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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发„2018‟10 号 

 

 

 

校属有关单位： 

为激励广大研究生刻苦钻研，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鼓励研究

生指导教师潜心治学、教书育人，根据《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优

秀学位论文评选奖励办法》（校发„2012‟180 号）等文件精神，

经学院推荐，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和公示，评选出《多组学数

据揭示棉花纤维发育的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基础》（作者：王茂军，

导师：张献龙）等 53 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种线性双链 RNA

病毒的鉴定及其分子生物学特性研究》（作者：荚恒霞，导师：徐

文兴）等 46 篇优秀硕士学术学位论文，《华中地区直播再生稻的

可行性初探》（作者：董煌林，导师：聂立孝）等 25 篇优秀硕士

专业学位论文。学校决定对获奖作者及其指导教师予以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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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受表彰的个人再接再厉，进一步发扬积极进取、勇攀高峰的

精神，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成绩。希望各有关单位认真总结经

验，围绕学校“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提高研

究生教育质量。希望全体研究生及指导教师向受表彰的先进个人

学习，不断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为把我校建设成为特

色鲜明的研究型大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华中农业大学 2016-2017 学年度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

作者及指导教师名单 

                       

 

                                   华中农业大学 

                                  2018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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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学院 研究生姓名 
导师 

姓名 
论文题目 专业（领域） 学位类型 

1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王茂军 张献龙 多组学数据揭示棉花纤维发育的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基础 作物遗传育种 博士 

2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姚志超 张宏宇 橘小实蝇Duox-ROS系统和IMD信号通路功能研究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博士 

3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刘四 姜道宏 厉眼蕈蚊传播核盘菌弱致病性相关DNA病毒1研究 植物病理学 博士 

4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刘念 张献龙 海岛棉microRNA及其靶标的鉴定和功能分析 作物遗传育种 博士 

5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章薇 张椿雨 拟南芥叶绿素代谢与维生素 E 合成代谢的关系研究 作物遗传育种 博士 

6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江洋 曹凑贵 转Bt基因水稻氮素利用特征及其抗性表达研究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博士 

7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胡海燕 张献龙 棉花茉莉酸信号负调控因子GhJAZ2的克隆及功能分析 作物遗传育种 博士 

8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陈淑宁 罗朝喜 桃褐腐病菌和炭疽病菌对DMI杀菌剂的抗性研究 植物病理学 博士 

9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吕昂 李国庆 链霉菌3-10抗真菌代谢产物鉴定及防病潜力评估 植物病理学 博士 

10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朱斌 李再云 天然异源四倍体甘蓝型油菜中亚基因组的分离及互作 作物遗传育种 博士 

11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李旭凯 彭良才 
稻属 AA 基因组转座子功能解析和中国芒草地理分布与生物质降解效率

分析 
作物遗传育种 博士 

12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孙丹 彭良才 利用汽爆预处理及表面活性剂提高芒草生物质降解效率分子机理研究 生理学 博士 

13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宋莉萍 涂金星 半胱氨酸蛋白酶参与油菜绒毡层发育的分子调控机制 作物遗传育种 博士 

14 动科动医学院 郑成坤 贝为成 猪链球菌 2 型 Spx 调节因子和 NADH 氧化酶的致病性研究 预防兽医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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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动科动医学院 黄纯杰 霍立军 
去 SUMO 化蛋白酶 SENP7 对小鼠卵子减数分裂和胚胎发育的调控及其

机制研究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博士 

16 动科动医学院 丁珍 陈焕春 冠状病毒 N 蛋白抑制 IFN-β 产生的分子机制研究 预防兽医学 博士 

17 动科动医学院 邹轶 彭健 止痢草油在缓解运输应激诱导的肠道氧化损伤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博士 

18 动科动医学院 王朝 赵凌 HMGB1 和 CXCL13 促进狂犬病病毒诱导的体液免疫反应的机制研究 预防兽医学 博士 

19 动科动医学院 
ADEEL 

SATTAR 
袁宗辉 

Metabolism and Pharmacokinetics of Cyadox in Dogs and Cats Following 

Oral, Intramuscular and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基础兽医学 博士 

