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植物保护学院拟录取博士研究生名单公示 

1 植物病理学 

序号 录取学科专业 导师姓名 考生姓名 总成绩 学生类型  

1 植物病理学 刘西莉 陈金珠 85.2  硕博选拔  

2 植物病理学 康振生 程相瑞 85.8  硕博选拔  

3 植物病理学 刘慧泉 杜雁飞 89.0  硕博选拔  

4 植物病理学 孙丽英 王力 88.0  硕博选拔  

5 植物病理学 江聪 夏阿亮 87.2  硕博选拔  

6 植物病理学 刘西莉 杨继焜 86.0  硕博选拔  

7 植物病理学 胡小平 张思玥 85.0  硕博选拔  

8 植物病理学 郭军 赵国森 90.0  硕博选拔  

9 植物病理学 黄丽丽 周明霞 89.2  硕博选拔  

10 植物病理学 刘西莉 朱宏伟 86.6 硕博选拔  

11 植物病理学 江聪 徐代英 86.8  硕博选拔  

12 植物病理学 陈剑平 袁小雅 78.20  申请审核  

13 植物病理学 冯浩 贺艳婷 82.20  申请审核  

14 植物病理学 冯浩 梁家豪 80.06  申请审核  

15 植物病理学 郭军 陆靖伟 81.14  申请审核  

16 植物病理学 郭军 蔡雪微 80.97  申请审核  

17 植物病理学 胡小平 付盟 86.42  申请审核  

18 植物病理学 胡小平 张太学 84.48  申请审核  

19 植物病理学 黄丽丽 姚晨虓 82.45  申请审核  

20 植物病理学 黄丽丽 钱红洁 80.93  申请审核  

21 植物病理学 刘慧泉 郭梦莹 75.98  申请审核  

22 植物病理学 康振生 张艳琴 81.56  申请审核  

23 植物病理学 康振生 姜丽华 76.08  申请审核  

24 植物病理学 王晓杰 胡泽宇 82.08  申请审核  

25 植物病理学 王晓杰 毛浩田 81.93  申请审核  

26 植物病理学 王晓杰 沈旺鑫 77.82  申请审核  

27 植物病理学 王阳 曹尚 81.75  申请审核  

28 植物病理学 赵杰 谢璇敏 80.55  申请审核  

29 植物病理学 李强 李莹 79.32  申请审核  

30 植物病理学 徐亮胜 刘海龙 72.58 申请审核  

   

 

 

 

 

 

  

    

  

 

 



 

 

2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3 农药学 

序号 录取学科专业 导师姓名 考生姓名 总成绩 学生类型 

1 农药学 徐晖 李天泽 82.20  硕博选拨 

2 农药学 马志卿 聂可一 86.20  硕博选拨 

3 农药学 冯俊涛 徐文远 83.60  硕博选拨 

4 农药学 胡兆农 孙忠娟 80.94  申请考核 

5 农药学 王永宏 于航 75.76  申请考核 

6 农药学 马志卿 岳明星 76.07  申请考核 

7 农药学 闫合 姜悦 81.56  申请考核 

8 农药学 吴华 侯普兴 81.73  申请考核 

9 农药学 冯俊涛 杨德友 72.77  申请考核 

 

序号 录取学科专业 导师姓名 考生姓名 总成绩 学生类型  

1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陈茂华 唐红成 89.2 硕博选拔 

2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戴武 张钧儒 90.6 硕博选拔 

3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靖湘峰 张国军 81.9 申请审核 

4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刘德广 饶福强 71.9 申请审核 

5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王敦 余肖 84.4 申请审核 

6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吕志强 纪周瑜 81.2 申请审核 

7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李朝飞 白梅 88.4 申请审核 

8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袁向群 肖锦添 78.9 申请审核 

9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魏琮 董旭铭 80.1 申请审核 

10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花保祯  何朋阳 78.2 申请审核 

11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李怡萍 刘少凯 83.4 申请审核 

12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王敦 袁靖泽 79.9 申请审核 

13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靖湘峰 苏日娜 81.5 申请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