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农业大学文件

校研发〔2021〕136号

关于印发《南京农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十二届十一次全会公报》的通知

各学院、各单位：

南京农业大学第十二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

议于 2021年 6月 15日举行，现印发《南京农业大学学位评定委

员会十二届十一次全会公报》。

特此通知

附件：南京农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十二届十一次全会公报

南京农业大学

2021年 6月 27日



南京农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十二届十一次全会公报

南京农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 2021年 6月 15日召开了十

二届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应到委员 31人，实到委员 29人，会

议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董维春主持。

本次全会分别就以下几个议题进行了审议和讨论：（1）通报

2021年第一批学士学位授予情况；（2）审议 2021年第一批博士、

硕士学位授予；（3）审定 2021年校级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4）评选推荐 2021年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5）审

议增列智能科学与技术、动物药学和植物表型组学 3个目录外二

级学科和交叉学科；（6）审议《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2021

版）》；（7）其他。

一、通报 2021年第一批学士学位授予

会议通报了 2021年第一批学士学位授予情况，共有 3864人符

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可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其中工学学士学

位 1380人，农学学士学位 868人，管理学学士学位 709人，理学

学士学位 411人，经济学学士学位 238人，文学学士学位 140人，

法学学士学位 87人，艺术学士学位 31人。

二、审议 2021年第一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

2021年第一批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的博士学位申请者

188人，经全体与会委员审议，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本次全

会共授予博士学位 188人，其中经济学博士学位 4人，理学博士

学位 28人，工学博士学位 14人，农学博士学位 126人，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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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 16人。

2021年第一批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的学术型硕士学位

申请者 1086人。经全体与会委员审议，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本次全会共授予学术型硕士学位 1086人，其中哲学硕士学位 5人，

经济学硕士学位 38人，法学硕士学位 29人，文学硕士学位 10人，

历史学硕士学位 1 人，理学硕士学位 156 人，工学硕士学位 138

人，农学硕士学位 573人，医学硕士学位 7人，管理学硕士学位

129人。

2021年第一批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的专业学位硕士申

请者 1241人。经全体与会委员审议，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本次全会共授予专业学位硕士 1241人，其中金融硕士学位 46人，

国际商务硕士学位 20人，法律硕士学位 17人，社会工作硕士学

位 26人，翻译硕士学位 45人，农业（推广）硕士学位 497人，

工程硕士学位 195人，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76人，风景园林硕士学

位 19人，中药学硕士学位 8人，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01人，会计

硕士学位 96人，兽医硕士学位 75人，图书情报硕士学位 20人。

以上博士、硕士学位申请者学位授予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15

日，授予学位人员名单另行发文。

三、审定 2021年校级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2021年学校拟评选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40篇、优秀硕士学

位论文 100篇。经学院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推荐、研究生院组织

专家评审、委员们审核并无记名投票表决，《水稻抽穗期关键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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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D4 和 EH7 的功能分析》等 40篇学位论文为校级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附件 1）、《水稻和拟南芥基因组中 R-loop影响 H3K27me3

分布的分子机制研究》等 50篇学位论文为校级优秀学术型硕士学

位论文（附件 2）、《基于无人机多光谱影像的小麦产量与蛋白质含

量预测模型研究》等 50篇学位论文为校级优秀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附件 3）。

四、评选推荐 2021年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根据《省学位办关于开展 2021年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

文评选工作的通知》（苏评估院〔2021〕9号）相关要求。经全体

与会委员审议，并经无记名投票表决，同意推荐《水稻抽穗期关

键基因 DHD4 和 EH7 的功能分析》等 26篇学位论文参评江苏

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附件 4）、《水稻和拟南芥基因组中 R-loop

影响H3K27me3分布的分子机制研究》等 41篇学位论文参评江苏

省优秀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附件 5）、《基于无人机多光谱影像的

小麦产量与蛋白质含量预测模型研究》等 24篇学位论文参评江苏

省优秀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附件 6）。

五、审议增列智能科学与技术、动物药学和植物表型组学 3

个目录外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

经全体与会委员审议，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表决

通过增列智能科学与技术和动物药学 2个目录外二级学科和设置

植物表型组学交叉学科。

六、审议《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20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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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委员们审议通过了《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1版）》。

七、其他

会上，盖钧镒建议学校要面向未来科技发展，要瞄准解决农

业高端设备“卡脖子”问题，大力发展农业工程学科。

陈利根就设置交叉学科问题强调，全校上下应有大局意识，各学

院要大力支持，谋求共同发展。

陈发棣作总结发言，重点强调了四点工作要求。一是加强学

位点建设, 优化学位点布局，大力发展新兴交叉前沿学科。二是努

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强化立德树人要求，简化工作程序，强化

各培养环节，紧抓人才培养质量核心。三是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压实导师责任，做好导师遴选，强化师德师风、思想政治和指导

能力要求。四是加强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积极

承担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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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名单

序号 学院 学科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1 农学院 作物学 2015201063 蔡茂红 翟虎渠 水稻抽穗期关键基因 DHD4 和 EH7 的功能分析

