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农业大学 2019 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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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启云 105379199200058 071300 生态学 教育生态学 教育院 郭丽君 非定向 

 2 刘琼 105379199200056 071300 生态学 教育生态学 教育院 朱翠英 非定向 

 3 盘俊 105379199200015 071000 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科院 卢向阳 非定向 

 4 潘家峰 105379199200021 071000 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科院 刘志 非定向 

 5 潘虎 105379199200011 071000 生物学 微生物学 生科院 田云 定向 

 6 张培培 105379199200012 071000 生物学 微生物学 生科院 王征 非定向 

 7 谢青轩 105379199200005 071000 生物学 植物学 生科院 阮颖 非定向 申请考核制 

8 周珍 105379199200001 071000 生物学 植物学 生科院 周铁安 非定向 申请考核制 

9 马立英 105379199200002 071000 生物学 植物学 生科院 肖浪涛 非定向 

 10 廖雄辉 105379199200013 071300 生态学 农业生态学 生科院 王克林 非定向 

 11 孙耿 105379199200031 071300 生态学 农业生态学 生科院 王华 定向 

 12 刘俊 105379199200028 071300 生态学 农业生态学 生科院 吴雄伟 非定向 

 13 郝慧娟 105379199200239 071300 生态学 农业生态学 生科院 葛大兵 非定向 

 14 刘芬 105379199200033 071300 生态学 生态工程与技术 生科院 方俊 定向 

 15 肖霞 105379199200045 071300 生态学 生态经济与管理 商学院 向平安 非定向 

 16 石娟 105379199200048 071300 生态学 生态经济与管理 商学院 莫鸣 非定向 

 17 廖倩滢 105379199200039 071300 生态学 生态经济与管理 商学院 张珺 非定向 

 18 杨希文 105379199200082 082800 农业工程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工学院 蒋蘋 非定向 

 19 黄娟 105379199200078 082800 农业工程 农业机械化工程 工学院 孙松林 定向 

 20 代振维 105379199200077 082800 农业工程 农业机械化工程 工学院 吴明亮 非定向 

 21 任青山 105379199200083 082800 农业工程 农业水土工程 工学院 方逵 非定向 

 22 王玮 105379199200084 082800 农业工程 农业水土工程 工学院 王辉 定向 

 23 蒋越西 105379199200071 071300 生态学 环境生态学 资环院 邵继海 非定向 

 24 宋慧娟 105379199200069 071300 生态学 环境生态学 资环院 曾清如 定向 

 25 陆霞 105379199200067 071300 生态学 环境生态学 资环院 雷鸣 定向 

 26 汤榕菂 105379199200247 090300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环境保护 资环院 颜智勇 非定向 

 27 魏东宁 105379199200248 090300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环境保护 资环院 罗琳 非定向 

 28 熊胜 105379199200244 090300 农业资源与环境 农业环境保护 资环院 龚道新 非定向 

 29 唐月亮 105379199200252 090300 农业资源与环境 土地资源与信息技术 资环院 段建南 非定向 

 30 唐豆 105379199200251 090300 农业资源与环境 土地资源与信息技术 资环院 周卫军 非定向 

 31 尹泽润 105379199200233 090300 农业资源与环境 土壤学 资环院 盛浩 非定向 

 32 谷雨 105379199200237 090300 农业资源与环境 土壤学 资环院 张扬珠 定向 

 33 王淳 105379199200232 090300 农业资源与环境 植物营养学 资环院 荣湘民 定向 

 34 靳拓 105379199200231 090300 农业资源与环境 植物营养学 资环院 彭建伟 定向 

 35 吝美霞 105379199200234 090300 农业资源与环境 植物营养学 资环院 李法云 非定向 

 36 李俊杰 105379199200216 090200 园艺学 园艺产品采后科学与技术 食科院 蒋立文 定向 

 37 鲁迨 105379199200221 090200 园艺学 园艺产品采后科学与技术 食科院 石星波 非定向 

 38 扈麟 105379199200300 090500 畜牧学 畜产品加工与营养工程 食科院 王远亮 定向 

 39 黄璐瑶 105379199200095 090100 作物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农学院 官春云 非定向 

 40 王晓丹 105379199200135 090100 作物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农学院 官春云 非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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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吴丹 105379199200134 090100 作物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农学院 黄璜 非定向 

 42 董明杰 105379199200119 090100 作物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农学院 李林 非定向 