20 动科动医学院 Zahid Iqbal 袁宗辉 
RNA-SEQ Based Transcriptome Analysis of a Highly Resistant and Virulent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基础兽医学 博士 

21 动科动医学院 郑溜丰 彭健 
低蛋白日粮添加支链氨基酸对仔猪采食量和骨骼肌生长的影响及调控机

制研究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博士 

22 动科动医学院 赵云霞 赵书红 猪骨骼肌生长发育过程中顺式天然反义转录 RNA 的表达调控研究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博士 

23 动科动医学院 王超 彭健 影响公猪种用年限和精液品质的因素及青年公猪营养培育方案研究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博士 

 

24 动科动医学院 李岑岑 李长春 猪肝脏组织中 lincRNA 的分子进化和甲基化模式研究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博士 

25 资源与环境学院 陆志峰 鲁剑巍 钾素营养对冬油菜叶片光合作用的影响机制研究 植物营养学 博士 

26 资源与环境学院 华营鹏 徐芳森 甘蓝型油菜硼高效 QTL 的图位克隆与响应硼胁迫的表达谱分析 植物营养学 博士 

27 资源与环境学院 杜辉辉 黄巧云 Cd(II)、Pb(II)在土壤矿物-有机互作界面的分子结合机制 土壤学 博士 

28 资源与环境学院 吴姗姗 王荔军 Amelogenin C-末端短肽调控磷酸钙晶体表面生长的动力学及机制研究 植物营养学 博士 

29 资源与环境学院 王效华 石磊 甘蓝型油菜根构型响应低磷胁迫的遗传变异和遗传传递研究 植物营养学 博士 

30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周少立 周道绣 组蛋白修饰和 DNA 甲基化调控水稻发育的表观遗传机制研究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博士 

31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李英俊 佘群新 
基于内源 CRISPR 系统基因组编辑方法的建立与 III-B 型 CRISPR 系统核

酸干涉机制的研究 
微生物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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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范优荣 张启发 水稻光敏感雄性核不育基因 pms1 的克隆与功能分析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博士 

33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沈建强 熊立仲 水稻逆境应答小RNA筛选与 3′非翻译区微小反向重复序列抑制翻译研究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博士 

34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Kashif ur 

Rehman 
张吉斌 

Efficient Conversion Mechanism of Dairy Manure by Mini-Livestock、 

Hermetia Illucens L. and Microbes for Protein and Lipids Source 
微生物学 博士 

35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房传营 罗杰 mGWAS 解析甲醇-茉莉素代谢级联调控水稻叶片衰老的研究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博士 

36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朱艳芬 张启发 籼粳稻杂种不育系统 S5 的蛋白互作及转录组研究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博士 

37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董海娇 邢永忠 基于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的水稻分蘖角度和剑叶夹角的遗传基础解析 遗传学 博士 

38 园艺林学学院 吴昊 刘继红 
柑橘转录因子CsCBF1和PtrNAC72在调控精氨酸脱羧酶基因表达及抗逆

中的功能鉴定 
果树学 博士 

39 园艺林学学院 侯娟 谢从华 马铃薯低温糖化相关淀粉酶基因的功能鉴定及机制解析 蔬菜学 博士 

40 园艺林学学院 李果 张斌 基于整合保护的武陵山区传统聚落景观特质识别研究 风景园林学 博士 

41 经济管理学院 何可 张俊飚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价值评估及其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农业经济管理 博士 

42 经济管理学院 李剑 李崇光 基于“价格泡沫”视角的农产品期货市场风险评价、传导与预警研究 农业经济管理 博士 

43 经济管理学院 李兆亮 罗小锋 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溢出效应研究 农业经济管理 博士 