2 农学院 作物学 2015201014 邵丽萍 罗卫红

全球变暗背景下太阳辐射变化对小麦和水稻 生长

与产量的影响

3 农学院 作物学 2011201034 王方 陈增建

水稻生物钟核心基因OsCCA1和OsPRR1的克隆及功

能分析

4 农学院 作物学 2013201031 孙挺 朱艳 花后高温对水稻生长及产量形成影响的模拟研究

5 农学院 作物学 2015201045 巫明明 万建民

水稻胚乳发育关键基因FLO10的图位克隆和功能分

析

6 农学院 作物学 2016201034 苗龙 李艳

大豆籽粒油脂性状相关基因的自然变异与功能解

析

7 农学院 作物学 2015201038 柏文婷 赵志刚

水稻花药发育调控基因EDT1 的图位克隆与功能分

析

8 农学院 作物学 2014201073 刘金洋 章元明

大豆油份相关性状遗传网络构建与基因GmPDAT 功

能分析

9 生科院 生物学 2013216032 李文钰 章文华

利用FRET 技术研究逆境下拟南芥细胞膜磷脂酸的

时空变化

10 理学院 生物学 2017211004 夏运涛 吴磊 金属纳米簇选择性还原含氮杂环、共轭烯炔及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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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抗菌活性的研究

11 生科院 生物学 2015216010 刘磊 张阿英

ZmCCaMK 自磷酸化及ZmBSK1 磷酸化ZmCCaMK 在BR

诱导的抗氧化防护中的功能分析

12 生科院 生物学 2012216025 程继亮 强胜 多倍化驱动加拿大一枝黄花成功入侵的机制研究

13 食品院

食品科学与

工程

2016208027 薛思雯 徐幸莲

基于蛋白质理化性质和分子动力学探究超高压处

理改善肉蛋白凝胶功能特性的机理

14 食品院

食品科学与

工程

2017208024 赵雪 徐幸莲 酸碱处理改善类 PSE 鸡肉蛋白加工特性研究

15 食品院

食品科学与

工程

2016208021 吕永梅

JOSEF

VOGLME

N-乙酰氨基葡萄糖单体脱乙酰酶的挖掘及其在功

能糖全酶法合 成中的应用

16 工学院 农业工程 2015212001 康睿 陈坤杰

基于显微高光谱成像和深度学习技术的食源性致

病菌快速检测识别研究

17 资环院 农业工程 2015203009 秦超 高彦征

典型金属阳离子和有机污染物影响下水中DNA的团

聚、吸附和酶解过程及机制

18 资环院

农业资源与

环境

2014203043 王孝芳 徐阳春

噬菌体抑制土传青枯菌入侵番茄根际的效果及进

化生态学机制研究

19 资环院

农业资源与

环境

2016203040 顾少华 徐阳春

根际细菌铁载体产生及其影响土传青枯病发生的

机制研究

20 资环院

农业资源与

环境

2017203048 罗功文 沈其荣

有机培肥下土壤微生物群落及其功能特征的变化

与机制研究

21 资环院 农业资源与 2014203041 郭楠 徐国华 水稻氨基酸转运体OsLHT1的基因型分析及对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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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酸吸收分配和抗稻瘟病影响的研究

22 植保院 植物保护 2016202002 冯明峰 陶小荣

植物分节段负链RNA病毒反向遗传学体系的突破与

创新研究

23 植保院 植物保护 2017202005 高楚云 董莎萌

马铃薯广谱抗病受体Rpi-vnt1.1识别致病疫霉的

分子机制研究

24 植保院 植物保护 2017202032 刘晓龙 董双林

小菜蛾和双委夜蛾的特定气味受体基因及其功能

鉴定

25 植保院 植物保护 2014202034 王敬 吴益东

基于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的棉铃虫Bt抗性

基因鉴定和功能验证

26 园艺院 园艺学 2017204034 王丽君 蒋甲福 菊花‘优香’CmBBX8 调控成花的机理研究

27 园艺院 园艺学 2016204034 陆俊 王长泉

RcCOL4和RcCO 在月季日中性成花中的作用机制研

究

28 园艺院 园艺学 2017204020 冯凯 熊爱生 紫色芹菜花青苷合成的分子机制

29 动科院 畜牧学 2016205023 薛艳锋 毛胜勇

重度限饲诱发妊娠后期湖羊母子肝脏脂质代谢紊

乱和氧化应激的机制

30 动科院 畜牧学 2017205009 卢亚娟 熊波

染色体黏合蛋白Esco1和Esco2调控哺乳动物卵母

细胞成熟的机制研究

31 动科院 畜牧学 2016205021 唐倩 李春梅

保育猪舍空气PM2.5特性分析及其诱导肺部炎症反

应的机制研究

32 草业院 草学 2017220006 陈继辉 张英俊 氮沉降对草甸草原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及机制

33 动医院 兽医学 2017207006 张帅 杨倩 TfR1介导TGEV和PEDV入侵猪肠上皮细胞机制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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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34 动医院 兽医学 2017207038

