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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学院2020 年研究生转为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名单公示

序号 学院 学号 姓名 性别
硕士类别
（专硕、
学硕）

本科毕业院校 硕士专业 硕士导师 拟转博士专业
拟转博士

导师

分流类别
（提前攻
博、硕博
连读）

1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10007 王毅 女 学硕 河南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 赵建伟、刘广龙 农业环境工程 刘广龙 提前攻博

2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10023 程巧连 女 学硕 湖北师范大学 环境工程 刘名茗 农业环境工程 刘名茗 提前攻博

3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10024 江承风 男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环境工程 涂书新 农业环境工程 涂书新 提前攻博

4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20023 潘艳婷 女 专硕 华中农业大学 环境工程 冯雄汉 农业环境工程 冯雄汉 硕博连读

5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20028 王宗威 男 专硕 河南师范大学 环境工程 侯静涛 农业环境工程 谭中欣 硕博连读

6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10006 苏荣琳 女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生态学 胡荣桂 生态学 胡荣桂 提前攻博

7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20029 肖恒斌 男 专硕 塔里木大学 环境工程 胡荣桂 生态学 胡荣桂 硕博连读

8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20040 郝芸芸 女 专硕 山东农业大学
资源利用与植物
保护

刘玉荣 生态学 刘玉荣 硕博连读

9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10110027 杜英侠 女 学硕 青岛农业大学 农药学 曹菲菲 生态学 曹菲菲 提前攻博

10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10110052 赵晓东 男 学硕 青岛农业大学 农药学 项勇刚 生态学 项勇刚 提前攻博

11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10004 梁晓敏 女 学硕 重庆师范大学 生态学 胡承孝 生态学 胡承孝 提前攻博

12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7303110042 梅唐英泽男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土壤学 谭文峰 土壤学 谭文峰 硕博连读

13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7303110047 张顺涛 男 学硕 河南农业大学 土壤学 鲁剑巍 土壤学 鲁剑巍 硕博连读

14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10053 朱姣姣 女 学硕 河南师范大学 土壤学 黄巧云 土壤学 黄巧云 提前攻博

15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10095 高钰淏 男 学硕 南昌工程学院
水土保持与荒漠
化防治

陈家宙 土壤学 陈家宙 提前攻博

16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10102 杨家伟 男 学硕 河南农业大学
水土保持与荒漠
化防治

王天巍 土壤学 王天巍 提前攻博

17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20021 倪春兰 女 专硕 吉林农业大学 环境工程 侯静涛 土壤学 谭文峰 硕博连读



                 .18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20044 梁顶 女 专硕 华中农业大学
资源利用与植物
保护

黄巧云 土壤学 黄巧云 硕博连读

19 食品科学学院 2017309110054 余承 男 学硕 海南大学 食品科学 刘石林 土壤学 蔡鹏 硕博连读

20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10052 朱迪 男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土壤学 蔡鹏 土壤学 蔡鹏 提前攻博

21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7303110074 刘海疆 男 学硕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植物营养学 石磊 植物营养学 石磊 硕博连读

22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10061 方娅婷 女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植物营养学 鲁剑巍、王荔军 植物营养学 鲁剑巍 提前攻博

23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10062 李岽辉 男 学硕 华中农业大学 植物营养学 耿明建 植物营养学 耿明建 提前攻博

24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10065 刘威 男 学硕 长江大学 植物营养学 徐芳森 植物营养学 徐芳森 提前攻博

25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10077 张浩 男 学硕 聊城大学 植物营养学 丁广大 植物营养学 丁广大 提前攻博

26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20047 刘玲 女 专硕 渭南师范学院
资源利用与植物
保护

汪社亮 植物营养学 徐芳森 硕博连读

27 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8303120072 张万洋 男 专硕 江西农业大学 农业资源利用 李小坤 植物营养学 李小坤 硕博连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