44 经济管理学院 尹朝静 李谷成 气候变化对中国水稻生产的影响研究 农业经济管理 博士 

45 工学院 雷小龙 廖庆喜 油麦兼用型气送式集排器设计及其工作机理 农业机械化工程 博士 

46 水产学院 万全元 苏建国 草鱼 RIG-I 和 MDA5 基因在干扰素诱导过程中的功能差异性研究 水产动物医学 博士 

47 水产学院 朱亚 刘春生 环境浓度磷酸三（1,3-二氯-2-丙基）酯暴露对斑马鱼生长和生殖的影响 渔业资源 博士 

48 水产学院 侯杰 顾泽茂 微囊藻毒素-LR 对斑马鱼生殖和生长发育的影响及其机制 水产养殖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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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邵康 韩鹤友 电化学发光传感器构建新策略及其在动物疾病检测中的应用 食品科学 博士 

50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梁宏闪 李斌 多功能性玉米醇溶蛋白基递送系统的构建及生物学评价 食品科学 博士 

51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金伟平 李斌 魔芋葡甘聚糖/明胶/多酚互作行为及微纳组装机制的研究 食品科学 博士 

52 公共管理学院 文兰娇 张安录 
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价值增值机理及收益分配关系：长三角、珠三角

及成渝地区实证分析 
土地资源管理 博士 

53 公共管理学院 余亮亮 蔡银莺 国土空间规划管制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湖北省为实证 土地资源管理 博士 

54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荚恒霞 徐文兴 一种线性双链 RNA 病毒的鉴定及其分子生物学特性研究 植物病理学 学术学位硕士 

55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梅俊豪 聂立孝 种子丸粒化在水稻湿直播上的应用初探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学术学位硕士 

56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郑志川 王满囷 云斑天牛 Minus-C OBPs 与配基的结合与释放机制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学术学位硕士 

57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李秋佳 张宏宇 PLA2 在橘小实蝇免疫和生殖中的功能研究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学术学位硕士 

58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刘小青 何月平 褐飞虱 TRPV 通道两个亚型基因与取食行为关系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学术学位硕士 

59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聂晓培 李绍勤 班氏跳小蜂寄主定位的嗅觉机制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学术学位硕士 

60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路晓明 朱福兴 氟硅唑对核盘菌生长和致病作用影响的研究 农药学 学术学位硕士 

61 动科动医学院 万学斌 柴进 基于转录组测序分析皮质醇对猪肉质的影响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学术学位硕士 

62 动科动医学院 赖金伦 胡长敏 中药单体靛玉红抗 LPS 诱导的小鼠乳腺炎作用及机制研究 临床兽医学 学术学位硕士 

63 动科动医学院 张宗泽 胡敏 
中国地区捻转血矛线虫苯并咪唑类抗药性相关基因 I 型 β 微管蛋白编码

基因多样性的研究 
预防兽医学 学术学位硕士 

64 动科动医学院 杨晓培 谭臣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在猪链球菌 2 型致脑膜炎过程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预防兽医学 学术学位硕士 

65 动科动医学院 刘相莲 王旭 转录因子 AKNA 在 T-2 毒素诱导的生长抑制毒性中的作用研究 基础兽医学 学术学位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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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动科动医学院 师艳玲 方六荣 猪 ELF4 的克隆及其在诱导 IFN-β 中的作用研究 预防兽医学 学术学位硕士 

67 动科动医学院 郭亮 齐智利 蛋氨酸的来源和水平对热应激北京鸭蛋氨酸代谢和肠道健康的影响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学术学位硕士 

68 动科动医学院 王晨 滑国华 FHL2 对小鼠卵巢颗粒细胞生长的调控作用及机制研究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学术学位硕士 

69 资源与环境学院 高天宇 邱国红 含砷黄铁矿对 As(III,V)的吸附与氧化还原行为的研究 环境科学 学术学位硕士 

70 资源与环境学院 李海星 蔡红梅 不同水稻品种氮利用效率差异及氮锌互作效应的研究 植物营养学 学术学位硕士 

71 资源与环境学院 程飞跃 向全军 硫化镉异质结光催化剂的固相法合成及其光催化产氢性能研究 环境工程 学术学位硕士 

72 资源与环境学院 胡姗姗 陈中兵 不同组合人工湿地处理污泥及渗滤液的效能研究 生态学 学术学位硕士 

73 资源与环境学院 李露 刘诗诗 基于高光谱反射率数据的冬油菜氮养分诊断 资源环境信息工程 学术学位硕士 

74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陈露 王革娇 乡村农研丝杆菌 Niastella vici sp. nov. 的新种鉴定及基因组分析 微生物学 学术学位硕士 