阿得力江·吾

斯曼

王德云

刺糖多糖PLGA 纳米粒和皮克乳液的免疫增强作用

及机理的研究

35 动医院 兽医学 2017207009 李龙龙 马海田

基于AMPK 信号探究(-)-羟基柠檬酸对肉鸡糖脂代

谢的影响及其机制

36 金融院 应用经济学 2016218002 许玉韫 张兵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小额信贷：运行机制及其市

场进入的影响

37 经管院

农林经济管

理

2016206028 张宗利 徐志刚 工资上涨背景下中国居民食物浪费行为研究

38 公管院 公共管理 2016209002 张国磊 张新文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跨层级治理模式研究——基于

桂南Q市“联镇包村”的个案分析

39 人文院 科学技术史 2016210003 郭欣 严火其

动物福利科学兴起的研究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

论的分析

40 信息院

图书情报与

档案管理

2016214001 黄思慧 包平 高校图书馆组织氛围测评的实施模式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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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校级优秀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名单

序号 学院 学科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1 农学院 作物学 2017101157 张鹏越 张文利

水稻和拟南芥基因组中R-loop 影响

H3K27me3分布的分子机制研究

2 农学院 作物学 2017101172 李朋磊 程涛

基于地基激光雷达的水稻生物量与产量监

测研究

3 农学院 作物学 2017101085 王睿 黄骥

非编码小RNA介导的OsSPL基因家族调控网

络探究

4 农学院 作物学 2017101023 张嘉懿 刘小军

基于固定翼无人机影像的小麦生长诊断与

氮肥调控研究

5 农学院 作物学 2017101176 周萌 姚霞

基于高时空分辨率卫星和无人机影像的小

麦生育期监测研究

6 农学院 作物学 2017101140 鲁楠 薛树林

小麦广谱抗白粉病基因PmDTM的精细定位

和候选基因分析

7 生科院 生物学 2017116116 沈杰 谢彦杰

硫化氢介导DES1 和RBOHD的硫巯基化修饰

调控保卫细胞ABA信号转导的机理研究

8 生科院 生物学 2017116070 胡婷 黄星

乳氟禾草灵降解菌株HME-24 的新种鉴定及

其酯酶LanE降解机制的研究

9 生科院 生物学 2017116114 赵莹莹 沈文飚 过氧化氢和谷胱甘肽参与甲烷和硫化氢诱



- 10 -

导侧根发生的分子机理

10 生科院 生物学 2017116119 李婷 杨清

茄子miRm0002靶基因SmNTF3的验证、克隆

及其在响应盐旱胁迫中功能的初步分析

11 理学院 化学 2017111018 程文静 章维华

香豆素超分子荧光传感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研究

12 理学院 化学 2017111010 刘悦 吴磊

可见光催化绿色合成靛红及其参与的硅氢

化/胺甲基化串联反应研究

13 食品院

食品科学与工

程

2017108065 阚旭辉 曾晓雄

枸杞玉米黄素双棕榈酸酯的提取纯化、乳液

制备及体外模拟消化特性研究

14 食品院

食品科学与工

程

2017108030 尤秀 李伟

藏灵菇源瑞士乳杆菌LZ-R-5 和戊糖乳杆菌

LZ-R-17免疫调节、抗肿瘤及肠道益生功能

研究

15 食品院

食品科学与工

程

2017108068 王莹莹 张万刚 蛋白质亚硝基化对PSE猪肉形成的影响研究

16 食品院

食品科学与工

程

2017108057 黄明远 徐幸莲

可食用纳米活性涂膜的制备及其对烧鸡货

架期的影响

17 工学院 机械工程 2017112001 沈莫奇 傅秀清

磁场辅助喷射电沉积制备Ni-P-ZrO2复合镀

层工艺及其性能研究

18 资环院

环境科学与工

程

2017103050 赵恒轩 陆隽鹤 过硫酸盐氧化过程中有机卤污染物的转化

19 资环院 环境科学与工 2017103030 孙思路 高彦征 施用不同氮素对土壤中抗生素抗性基因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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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度和细菌群落的影响

20 资环院 生态学 2017103019 赵庆洲 胡水金

干旱和氮添加对青藏高原常见物种叶片养

分重吸收和地上地下营养分配的影响

21 资环院

农业资源与环

境

2017103073 晁会珍 刘满强

土壤抗生素胁迫下蚯蚓肠道细菌生态功能

多样性研究

22 资环院

农业资源与环

境

2017103079 武华 潘根兴

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碳氮水足迹集成分

析

23 植保院 植物保护 2017102127 温勇 王鸣华

手性杀虫剂七氟菊酯对映体环境行为和生

物效应研究

24 植保院 植物保护 2017102105 黄秋堂 赵春青

新型杀虫剂氟雷拉纳对非靶标生物的毒性

研究

25 植保院 植物保护 2017102085 王雨 王备新

环境DNA宏条形码技术监测溪流底栖动物多

样性研究

26 植保院 植物保护 2017102112 贾亚龙 吴顺凡

tmc 基因调控褐飞虱与黑腹果蝇的产卵行

为

27 园艺院 园艺学 2017104027 何莎莎 汪良驹

NO 参与ALA 诱导的草莓根系截留盐离子效

应的研究

28 园艺院 园艺学 2017104075 段奥其 熊爱生

赤霉素和 NAC 转录因子调控芹菜木质素合

成的分子机制

29 园艺院 园艺学 2017104100 柳丽娜 管志勇

茶用菊品种的黑斑病抗性鉴定及抗性机理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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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园艺院 中药学 2017104126 屈仁军 唐晓清

