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学院农艺与种业领域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公告

我学院现有以下硕士研究生拟答辩：

序

号
姓名 专业（类别） 导师 论文题目

1 葛浩 农艺与种业/硕士 杜雄明、陈全家 陆地棉棉铃相关性状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2 卢跃磊 农艺与种业/硕士 高文伟、郝转芳 热带玉米群体耐旱性状评价及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3 曲可佳 农艺与种业/硕士 严勇亮、耿洪伟 PEG 胁迫下春麦根部性状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4 荣克伟 农艺与种业/硕士 郝转芳、高文伟 玉米 MAGIC 群体遗传多样性及耐旱性状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5 宋成阳 农艺与种业/硕士 肖永贵、耿洪伟 无人机表型技术在冬小麦产量性状鉴定中的应用

6 王悦星 农艺与种业/硕士 于月华、张晓娟 中华猕猴桃抗溃疡病相关 microRNA 筛选

7 王振昱 农艺与种业/硕士 苏秀娟、王自建 薰衣草萜类花香合成关键酶 DXS、DXR 基因的功能验证

8 肖荣 农艺与种业/硕士 张锐、陈全家 棉花茎尖转化法优化的探索

9 闫成川 农艺与种业/硕士 曲延英、郑巨云 基于无人机多光谱技术的棉花抗旱性鉴定

10 俞尧 农艺与种业/硕士 郑洪建、高文伟 鲜食玉米籽粒花青素和维生素B2种质鉴定及其含量累积动态研究

11 赵琦琦 农艺与种业/硕士 高文伟、张斌 油莎豆种质资源耐盐性鉴定及遗传多样性分析

12 冯翠珍 农艺与种业/硕士 曲延英、郑巨云 转 HaNAC 基因棉花遗传稳定性鉴定及抗旱性分析

答辩时间：2022年 5月 17日 10:00-20:00

答辩地点：农学院党团活动室/钉钉线上

答辩委员会成员如下：

欢迎广大师生光临指导！

农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序号 姓名 职称 博导/硕导 单位

1 主席 吴鹏昊 教授 博导 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

2 委员 邓晓娟 副教授 硕导 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

3 委员 姚正培 副教授 硕导 新疆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4 委员 陈勋基 研究员 硕导 新疆农业科学院核技术生物技术研究所

5 委员 艾先涛 研究员 硕导 新疆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6 党委成员 吴鹏昊 教授 博导 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