75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郭玮 王革娇 高山金黄杆菌新种鉴定及铁矿类芽胞杆菌 CY1
T 的基因组分析 微生物学 学术学位硕士 

76 园艺林学学院 焦妍妍 黄远 嫁接西瓜接穗对砧木钾吸收的反馈调控机理 蔬菜学 学术学位硕士 

77 园艺林学学院 张娜 罗正荣 中国甜柿新种质创制及其经济性状评价初探 果树学 学术学位硕士 

78 园艺林学学院 蔡秋阳 徐强 酸橙与甜橙的遗传起源及柑橘糖酸变化初探 果树学 学术学位硕士 

79 园艺林学学院 何发 高翅 植物感知影响因素及价值认知研究 风景园林学 学术学位硕士 

80 园艺林学学院 张平贤 罗正荣 部分柿属植物花性调查及其性别连锁标记的应用 果树学 学术学位硕士 

81 经济管理学院 钱涛 冯中朝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国际贸易学 学术学位硕士 

82 经济管理学院 付明辉 祁春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市场细分：贸易连续体理念与方法 国际贸易学 学术学位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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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工学院 张照 廖庆喜 油菜钵苗移栽机关键部件设计与试验 农业机械化工程 学术学位硕士 

84 工学院 王文超 晏水平 外源吸收剂对沼液 CO2 吸收及生态毒性的影响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学术学位硕士 

85 水产学院 何燕 王焕岭 斑马鱼 miR-125c 在细胞低氧应答和胚胎发育中的功能 水产养殖 学术学位硕士 

86 水产学院 贾亚丽 刘春生 
环境剂量磷酸三（1，3-二氯异丙基）酯的母体传递效应及其对斑马鱼生

长发育毒性的研究 
渔业资源 学术学位硕士 

87 水产学院 赵博文 高泽霞 
鱼类 let-7 miRNA 家族的系统进化及表达与团头鲂生长和性腺发育的相

关性研究 
水产养殖 学术学位硕士 

88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李唯 刘石林 纤维素胶体粒子的结构调控及其对植物乳杆菌稳定性的研究 食品科学 学术学位硕士 

89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赵雯霖 严守雷 马铃薯及莲藕组织中多糖特性对其硬度影响机理研究 食品科学 学术学位硕士 

90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葛娜 彭帮柱 失活微生物细胞去除橙汁中链格孢霉素 TeA 的分子机制 食品营养与安全 学术学位硕士 

91 理学院 左云鹏 韩鹤友 铂基催化剂的三维构筑及其应用 应用化学 学术学位硕士 

92 理学院 侯慧杰 陈浩 共轭有机聚合物聚苯并噻二唑/TiO2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光催化性能研究 农药学 学术学位硕士 

93 文法学院 李飞 钟涨宝 农村老年人对子女孝行为的期望、获得与评价研究 社会保障 学术学位硕士 

94 文法学院 王莎 张燕 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 经济法学 学术学位硕士 

95 文法学院 张楠 刘旭霞 竞争法视野下转基因产品标识法律规制研究 经济法学 学术学位硕士 

96 公共管理学院 张明辉 蔡银莺 
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对农户农地经营权转出行为的影响——基于武汉与成