菘蓝不同氮素水平转录组分析及IiWRKY 基

因家族鉴定

31 动科院 畜牧学 2017105049 林丽梅 毛胜勇

基于瘤胃微生物与宿主互作研究早期补饲

开食料促进羔羊瘤胃上皮发育的机制

32 动科院 畜牧学 2017105006 贺勇富 顾玲

HDAC3缺失诱发老化卵母细胞减数分裂缺陷

的机制研究

33 动科院 畜牧学 2017105038 施其成 成艳芬

生物强化和蒸汽爆破对共存甲烷菌的厌氧

真菌降解秸秆的影响及其阿魏酸酯酶表达

34 动科院 畜牧学 2017105026 李笑寒 孙少琛

PRC1在卵母细胞成熟及CHK2 在早期胚胎发

育过程中的作用

35 渔业院 水产 2017113009 刘博 刘波 罗氏沼虾胚胎发育不同时期微生物研究

36 动医院 兽医学 2017107027 谢霜 庾庆华

饲料镉污染加剧肠道病原菌损伤肠黏膜屏

障机制的研究

37 动医院 兽医学 2017107019 王梦莉 王丽平

江苏猪源poxtA阳性屎肠球菌的流行及水平

转移机制研究

38 动医院 兽医学 2017107056 王欣 刘斐

基于纸芯片定量检测四环素和氯霉素系统

的开发与应用

39 动医院 兽医学 2017107089 李虎 陈兴祥

赭曲霉毒素A诱导肾损伤及硒锌对其的保护

作用研究

40 动医院 兽医学 2017107014 周艺琳 苗晋锋

白藜芦醇在缓解乳房链球菌诱发乳腺氧化

损伤过程中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 13 -

41 经管院 农林经济管理 2017106062 周梦飞 易福金 ENSO 信息的产量指数保险应用价值研究

42 经管院 农林经济管理 2017106045 沈怡宁 何军

社会资本对我国中西部农村家庭贫困脆弱

性影响的研究——基于性别差异视角

43 经管院 应用经济学 2017106017 周沁楠 王学君

双边关系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月

度数据的检验

44 经管院 应用经济学 2017106002 周湘余 巩师恩

中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机制研

究： 基于可变要素替代弹性与偏向性技术

进步视角

45 金融院 应用经济学 2017118011 祝云逸 王翌秋

僵尸企业的投融资挤出效应与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抑制

46 公管院 地理学 2017109008 陶芹 欧维新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长三角生态

空间管控研究

47 公管院 公共管理 2017109050 吴天航 冯淑怡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干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

响差异研究

48 公管院 公共管理 2017109080 刘壮壮 吴未

面向建设用地减量化和区域协同的生境网

络优化研究 ——以苏锡常地区白鹭为例

49 信息院

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

2017114008 乔粤 何琳 春秋时期社会变迁分析：文本挖掘视角

50 人文院 科学技术史 2017110023 蒋静 何红中 汉唐时期西域小麦种植拓展与动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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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校级优秀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名单

序号 学院 学科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1 农学院 农业硕士 2018801234 傅兆鹏 朱艳

基于无人机多光谱影像的小麦产量与蛋白质含

量预测模型研究

2 农学院 农业硕士 2018801186 杜宇笑 程涛

不同产量水平稻茬小麦氮素需求规律及诊断指

标研究

3 农学院 农业硕士 2018801232 许昊 周济

基于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的水稻花期动态表

型自动化分析算法研究

4 理学院 工程硕士 2018811030 杨智宇 丁煜宾

基于四苯乙烯和卟啉荧光传感阵列的构建与糖

胺聚糖检测应用

5 食品院 工程硕士 2017808091 邹波 李春保 宰前驱赶应激对猪肉品质的影响及控制

6 食品院 农业硕士 2017808140 吕青骎 徐幸莲

禽蛋及其制品中42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检测

方法的建立及应用研究

7 工学院 工程硕士 2018812086 柴喜存 刘玉涛

室内条件下模拟秸秆还田后氮素周转对禾谷镰

刀菌致病力的影响

8 工学院 工程硕士 2018812066 王天宇 郑恩来 铝合金板材成形过程数值模拟与仿真

9 工学院 工程硕士 2018812056 黄宇珂 王兴盛

基于流动水层的皮秒激光诱导等离子体微加工

工艺研究

10 工学院 工程硕士 2018812099 张世凯 邹修国 基于CFD的精细化养殖鸡舍夏季内环境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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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资环院 农业硕士 2018803192 董青君 焦加国