7 纪委成员 张海燕 无 无 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

8
学位评定分

委员会成员
陈全家 教授 博导 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

9 秘书 任姣姣
手机：13319857138 办：0991－8762412
Email: renjiaojiao789@sina.com



农学院农艺与种业领域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公告

我学院现有以下硕士研究生拟答辩：

序

号
姓名 专业（类别） 导师 论文题目

1 张红 农艺与种业/硕士 叶武威、陈全家 海岛棉α-亚麻酸代谢相关基因在盐胁迫下的功能鉴定

2 刘林杰 农艺与种业/硕士 袁有禄、陈全家 基于 BSA法挖掘陆地棉衣分性状相关基因

3 常玉杰 农艺与种业/硕士 邓晓娟、顾元国 逆境下陆地棉种质资源种子活力鉴定与分子标记开发

4 陈佳敏 农艺与种业/硕士 高世庆、耿洪伟 小麦HMT和HDML基因家族成员鉴定及干旱胁迫表达

分析5 陈金萍 农艺与种业/硕士 孙国清、陈全家 棉花 GhAL17基因功能初步分析

6 陈占辉 农艺与种业/硕士 吴鹏昊、胡保民 玉米单倍体雌穗自然加倍能力的遗传解析

7 程利华 农艺与种业/硕士 张道远、陈全家 转 ScALDH21基因棉花的获得及耐盐性鉴定

8 董德誉 农艺与种业/硕士 耿洪伟、高卫时 冬小麦氮高效鉴定及光合效率和籽粒蛋白质含量的反

演9 段平成 农艺与种业/硕士 孙国清、陈全家 棉花内生拮抗菌的筛选鉴定

10 李寒艳 农艺与种业/硕士 张立平、耿洪伟 小麦 FPTCMS的败育特点及育性转换相关基因的鉴定

11 许加波 农艺与种业/硕士 任姣姣、胡保民 玉米单倍体雄穗自然加倍能力的遗传解析

12 王兴州 农艺与种业/硕士 严勇亮、耿洪伟 春小麦萌发期耐盐性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答辩时间：2022年 5月 17日 10:00-20:00

答辩地点：农学院小会议室/钉钉线上

答辩委员会成员如下：

欢迎广大师生光临指导！

农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序号 姓名 职称 博导/硕导 单位

1 主席 苏秀娟 教授 硕导 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

2 委员 高文伟 教授 博导 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

3 委员 于月华 副教授 硕导 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

4 委员 胡文冉 研究员 新疆农科院核技术生物研究所

5 委员 郑巨云 研究员 硕导 新疆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6 党委成员 吴鹏昊 教授 博导 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

7 纪委成员 张海燕 无 无 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

8
学位评定分

委员会成员
陈全家 教授 博导 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

9 秘书 苏豫梅
手机： 15352511211 办： 0991－8762412
Email: suyumeicaas@qq.com



农学院农艺与种业领域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公告

我学院现有以下研究生拟答辩：

序号 姓名 专业（类别） 导师 论文题目

1
米尔扎提·木

塔力甫
农艺与种业/硕士 石书兵，贾永红

不同脱绒方式在干旱胁迫下对棉花种子活力及幼苗性状的影响

2 郭丹丹 农艺与种业/硕士 石书兵，赵广才 密氮互作对强筋小麦产量和品质的影响

3 刘哲文 农艺与种业/硕士 石书兵，赵广才 氮肥追施时期和比例对不同筋型小麦生理特性和产量品质的影响

4 徐静 农艺与种业/硕士 石书兵，朱军 核桃间作条件下对西红花产量和品质及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5 叶雨 农艺与种业/硕士 石书兵，李晓瑾 生态因子对新疆紫草生物学特性及品质的影响

6 张嬉云 农艺与种业/硕士 汤秋香，李少昆 露地和覆膜对玉米抗倒伏能力的影响

7 张钊 农艺与种业/硕士 汤秋香，张贵龙 有机无机配合施肥对华北地区冬小麦/夏玉米轮作产量形成的影响

8 王心 农艺与种业/硕士 汤秋香，林涛 种植模式与灌溉定额对机采长绒棉产量形成与采摘品质的影响

9 白盼盼 农艺与种业/硕士 章建新，薛丽华 膜下滴灌不同水氮运筹对春大豆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

10 陈茂光 农艺与种业/硕士 汤秋香，林涛 基于无人机遥感影像的棉田地膜降解及残留效果评价

11 董艳雪 农艺与种业/硕士 石书兵，贾永红 不同生态区对不同春小麦品种产量及种子活力的影响

12 吴海旭 农艺与种业/硕士 章建新，薛丽华 不同滴灌量对北疆冬播春小麦生长及耗水规律的研究

答辩时间：2022年 5月 16日 10:00-14:00

答辩地点：农学院 A206室/钉钉线上

答辩委员会成员如下：

欢迎广大师生光临指导！

农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序号 姓名 职称 博导/硕导 单位

1 主席 徐文修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新疆农业大学

2 委员 卢守文 研究员 自治区农技推广总站

3 委员 雷钧杰 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新疆农业科学院

4 委员 杨卫君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新疆农业大学

5 委员 赵强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新疆农业大学

6 党委成员 赵强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新疆农业大学

7 纪委成员 杨卫君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新疆农业大学

8
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成员
徐文修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新疆农业大学

9 秘书 王聪
手机：18119139065 办： 09918762412
Email: 131767044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