都、苏州的比较 
土地资源管理 学术学位硕士 

97 公共管理学院 杨昭熙 杨钢桥 农地细碎化与农地流转的关系研究——来自湖北三区（县）的实证 土地资源管理 学术学位硕士 

98 公共管理学院 纪红蕾 蔡银莺 
特大城市郊区农户生计对农地经营权转出的影响研究——苏州、武汉、

成都三个典型城市的比较 
土地资源管理 学术学位硕士 

99 信息学院 陶婧芬 杨庆勇 拟南芥基因组结构变异与染色质三维结构关系的初步研究 生物信息学 学术学位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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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董煌林 聂立孝 华中地区直播再生稻的可行性初探 农业推广硕士（作物） 专业学位硕士 

101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张文姗 邹珺 埃塞俄比亚芥硫代葡萄糖苷与产量相关性状的 QTL 分析 农业推广硕士（作物） 专业学位硕士 

102 动科动医学院 罗友 宋卉 内脂素对急性肺损伤的作用 兽医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 

103 动科动医学院 李文珂 韩丽 武汉市一门诊犬瘟热病例统计分析及病毒的分离与鉴定 兽医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 

104 动科动医学院 向胜男 刘榜 鄂通两头乌与通城猪胴体、肉质等性状的比较研究 农业推广硕士（养殖） 专业学位硕士 

105 动科动医学院 李弯 邓干臻 电子胃镜无痛检查对犬心肺功能影响及其安全性评估 兽医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 

106 资源与环境学院 冯伟 周文兵 氢氧化钠联合尿素预处理甘蔗渣与酶解产糖的研究 工程硕士（环境工程） 专业学位硕士 

107 资源与环境学院 蒋永参 刘广龙 湖泊水体中 Fe(Ⅲ)/Fe(Ⅲ)-Oxa 驱动膦光解释放的机制研究 工程硕士（环境工程） 专业学位硕士 

108 资源与环境学院 贾赵恒 邱国红 典型铁（氢）氧化物的光化学生成及其转化过程研究 工程硕士（环境工程） 专业学位硕士 

109 园艺林学学院 陈伟鹃 裘鸿菲 武汉市综合性公园游憩服务辐射特征研究 风景园林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 

110 园艺林学学院 曾元梓 裘鸿菲 城市湖泊湿地及周边建成环境对 PM10、PM2.5 时空分布的影响研究 风景园林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 

111 园艺林学学院 黄熙 裘鸿菲 城市住区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康体运动影响研究 风景园林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 

112 经济管理学院 计红燕 何德华 消费者对可追溯水果的认知以及支付意愿的研究 农业推广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 

113 经济管理学院 叶丰 曾光 温州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对策研究 工商管理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 

114 经济管理学院 周余帆 严奉宪 十堰市烟叶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研究 农业推广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 

115 工学院 詹鹏 丁幼春 田间信息采集平台速度控制器设计与试验 工程硕士（农业工程） 专业学位硕士 

116 工学院 许锋 王巧华 基于可见-近红外光谱的红提糖度和酸度无损检测技术 工程硕士（农业工程） 专业学位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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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工学院 邹亚 张国忠 水稻直播机播种滑板接地比压测试系统设计与试验 工程硕士（农业工程） 专业学位硕士 

118 水产学院 闫少杰 李大鹏 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构建与应用 农业推广硕士（渔业） 专业学位硕士 

119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李成梁 靳国锋 贮藏期辐照生鲜猪肉风味、色泽和嫩度的变化及其机制研究 工程硕士（食品工程） 专业学位硕士 

120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李佳佳 范刚 不同添加物及稳定剂对橙汁香气的影响研究 工程硕士（食品工程） 专业学位硕士 

121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赵书凡 谭乐和 苦丁茶冬青多糖结构初步解析及其流变学特性研究 工程硕士（食品工程） 专业学位硕士 

122 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汪泽 魏晓奕 不同加工方式对菠萝叶纤维中多酚类物质的影响及其应用研究 工程硕士（食品工程） 专业学位硕士 

123 理学院 刘盼 邓小炎 基于 EDXRF 谱小波变换的元素含量检测回归模型的构建 应用统计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 

124 公共管理学院 余晓霞 董捷 群团组织在关爱留守儿童工作中的创新研究——以 H 市为例 公共管理硕士 专业学位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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