050003 侯占峰 陈智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工学博士

43 机电工程学院 2017302050006 张燕斌 杜建民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工学博士

44 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018302060004 孙亚楠 李仙岳 农业水土工程 工学博士

45 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019302060006 侯晨丽 李仙岳 农业水土工程 工学博士

46 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017302060001 刘鸿涛 屈忠义 农业水土工程 工学博士

47 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019302060010 王维刚 史海滨 农业水土工程 工学博士

48 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019302060011 张文聪 史海滨 农业水土工程 工学博士

49 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019302060012 周慧 史海滨 农业水土工程 工学博士

50 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019302060004 包永志 冀鸿兰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工学博士

51 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019302060005 王思楠 李瑞平 水利水电工程 工学博士

52 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019302060001 黎明扬 马龙 水文学及水资源 工学博士

53 材料科学与艺术设计学院 2018302070002 邵亚丽 王喜明 木材科学与技术 工学博士

54 材料科学与艺术设计学院 2018302070003 赵芝弘 张明辉 木材科学与技术 工学博士

55 经济管理学院 2018302080004 宋良媛 杜富林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56 经济管理学院 2014302080005 赵艳 盖志毅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57 经济管理学院 2018302080003 哈斯 盖志毅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58 经济管理学院 2014302080002 刘阳 修长柏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59 经济管理学院 2016302080002 董佳宇 张心灵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60 经济管理学院 2018302080002 郭新雅 赵元凤 农业经济管理 管理学博士

61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302090010 鄂晶晶 王俊国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工学博士

62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302090011 刘文君 张和平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工学博士

63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302090012 马达 张和平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工学博士

64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302090014 尤利军 张和平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工学博士

65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302090008 张悦 贺银凤 食品科学 工学博士

66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302090007 肖宇辰 吉日木图 食品科学 工学博士

67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7302090004 要铎 靳烨 食品科学 工学博士

68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302090004 刘畅 靳烨 食品科学 工学博士

69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302090005 王昊乾 孙天松 食品科学 工学博士

70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302090003 靳昊 孙志宏 食品科学 工学博士

71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302100001 罗小玲 付学良 农业信息技术 工学博士

72 生命科学学院 2018302110002 安江红 韩冰 发育生物学 理学博士

73 生命科学学院 2017302110004 李登高 张焱如 发育生物学 理学博士

74 生命科学学院 2017302110006 董志成 万方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理学博士



现公示三个月，如有异议，请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以前与内蒙古农业大学学

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联系，联系电话：4301656。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21 日

75 生命科学学院 2018302110005 高静宇 王玉珍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理学博士

76 生命科学学院 2016302110007 王仕超 张焱如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理学博士

77 理学院 2018302140001 曹艳娟 闫祖威 生物物理学 理学博士

78 能源与交通工程学院 2017302150001 张钰乐 朱守林 森林工程 工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