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 蒙 古 农 业 大 学

2022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约为 181 名，具体招生人数将以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为准。

在录取阶段将根据国家最终实际下达的招生计划及各学科的生源情况和各学科的发展需要进行适当调整并

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进行公布。如简章中的个别内容与教育部新公布的政策有出入，则按教育部最新文件执

行。

一、招生方式

2022 年将通过以下四种招生方式招收博士研究生：

（一）直接攻博：优秀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已完成）。

（二）硕博连读：内蒙古农业大学在学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具体要求详见《关于做好 2022 年

硕博连读和应届硕士毕业生“申请-考核”制攻读博士学位工作的通知》。

（三）应届毕业生“申请-考核”制:面向本校应届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毕业生，并要求无工作单位、无

固定收入。具体要求详见《关于做好 2022 年硕博连读和应届硕士毕业生“申请-考核”制攻读博士学位工作



的通知》。

（四）“申请-考核”制：面向全社会，具体要求详见《关于做好 2022 年“申请-考核”制攻读博士学

位工作的通知》和各学院《2022 年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实施细则》。

二、报名程序

（一）报名方式：采用网上报名和资格审查相结合的形式，所有考生必须完成网上报名和资格审查，报

名方为有效。

（二）网上报名：

1.硕博连读和应届毕业生“申请-考核”制于 2022 年 1月 7日至 2022 年 2 月 20 日网上报名，登录中国

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按要求录入本人各项真实信息并上传照片，硕博连读和应届毕业生“申请-考核”免缴报

名费。具体安排详见学院通知。

2. “申请-考核”制于 2022 年 4月 5日至 2022 年 4 月 15 日网上报名，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按要求录入本人各项真实信息并上传所需材料和照片，报名费：190 元。

各招生学院自行组织“申请-考核”制全过程，具体书面材料寄（送）、考核安排等详见各学院“申请-



考核”制实施细则。

三、学费标准及奖助政策

（一）学费标准

博士研究生学费每年 10000 元。

（二）博士研究生奖助政策

我校为全日制研究生提供多方位、全覆盖的奖助学金，主要包括：国家助学金、国家奖学金、自治区奖

学金、自治区学业奖学金、学校学业奖学金、校长奖学金等（具体实施办法按照有关文件执行）。

1.国家助学金：每年 13000 元；

2.国家奖学金：每年 30000 元；

3.自治区奖学金：每年 20000 元；

4.自治区学业奖学金：每年 10000 元；

5.学校学业奖学金：一等奖每年 8000 元，二等奖每年 6000 元；

6.校长奖学金：每年 30000 元。



四、其他

1.我校各专业只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优先录取直接攻博、硕博连读和应届毕业生“申请-考核”制

研究生。如个别学科专业直接攻博、硕博连读、应届毕业生“申请-考核”完成全部计划人数，不再组织后

期的招生。

2.报考的考生请提前和导师联系，我校凡在职考生或现为定向的应届毕业硕士生报考我校，均须出具所

在单位同意报考的书面证明。

五、联系方式

单位代码：10129 地 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学苑东街 275 号 邮政编码：010019

联系部门：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联系人：白老师 电 话：0471-4301851

内蒙古农业大学网址：http://www.imau.edu.cn 传 真：0471-4319291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E-mail:imauyzb@163.com

附件：1.关于做好 2022 年硕博连读和应届硕士毕业生“申请-考核”制攻读博士学位工作的通知

2.关于做好 2022 年“申请-考核”制攻读博士学位工作的通知



3.硕博连读攻读博士学位申请表

4.应届生申请考核攻读博士学位申请表

5.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2 年研究生考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2 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目录

学院、学科专业
招生

人数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笔试专业技能内容 备注

201 动物科学学院 17 联系人：刘 娜 电话：4309170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01 绒山羊遗传育种原理与方法
赵艳红 张燕军

苏 蕊 刘志红

详见动物科学学院

“申请考核”制招收

博士研究生实施细

则02 马属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芒 来 白东义

03 家畜基因组学与生物信息学 张文广

04 动物繁殖生物学与繁殖技术 张家新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01 动物营养与免疫 闫素梅

02 动物营养与畜产品品质 敖长金

03 反刍动物营养生理与瘤胃微生态 李大彪 高 峰

04 反刍动物饲料研究与开发利用 王海荣

0905Z1 动物生产学

01 草食动物生产与产品品质 齐景伟

02 动物营养与环境 娜仁花（小）

217 兽医学院 15 联系人：苏日古嘎 电话：3973326



090601 基础兽医学

01 家畜组织胚胎与发育生物学 李海军 徐晓静
详见兽医学院“申请

考核”制招收博士研

究生实施细则02 动物生殖内分泌与病毒病理 刘淑英

03 兽医药理学与毒理学 哈斯苏荣

090602 预防兽医学

01 兽医微生物与免疫学 刘大程 格日勒图

02 兽医寄生虫病及防治 王文龙 王 瑞

03 动物病毒分子免疫学 周伟光

04 动物传染病防控研究 温永俊

090603 临床兽医学

01 动物胚胎工程 张涌（院士）杜晨光

02 临床药理学 曹金山

202 农学院 19 联系人：索凤兰 电话：4319733

09010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01 寒旱区作物栽培生理生态

高聚林 张 胜

张永平 盛晋华

王志刚 孙继颖

详见农学院“申请考

核”制招收博士研究

生实施细则

02 农牧交错区耕作制度与农业生态
刘景辉 李立军

赵宝平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01寒旱区特色作物种质创新与遗传改良 于晓芳



02 作物育种理论与技术 马艳红 于肖夏

0901Z3 作物生理学与种子学

01 马铃薯营养生理及养分管理 樊明寿

02 作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 张少英 李国龙

03 作物营养生理 史树德 贾立国

226 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 9 联系人：高 慧 电话：6385962

090202 蔬菜学

01 蔬菜种质资源与育种 霍秀文 杨忠仁 详见园艺与植物保

护学院“申请考核”