 43 石楠 105379199200117 090100 作物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农学院 高志强 非定向 

 44 闫振辉 105379199200090 090100 作物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农学院 万书波 非定向 申请考核制 

45 马玉申 105379199200160 090100 作物学 草业科学与技术 农学院 揭雨成 非定向 

 46 揭红东 105379199200155 090100 作物学 草业科学与技术 农学院 谢德玉 非定向 

 47 胡瑞文 105379199200153 090100 作物学 烟草学 农学院 周清明 非定向 

 48 邸慧慧 105379199200151 090100 作物学 烟草学 农学院 邓小华 定向 

 49 岳宁燕 105379199200130 090100 农业资源与环境 植物营养学 资环院 张振华 非定向 

 50 齐慧 105379199200142 090100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农学院 张海清 定向 

 51 李凡 105379199200144 090100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农学院 唐文帮 非定向 

 52 周杰强 105379199200145 090100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农学院 唐文帮 非定向 

 53 樊帆 105379199200143 090100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农学院 段美娟 非定向 

 54 李曜魁 105379199200146 090100 作物学 种子科学与技术 农学院 肖应辉 非定向 

 55 赵新辉 105379199200131 090100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刘雄伦 定向 

 56 邢蔓 105379199200128 090100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官梅 非定向 

 57 张璐 105379199200122 090100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刘忠松 定向 

 58 王良发 105379199200137 090100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罗红兵 定向 

 59 吕思维 105379199200136 090100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徐庆国 非定向 

 60 李娟 105379199200133 090100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农学院 陈泽辉 定向 

 61 肖欢 105379199200104 090100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院 王学华 定向 

 62 肖晓 105379199200111 090100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院 易镇邪 定向 

 63 陈元伟 105379199200116 090100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院 唐启源 非定向 

 64 弭宝彬 105379199200094 090100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院 屠乃美 定向 

 65 胡丽琴 105379199200113 090100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院 黄敏 非定向 

 66 黎鹏 105379199200096 090100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院 贺志理 非定向 

 67 魏中伟 105379199200108 090100 作物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农学院 张玉烛 定向 

 68 曹丹 105379199200185 090200 园艺学 茶学 园艺院 黄建安 定向 

 69 李瑾 105379199200190 090200 园艺学 茶学 园艺院 肖力争 非定向 

 70 林玲 105379199200182 090200 园艺学 茶学 园艺院 肖文军 非定向 

 71 王双辉 105379199200188 090200 园艺学 茶学 园艺院 龚雨顺 非定向 

 72 尹鹏 105379199200184 090200 园艺学 茶学 园艺院 刘仲华 定向 

 73 姚文元 105379199200193 090200 园艺学 茶学 园艺院 王坤波 非定向 

 74 蒋苑 105379199200209 090200 园艺学 观赏园艺 园艺院 龙岳林 非定向 

 75 彭雨琳 105379199200213 090200 园艺学 观赏园艺 园艺院 于晓英 非定向 

 76 舒荻 105379199200210 090200 园艺学 观赏园艺 园艺院 李小马 定向 

 77 汤佳乐 105379199200164 090200 园艺学 果树学 园艺院 王仁才 定向 

 78 郝晨星 105379199200162 090200 园艺学 果树学 园艺院 马先锋 非定向 

 79 张俊 105379199200171 090200 园艺学 蔬菜学 园艺院 孙小武 定向 

 80 谭亚飞 105379199200177 090200 园艺学 蔬菜学 园艺院 宋勇 非定向 

 81 毛舒香 105379199200175 090200 园艺学 蔬菜学 园艺院 黄科 非定向 申请考核制 

82 李洁 105379199200176 090200 园艺学 蔬菜学 园艺院 刘明月 非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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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李青 105379199200174 090200 园艺学 蔬菜学 园艺院 邹学校 非定向 申请考核制 

84 曾杰 105379199200173 090200 园艺学 蔬菜学 园艺院 邹学校 非定向 

 85 王琛 105379199200168 090200 园艺学 蔬菜学 园艺院 武涛 非定向 

 86 童龙 105379199200170 090200 园艺学 蔬菜学 园艺院 方智远 定向 

 87 杨潇 105379199200203 090200 园艺学 药用植物资源工程 园艺院 刘东波 定向 

 88 杨兰 105379199200201 090200 园艺学 药用植物资源工程 园艺院 钟晓红 定向 

 89 邱小燕 105379199200199 090200 园艺学 药用植物资源工程 园艺院 肖深根 非定向 

 90 谌滢 105379199200257 090400 植物保护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院 黄国华 非定向 