餐余废弃物的蚓堆肥及蔬菜育苗和栽培基质技

术研究

12 资环院 农业硕士 2018803199 蒋倩红 凌宁

长江中下游冬油菜有机无机配施技术及其增产

促效原理分析

13 资环院 农业硕士 2018803191 殷小冬 焦加国

畜禽粪污和园林废弃物的好氧堆肥及基质化开

发

14 植保院 农业硕士 2018802194 来祺 施海燕

二甲酰亚胺类杀菌剂代谢产物—3,5-二氯苯胺

的降解行为与生态毒性效应

15 植保院 农业硕士 2018802142 王天硕 陈法军 草地贪夜蛾飞行与生殖互作关系研究

16 植保院 农业硕士 2018802212 赵云霞 吴顺凡

草地贪夜蛾和甜菜夜蛾的抗药性监测及甜菜夜

蛾对四唑虫酰胺的抗性风险评估

17 植保院 农业硕士 2018802233 张华梦 赵弘巍 水稻纹枯病生防细菌的筛选及防治机理分析

18 园艺院 中药学硕士 2016804231 李柯 唐晓清 干旱胁迫对荆芥生长生理及次生代谢的影响

19 园艺院 农业硕士 2018804196 张文泽 孙锦

丛枝菌根真菌促进连作基质中作物生长的效应

及其作用机理

20 园艺院 农业硕士 2018804233 汤肖玮 张飞 茶用菊苗期耐旱性和耐涝性的综合评价

21 园艺院 农业硕士 2018804244 刘婧愉 庄静

茶树谷胱甘肽转移酶与脱氢抗坏血酸还原酶 家

族分析及逆境表达分析

22 园艺院 农业硕士 2018804229 张明昊 俞明亮

桃品种资源需冷量和需热量评价及需冷量评价

新方法的建立

23 园艺院 农业硕士 2018804191 王荣辕 渠慎春 江苏苹果产区主要虫害发生情况调查及生物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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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技术研究

24 动科院 农业硕士 2018805098 尹杭 李齐发

猪BMP7和BMP15基因3'-UTR多态性及其与繁殖

性能的关系

25 动科院 农业硕士 2018805121 汪棋 张艳丽

AMPK对绵羊睾丸发育、睾丸间质细胞增殖以及精

液冷冻保存的作用研究

26 渔业院 农业硕士 2018813040 王钰钦 吴伟

池塘养殖尾水沉淀处理单元中净化材料的筛选

及运行参数优化

27 动医院 兽医硕士 2018807186 吴月 周斌

检测四种猪病毒性疫病抗体的多重蛋白芯片 研

制与初步应用

28 动医院 兽医硕士 2018807118 刘倩倩 邓益锋

邻苯二酚-壳聚糖纳米银溶胶的制备及其对兔感

染创的疗效研究

29 动医院 兽医硕士 2018807132 耿金柱 刘永杰

共表达嗜水气单胞菌 Hcp 和鲤疱疹病毒 2 型

ORF131 的重组乳酸菌构建及其免疫效力

30 经管院 国际商务硕士 2018806080 孔乐兰 张兵兵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贸易地位的网络分析—

—基于30个行业附加值的研究

31 经管院 国际商务硕士 2018806078 孙姣姣 应瑞瑶

中鼎股份国际化战略研究——基于海外连续并

购策略

32 经管院 国际商务硕士 2018806068 李婷 巩师恩

CAGE 四维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直接

投资的影响研究

33 金融院 会计硕士 2018818150 韩璐垚 周月书

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多元化对经营绩效和风险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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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金融院 会计硕士 2018818149 杨鑫仪 周月书 金融科技、冗余雇员与商业银行绩效

35 经管院 农业硕士 2018806112 李佳敏 朱战国

市场风险、政策支持与田阳县农产品电商发展研

究 ——基于农户视角的分析

36 经管院 农业硕士 2018806087 刘艳 何军

产业扶贫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以云南

省漾濞彝族自治县核桃产业为例

37 经管院 农业硕士 2018806092 陈霞 林光华

苹果种植户对有机肥替代化肥补贴政策的认知

及行为反应研究——以陕西省洛川县为例

38 经管院 农业硕士 2018806089 纪文轩 纪月清

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研

究 ——基于江苏省宝应县X镇的案例分析

39 金融院 金融硕士 2018818057 李良玉 王翌秋

延迟退休视角下城镇职工养老金财富和养老金

替代率分析

40 经管院 工商管理硕士 20175606062 吕晓栋 何军 昌盛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业务模式转型之路

41 经管院 工商管理硕士 20185606132 吴善超 常向阳

基于高等教育市场超星“一平三端”智慧教学系

统营销策略研究

42 公管院 公共管理硕士 20175409224 陆佳琦 郑永兰

“最多跑一次”背景下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研究—

—以绍兴市越城区为例

43 公管院 公共管理硕士 20175409114 储苗苗 欧维新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变化的土地生态分区研

究 ——以盐城市大丰区为例

44 信息院 图书情报硕士 2018814059 李中乾 杨波

外文引文水平对国内学术论文的影响及学科差

异性比较 ——以图书情报学、作物学为例

45 人文院 农业硕士 2018810098 陈倩 朱利群 稻虾共作模式农户采纳意愿及行为研究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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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江苏省的调查

