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2022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序号 姓名 报名号
拟录取
专业

拟录取导师 拟录取研究所

1 刘扬凯 620521793 畜牧学 乐祥鹏 反刍动物

2 张煜坤 620520330 畜牧学 李发弟 反刍动物

3 郭涛 620520731 畜牧学 李飞 反刍动物

4 赵源 620520333 畜牧学 李发弟 反刍动物

5 要荣宇 620523320 畜牧学 李发弟 反刍动物

6 王力 620520680 畜牧学 李飞 反刍动物

1 王璇 620522368 畜牧学 侯扶江 草畜生态系统调控

1 董秀 620520685 草学 沈禹颖 农区草业

2 吴玉环 620521444 草学 王自奎 农区草业

3 拓锋 620521647 草学 刘金荣 农区草业

4 吴璞 620522385 草学 沈禹颖 农区草业

1 王岩松 620521435 草学 刘玉冰 草业系统元素利用与管理

1 周祯莹 620520064 草学 林慧龙 草业系统分析与社会发展

2 王海燕 620521659 草学 王宗礼 草业系统分析与社会发展

1 王健斌 620522349 草学 贺金生 草地生态

2 吴振宗 620523719 草学 井新 草地生态

3 王新 620520657 草学 朱剑霄 草地生态

4 冉美四 620520732 草学 李守丽 草地生态

5 李禹江 620522449 草学 贺金生 草地生态

6 申振宇 620520226 草学 贺金生 草地生态

7 王靖靖 620522496 草学 朱剑霄 草地生态

8 黎恬 620521885 草学 李守丽 草地生态

1 徐影 620520945 草学 凌宁 草地微生物中心

2 受娜 620523171 草学 杨云锋 王晓波 草地微生物中心

1 苗春丽 620520193 草学 梁天刚 草地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2 马英 620523166 草学 梁天刚 草地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3 张树辉 620523121 草学 李文龙 草地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1 董书伟 620520913 草学 刘志鹏 草类植物育种与种子



序号 姓名 报名号
拟录取
专业

拟录取导师 拟录取研究所

2 奥宝 620522220 草学 张吉宇 草类植物育种与种子

3 许雅雯 620522219 草学 胡小文 草类植物育种与种子

4 陆欢欢 620520972 草学 谢文刚 草类植物育种与种子

5 韩阳阳 620522088 草学 张吉宇 草类植物育种与种子

6 韩秉成 620522097 草学 刘志鹏 草类植物育种与种子

1 邓育轩 620520055 草学 王锁民 草类植物逆境生理与遗传改良

2 姚玉婷 620520452 草学 包爱科 草类植物逆境生理与遗传改良

3 王雷挺 620520538 草学 王锁民 草类植物逆境生理与遗传改良

1 周怡 620520221 草学 侯扶江 草畜生态系统调控

2 李腾飞 620520435 草学 侯扶江 草畜生态系统调控

3 张建伟 620520653 草学 侯扶江 草畜生态系统调控

1 俞巧玲 620520086 草学 南志标 植物保护

2 杨虎彪 620520958 草学 南志标 植物保护

3 李应德 620521978 草学 段廷玉 植物保护

4 樊有鹤 620523922 草学 南志标 植物保护

5 王佳佳 620523215 草学 南志标 植物保护

6 时昊天 620520594 草学 李春杰 植物保护

7 李捷 620523690 草学 郭正刚 植物保护

8 杨锦博 620523151 草学 方香玲 植物保护

9 罗阳 620522973 草学 田沛 植物保护

10 程方姝 620522103 草学 李彦忠 植物保护

备注：联系电话 0931-8913014；联系邮箱 gouxj@lz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