制招收博士研究生

实施细则

02 蔬菜栽培生理与分子生物学
王 萍 郭金丽

贺学勤

03 设施蔬菜与环境互作调控 李 明

090100 作物学 01 作物保护学

孟瑞霞 史 丽

赵 君 景 岚

周洪友 赵明敏

203 林学院 6 联系人：韩胜利 电话：4319923

090701 林木遗传育种 01 林木种质资源评价与改良 白玉娥

详见林学院“申请考

核”制招收博士研究

生实施细则

090703 森林保护学 01 森林生态 高润宏 马秀枝

090704 森林经理学 01 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与技术 张秋良 铁 牛

204 草原与资源环境学院 19 联系人：王佳鹿 电话：4301371



090300 农业资源与环境

01 土壤学 红 梅 李 斐

02 植物营养学 李海港

03 农业环境化学 钟志梅

090900 草学

01 草遗传育种 石凤翎 云 岚

02 草产品加工理论与技术 贾玉山 格根图

03 草坪与植被恢复 王明玖

04 草地资源生态与管理
韩国栋 王成杰

王忠武 任海燕

05 草地保护与环境 付和平 袁 帅

225 沙漠治理学院 9 联系人：杨 霞 电话: 4310223

090707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01 荒漠化防治
高 永 左合君

蒙仲举 党晓宏 详见沙漠治理学院

“申请考核”制招收

博士研究生实施细

则

02 水土保持
秦富仓 张成福

杨 光

090705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01 野生植物保护与利用 王树森

205 机电工程学院 9 联系人：徐晓旭 电话：4309223

082801 农业机械化工程

01 农牧业机械智能化研究 田海清
详见机电工程学院

“申请考核”制招收

博士研究生实施细

则
02 高寒干旱地区农业装备工程与技术 塔 娜 刘 飞



03 草业畜牧机械化工程与技术 吴桂芳

082803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

程
01 可再生资源利用与环境 马彦华

082804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01 农业工程测试与控制 宣传忠

02 数字化农牧业关键技术及装备 张 永 郁志宏

206 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

院
20 联系人：姚姣转 电话：4301707

082802 农业水土工程
01 节水灌溉理论与新技术 史海滨 李仙岳 详见水利与土木建

筑工程学院“申请考

核”制招收博士研究

生实施细则

02 农业水土资源利用与水土环境调控 屈忠义 杨树青

081501 水文学及水资源

01寒旱区生态水文过程与水资源高效利

用

刘廷玺 张圣微

马 龙 贾德彬

高瑞忠 段利民

02 河湖湿地水环境演变与水生态修复 史小红 卢俊平

081503 水工结构工程 01 寒旱区水工材料及其冻害防治
李晓丽 姚占全

王海龙

081504 水利水电工程

01 寒区河冰过程及灾害控制 牟献友 冀鸿兰

02 寒旱区农业水利与信息化技术 李瑞平

207 材料科学与艺术设计学

院
10 联系人：焦德凤 电话：4300240



082902 木材科学与技术

01 木材物理学与干燥技术
王喜明 张明辉

薛振华

详见材料科学与艺

术设计学院“申请考

核”制招收博士研究

生实施细则
02 木质材料先进加工技术及装备

王 欣 王雅梅

姚利宏 郭泽宇

082903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01 树木提取物化学与利用
王 丽 张晓涛

季 祥

208 经济管理学院 7 联系人：王瑞霞 电话：4317980

120301 农业经济管理

01 农牧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乔光华 盖志毅

乌云花

1 详见经济管理学院

“申请考核”制招收

博士研究生实施细

则
02 农村牧区综合发展

修长百 杜富林

姚凤桐

120302 林业经济管理 01 森林资源与环境经济 包庆丰

209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 联系人：考日乐 电话：4312870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01 乳品工程

陈永福 孟和毕力格

孙天松 白 英

陈 霞 刘文俊

详见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申请考核”

制招收博士研究生

实施细则

02 肉品科学与技术 靳 烨 田建军

03 乳酸菌资源开发与利用

张和平 孙志宏

张文羿 陈忠军

丹 彤



04 特色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 张美莉

05 营养与食品安全
董同力嘎 孙文秀

杨晓清

210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4 联系人：冯晓霞 电话：4303248

0828Z1 农业信息技术

01 大数据计算与智能信息处理 高 静 姜新华
详见计算机与信息

工程学院“申请考

核”制招收博士研究

生实施细则
02 智能计算与数据挖掘 付学良 潘 新

211 生命科学学院 11 联系人：李 齐 电话：4302694

071005 微生物学
01 微生物分子生物学 刘惠荣 详见生命科学学院

“申请考核”制招收

博士研究生实施细

则

02 应用与环境微生物 冯福应

071008 发育生物学

01 植物发育生物学 韩 冰

02 生物信息学与动物生物技术 曹俊伟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1 逆境植物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李国婧 白 薇

张子义 杨 燕

02 次生代谢机理及其调控 王瑞刚

03 免疫药理 王玉珍

04 动物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尹 俊



214理学院 1 联系人：吕世杰 电话: 4309334

071011 生物物理学 01 生物物理与凝聚态理论 闫祖威

详见理学院“申请考

核”制招收博士研究

生实施细则

215 能源与交通工程学院 3 联系人：武颖杰 电话：4309747

082901 森林工程

01 森林资源开发与环境 裴志永
详见能源与交通工

程学院“申请考核”

制招收博士研究生

实施细则
02 生态路面结构与材料 张 雁 高明星

注：学院“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实施细则请登录学院网站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