46 人文院 农业硕士 2018810080 储睿文 黎孔清

江苏省家庭农场农药减量施用影响因素研究---

以水稻种植为例

47 人文院 社会工作硕士 2018810061 李逍然 姚兆余

社会工作介入儿童家暴的实务研究 ——以南京

市Q社区Z家庭为例

48 工学院 工程硕士 2018812103 李玲玲 江亿平

基于时空网络的大型网超日用品订单处理及车

辆派遣联合优化研究

49 外语院 翻译硕士 2018815036 季艳龙 马秀鹏

论赖斯文本类型理论对农业科技文本翻译的指

导性 ——以The Chloroplast 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Polyploid Wheat 汉译为例

50 外语院 翻译硕士 2018815013 莫嘉栋 曹新宇

礼貌原则视角下指示性公示语翻译研究 ——以

“残疾人”相关公示语翻译为例



- 19 -

附件 4

2021 年推荐参评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名单

序号 学院 学科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1 农学院 作物遗传育种 2015201063 蔡茂红 翟虎渠

水稻抽穗期关键基因 DHD4 和 EH7 的功能分析水

稻抽穗期关键基因 DHD4 和 EH7 的功能分析

2 农学院

作物栽培学与

耕作学

2015201014 邵丽萍 罗卫红

全球变暗背景下太阳辐射变化对小麦和水稻 生长

与产量的影响

3 农学院

作物栽培学与

耕作学

2013201031 孙挺 朱艳 花后高温对水稻生长及产量形成影响的模拟研究

4 生科院 生物学 2013216032 李文钰 章文华

利用FRET 技术研究逆境下拟南芥细胞膜磷脂酸的

时空变化

5 理学院 生物学 2017211004 夏运涛 吴磊

金属纳米簇选择性还原含氮杂环、共轭烯炔及其产

物抗菌活性的研究

6 食品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6208027 薛思雯 徐幸莲

基于蛋白质理化性质和分子动力学探究超高压处

理改善肉蛋白凝胶功能特性的机理

7 食品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7208024 赵雪 徐幸莲 酸碱处理改善类 PSE 鸡肉蛋白加工特性研究

8 工学院 农业机械化工程 2015212001 康睿 陈坤杰

基于显微高光谱成像和深度学习技术的食源性致

病菌快速检测识别研究

9 资环院 农业工程 2015203009 秦超 高彦征 典型金属阳离子和有机污染物影响下水中DNA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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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吸附和酶解过程及机制

10 资环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 2014203043 王孝芳 徐阳春

噬菌体抑制土传青枯菌入侵番茄根际的效果及进

化生态学机制研究

11 资环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 2016203040 顾少华 徐阳春

根际细菌铁载体产生及其影响土传青枯病发生的

机制研究

12 植保院 植物保护 2016202002 冯明峰 陶小荣

植物分节段负链RNA病毒反向遗传学体系的突破与

创新研究

13 植保院 植物保护 2017202005 高楚云 董莎萌

马铃薯广谱抗病受体Rpi-vnt1.1识别致病疫霉的

分子机制研究

14 植保院 植物保护 2017202032 刘晓龙 董双林

小菜蛾和双委夜蛾的特定气味受体基因及其功能

鉴定

15 园艺院 园艺学 2017204034 王丽君 蒋甲福 菊花‘优香’CmBBX8 调控成花的机理研究

16 园艺院 园艺学 2016204034 陆俊 王长泉

RcCOL4和RcCO 在月季日中性成花中的作用机制研

究

17 动科院 畜牧学 2016205023 薛艳锋 毛胜勇

重度限饲诱发妊娠后期湖羊母子肝脏脂质代谢紊

乱和氧化应激的机制

18 动科院 畜牧学 2017205009 卢亚娟 熊波

染色体黏合蛋白Esco1和Esco2调控哺乳动物卵母

细胞成熟的机制研究

19 草业院 草学 2017220006 陈继辉 张英俊 氮沉降对草甸草原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及机制

20 动医院 兽医学 2017207006 张帅 杨倩

TfR1介导TGEV和PEDV入侵猪肠上皮细胞机制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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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动医院 兽医学 2017207038

阿得力

江·吾斯

曼

王德云

刺糖多糖PLGA 纳米粒和皮克乳液的免疫增强作用

及机理的研究

22 金融院 金融学 2016218002 许玉韫 张兵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小额信贷：运行机制及其市

场进入的影响

23 经管院 农林经济管理 2016206028 张宗利 徐志刚 工资上涨背景下中国居民食物浪费行为研究

24 公管院 公共管理 2016209002 张国磊 张新文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跨层级治理模式研究——基于

桂南Q市“联镇包村”的个案分析

25 人文院 科学技术史 2016210003 郭欣 严火其

动物福利科学兴起的研究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

论的分析

26 信息院

图书情报与档案

管理

2016214001 黄思慧 包平 高校图书馆组织氛围测评的实施模式及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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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 年推荐参评江苏省优秀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名单