 91 周勇 105379199200263 090400 植物保护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植保院 曾爱平 定向 

 92 刘志刚 105379199200265 090400 植物保护 生物信息学 植保院 周铁军 非定向 

 93 肖毅 105379199200269 090400 植物保护 生物信息学 植保院 袁哲明 定向 

 94 肖姬玲 105379199200256 090400 植物保护 植物病理学 植保院 刘二明 定向 

 95 刘甜甜 105379199200258 090400 植物保护 植物病理学 植保院 易图永 非定向 

 96 逯麒森 105379199200259 090400 植物保护 植物病理学 植保院 陈剑平 非定向 

 97 葛玲瑞 105379199200023 071000 生物学 水生生物学 动科院 王晓清 定向 

 98 朱勇飞 105379199200274 090500 畜牧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动科院 贺建华 非定向 

 99 丁鹏 105379199200275 090500 畜牧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动科院 贺喜 非定向 申请考核制 

100 汪加明 105379199200294 090500 畜牧学 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 动科院 曲湘勇 非定向 

 101 胡金杰 105379199200292 090500 畜牧学 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 动科院 印遇龙 非定向 

 102 汤志毅 105379199200297 090500 畜牧学 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 动科院 印遇龙 非定向 

 103 汤文杰 105379199200291 090500 畜牧学 动物生产与畜牧工程 动科院 印遇龙 非定向 申请考核制 

104 刘思远 105379199200285 090500 畜牧学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科院 陈斌 定向 

 105 高虎 105379199200287 090500 畜牧学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动科院 印遇龙 非定向 

 106 刘洋 105379199200280 090500 畜牧学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动科院 黄兴国 非定向 

 107 马杰 105379199200283 090500 畜牧学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动科院 印遇龙 非定向 

 108 张佩琪 105379199200314 090600 兽医学 基础兽医学 动医院 郑晓峰 非定向 

 109 朱利娟 105379199200320 090600 兽医学 临床兽医学 动医院 易金娥 非定向 

 110 李晓文 105379199200317 090600 兽医学 临床兽医学 动医院 文利新 非定向 

 111 蒋一凡 105379199200309 090600 兽医学 临床兽医学 动医院 杨毅 非定向 

 112 聂培 105379199200319 090600 兽医学 临床兽医学 动医院 杨利国 非定向 

 113 汤起武 105379199200318 090600 兽医学 预防兽医学 动医院 程天印 非定向 

 114 赵墩 105379199200301 090600 兽医学 预防兽医学 动医院 余兴龙 非定向 

 115 陈志强 105379199200306 090600 兽医学 预防兽医学 动医院 刘磊 非定向 

 116 李俊辉 105379199200313 090600 兽医学 预防兽医学 动医院 涂长春 定向 

 117 彭雅婷 105379199200348 120300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财政与金融 经济院 周孟亮 定向 

 118 谢源祁 105379199200367 120300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与区域发展 经济院 刘辉 定向 

 119 彭凌凤 105379199200371 120300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与区域发展 经济院 匡远配 非定向 

 120 唐望 105379199200335 120300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与区域发展 经济院 周发明 非定向 

 121 邓颖蕾 105379199200324 120300 农林经济管理 农业经济管理 经济院 曾福生 非定向 

 122 谭凤连 105379199200363 120300 农林经济管理 农业经济管理 经济院 曾福生 非定向 

 123 周洁 105379199200360 120300 农林经济管理 农业经济管理 经济院 龙方 非定向 

 124 段伟 105379199200353 120300 农林经济管理 农业经济管理 经济院 罗光强 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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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王依尔 105379199200379 120400 公共管理 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 公法院 符少辉 定向 

 126 高猛 105379199200401 120400 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 公法院 李燕凌 定向 

 127 段坤君 105379199200392 120400 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 公法院 陈弘 定向 

 128 李新媛 105379199200380 120400 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 公法院 鲍静 定向 

 129 刘紫萱 105379199200416 120400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 公法院 李立清 非定向 

 130 徐波 105379199200402 120400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 公法院 周明星 定向 

 131 宫仁贵 105379199200415 120400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 公法院 胡扬名 非定向 

 

注：另有 29 名硕博连读生已经公示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