序

号
学院 学科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1 农学院 作物学 2017101157 张鹏越 张文利

水稻和拟南芥基因组中R-loop影响

H3K27me3分布的分子机制研究

2 农学院 作物学 2017101172 李朋磊 程涛

基于地基激光雷达的水稻生物量与产量

监测研究

3 农学院 作物学 2017101085 王睿 黄骥

非编码小RNA介导的OsSPL基因家族调

控网络探究

4 农学院 作物学 2017101023 张嘉懿 刘小军

基于固定翼无人机影像的小麦生长诊断

与氮肥调控研究

5 生科院 生物学 2017116116 沈杰 谢彦杰

硫化氢介导DES1和RBOHD的硫巯基化修

饰调控保卫细胞ABA信号转导的机理研

究

6 生科院 生物学 2017116070 胡婷 黄星

乳氟禾草灵降解菌株HME-24的新种鉴

定及其酯酶LanE 降解机制的研究

7 生科院 生物学 2017116114 赵莹莹 沈文飚

过氧化氢和谷胱甘肽参与甲烷和硫化氢

诱导侧根发生的分子机理

8 生科院 生物学 2017116119 李婷 杨清 茄子miRm0002 靶基因SmNTF3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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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及其在响应盐旱胁迫中功能的初步

分析

9 理学院 化学 2017111018 程文静 章维华

香豆素超分子荧光传感体系的构建与应

用研究

10 食品院

食品科学与工

程

2017108065 阚旭辉 曾晓雄

枸杞玉米黄素双棕榈酸酯的提取纯化、

乳液制备及体外模拟消化特性研究

11 食品院

食品科学与工

程

2017108030 尤秀 李伟

藏灵菇源瑞士乳杆菌LZ-R-5和戊糖乳

杆菌LZ-R-17 免疫调节、抗肿瘤及肠道

益生功能研究

12 工学院 机械工程 2017112001 沈莫奇 傅秀清

磁场辅助喷射电沉积制备Ni-P-ZrO2复

合镀层工艺及其性能研究

13 资环院

环境科学与工

程

2017103050 赵恒轩 陆隽鹤

过硫酸盐氧化过程中有机卤污染物的转

化

14 资环院

环境科学与工

程

2017103030 孙思路 高彦征

施用不同氮素对土壤中抗生素抗性基因

丰度和细菌群落的影响

15 资环院 生态学 2017103019 赵庆洲 胡水金

干旱和氮添加对青藏高原常见物种叶片

养分重吸收和地上地下营养分配的影响

16 资环院

农业资源与环

境

2017103073 晁会珍 刘满强

土壤抗生素胁迫下蚯蚓肠道细菌生态功

能多样性研究

17 资环院

农业资源与环

境

2017103079 武华 潘根兴

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碳氮水足迹集成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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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植保院 植物保护 2017102127 温勇 王鸣华

手性杀虫剂七氟菊酯对映体环境行为和

生物效应研究

19 植保院 植物保护 2017102105 黄秋堂 赵春青

新型杀虫剂氟雷拉纳对非靶标生物的毒

性研究

20 植保院 植物保护 2017102085 王雨 王备新

环境DNA宏条形码技术监测溪流底栖动

物多样性研究

21 园艺院 园艺学 2017104027 何莎莎 汪良驹

NO 参与ALA 诱导的草莓根系截留盐离

子效应的研究

22 园艺院 园艺学 2017104075 段奥其 熊爱生

赤霉素和 NAC 转录因子调控芹菜木质

素合成的分子机制

23 园艺院 园艺学 2017104100 柳丽娜 管志勇

茶用菊品种的黑斑病抗性鉴定及抗性机

理研究

24 园艺院 中药学 2017104126 屈仁军 唐晓清

菘蓝不同氮素水平转录组分析及IiWRKY

基因家族鉴定

25 动科院 畜牧学 2017105049 林丽梅 毛胜勇

基于瘤胃微生物与宿主互作研究早期补

饲开食料促进羔羊瘤胃上皮发育的机制

26 动科院 畜牧学 2017105006 贺勇富 顾玲

HDAC3 缺失诱发老化卵母细胞减数分裂

缺陷的机制研究

27 动科院 畜牧学 2017105038 施其成 成艳芬

生物强化和蒸汽爆破对共存甲烷菌的厌

氧真菌降解秸秆的影响及其阿魏酸酯酶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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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动科院 畜牧学 2017105026 李笑寒 孙少琛

PRC1在卵母细胞成熟及CHK2 在早期胚

胎发育过程中的作用

29 渔业院 水产 2017113009 刘博 刘波 罗氏沼虾胚胎发育不同时期微生物研究

30 动医院 兽医学 2017107027 谢霜 庾庆华

饲料镉污染加剧肠道病原菌损伤肠黏膜

屏障机制的研究

31 动医院 兽医学 2017107019 王梦莉 王丽平

江苏猪源poxtA 阳性屎肠球菌的流行及

水平转移机制研究

32 动医院 兽医学 2017107056 王欣 刘斐

基于纸芯片定量检测四环素和氯霉素系

统的开发与应用

33 经管院 农林经济管理 2017106062 周梦飞 易福金 ENSO信息的产量指数保险应用价值研究

34 经管院 农林经济管理 2017106045 沈怡宁 何军

社会资本对我国中西部农村家庭贫困脆

弱性影响的研究——基于性别差异视角

35 经管院 应用经济学 2017106017 周沁楠 王学君

双边关系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基于中

国月度数据的检验

36 经管院 应用经济学 2017106002 周湘余 巩师恩

中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机制

研究：基于可变要素替代弹性与偏向性

技术进步视角

37 公管院 地理学 2017109008 陶芹 欧维新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长三角生

态空间管控研究

38 公管院 公共管理 2017109050 吴天航 冯淑怡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干预对区域碳排放的

影响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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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公管院 公共管理 2017109080 刘壮壮 吴未

面向建设用地减量化和区域协同的生境

网络优化研究 ——以苏锡常地区白鹭

为例

40 信息院

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

2017114008 乔粤 何琳 春秋时期社会变迁分析：文本挖掘视角

41 人文院 科学技术史 2017110023 蒋静 何红中 汉唐时期西域小麦种植拓展与动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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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1 年推荐参评江苏省优秀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名单

序号 学院 学科 学号 姓名 导师 论文题目

1 农学院 农业硕士 2018801234 傅兆鹏 朱艳

基于无人机多光谱影像的小麦产量与蛋白

质含量预测模型研究

2 理学院 工程硕士 2018811030 杨智宇 丁煜宾

基于四苯乙烯和卟啉荧光传感阵列的构建

与糖胺聚糖检测应用

3 食品院 工程硕士 2017808091 邹波 李春保 宰前驱赶应激对猪肉品质的影响及控制

4 工学院 工程硕士 2018812086 柴喜存 刘玉涛

室内条件下模拟秸秆还田后氮素周转对禾

谷镰刀菌致病力的影响

5 工学院 工程硕士 2018812056 黄宇珂 王兴盛

基于流动水层的皮秒激光诱导等离子体微

加工工艺研究

6 资环院 农业硕士 2018803192 董青君 焦加国

餐余废弃物的蚓堆肥及蔬菜育苗和栽培基

质技术研究

7 植保院 农业硕士 2018802194 来祺 施海燕

二甲酰亚胺类杀菌剂代谢产物—3,5-二氯

苯胺的降解行为与生态毒性效应

8 园艺院 中药学硕士 2016804231 李柯 唐晓清

干旱胁迫对荆芥生长生理及次生代谢的影

响

9 园艺院 农业硕士 2018804191 王荣辕 渠慎春

江苏苹果产区主要虫害发生情况调查及生

物防治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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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动医院 兽医硕士 2018807186 吴月 周斌

检测四种猪病毒性疫病抗体的多重蛋白芯

片 研制与初步应用

11 动医院 兽医硕士 2018807118 刘倩倩 邓益锋

邻苯二酚-壳聚糖纳米银溶胶的制备及其对

兔感染创的疗效研究

12 经管院

国际商务硕

士

2018806080 孔乐兰 张兵兵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贸易地位的网络分

析——基于30个行业附加值的研究

13 金融院 会计硕士 2018818150 韩璐垚 周月书

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多元化对经营绩效和风

险的影响

14 金融院 会计硕士 2018818149 杨鑫仪 周月书 金融科技、冗余雇员与商业银行绩效

15 金融院 金融硕士 2018818057 李良玉 王翌秋

延迟退休视角下城镇职工养老金财富和养

老金替代率分析

16 经管院

工商管理硕

士

20175606062 吕晓栋 何军

昌盛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业务模式转型之

路

17 经管院

工商管理硕

士

20185606132 吴善超 常向阳

基于高等教育市场超星“一平三端”智慧教

学系统营销策略研究

18 公管院

公共管理硕

士

20175409224 陆佳琦 郑永兰

“最多跑一次”背景下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研

究——以绍兴市越城区为例

19 公管院

公共管理硕

士

20175409114 储苗苗 欧维新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变化的土地生态分

区研究 ——以盐城市大丰区为例

20 信息院

图书情报硕

士

2018814059 李中乾 杨波

外文引文水平对国内学术论文的影响及学

科差异性比较 ——以图书情报学、作物学



- 29 -

为例

21 人文院

社会工作硕

士

2018810061 李逍然 姚兆余

社会工作介入儿童家暴的实务研究 ——以

南京市Q社区Z家庭为例

22 工学院 工程硕士 2018812103 李玲玲 江亿平

基于时空网络的大型网超日用品订单处理

及车辆派遣联合优化研究

23 外语院 翻译硕士 2018815036 季艳龙 马秀鹏

论赖斯文本类型理论对农业科技文本翻译

的指导性 ——以The Chloroplast 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Polyploid Wheat汉译为

例

24 外语院 翻译硕士 2018815013 莫嘉栋 曹新宇

礼貌原则视角下指示性公示语翻译研究 —

—以“残疾人”相关公示语翻译为例

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6月 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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