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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 备注

001 农学院

▲0710 生物学

071002 动物学 7

01 昆虫生态与害虫控制 王登元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01大学数学或611普通生物化
学选一④801普通昆虫学

复试农业昆虫学

联系电话8763823

02 昆虫资源学 赵莉 同上

03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赵莉 同上

04 草原昆虫 安尼瓦尔
·库尔班

同上

05 昆虫耐寒性机制研究 安尼瓦尔
·库尔班

同上

06 昆虫生态学 吕昭智 同上 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兼职导

师

07 形态适应进化及其应用 白明 同上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兼

职导师

071005 微生物学 4

01 微生物资源与利用 罗明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1普通生物化学或612有机化
学选一④802普通微生物学

复试分子生物学

联系电话8763825

02 昆虫病原微生物研究 赵莉 同上

03 生防微生物资源研究 李克梅 同上

04 分子微生物学 顾爱星 同上

05 生防微生物资源与应用 龙宣杞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06 微生物资源与利用 龚明福 同上 乐山师范学院兼职导师

071007 遗传学 3

01 植物遗传学 曲延英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1普通生物化学或612有机化
学选一④802普通微生物学

复试遗传学

联系电话8763822

02 植物基因组学 陈全家 同上

03 植物分子遗传学 高文伟 同上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2

01 动物生物化学 雒秋江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1普通生物化学或612有机化
学选一④802普通微生物学

复试分子生物学

联系电话8763713

02 分子生物学 罗淑萍 同上

03 作物生理生化 章建新 同上

04 细胞工程 王芳 同上

05 小麦抗旱分子机制研究 石书兵 同上

06 基因工程 罗淑萍 同上

07 植物生物技术 张桦 同上

08 棉花功能基因组研究 高文伟 同上

09 棉花基因工程 陈全家 同上

10 棉花分子育种 曲延英 同上

11 微生物生物技术 罗明 同上

12 植物抗逆生理生化分子机制 张巨松 同上

13 棉花抗病分子育种 顾爱星 同上

14 分子生物学 王希东 同上

15 昆虫生物化学 赵莉 同上

16 动物分子生物学 黄俊成 同上 新疆畜牧科学院兼职导师

17 动物分子遗传与功能基因组学 刘明军 同上 同上

18 转基因动物与乳腺生物反应器 李文蓉 同上 同上

19 植物基因工程 郭三堆 同上 中国农科院兼职导师

20 生物农药 邱德文 同上 同上

21 玉米基因组研究 张世煌 同上 同上

22 棉花功能基因组研究 张锐 同上 同上

专业代码、专业名称、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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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作物高产高效的生理及分子机制 徐江 同上 同上

24 植物基因工程 朱莉 同上 同上

25 植物分子生物学 黄全生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26 植物生理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范玲 同上 同上

27 新疆荒漠植物种质资源 麻浩 同上 南京农业大学兼职导师

28 药用植物基因组学研究 宁慧霞 同上 中科院新疆理化所兼职导

师

▲0901 作物学

090101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8

01 作物生理 章建新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1普通生物化学或612有机化
学选一④803植物生理学或821普
通生态学选一

复试作物栽培学

联系电话8762412

02 作物品质生理 张巨松 同上

03 作物高产生理 石书兵 同上

04 农作制度 徐文修 同上

05 农田生态环境 汤秋香 同上

06 作物化学控制 赵强 同上

07 小麦高产栽培 赵奇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08 作物生理生态 张智猛 同上 山东省花生研究所兼职导

师

09 棉花生理生态 赵新华 同上 中国农科院兼职导师

10 棉花逆境长势监测与标准化栽培
技术

李亚兵 同上 同上

11 植物营养学 董合林 同上 同上

12 中草药种植技术研究 李晓瑾 同上 新疆中药民族药研究所兼

职导师

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 9

01 棉花遗传育种 曲延英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1普通生物化学④803植物生
理学或808种子生物学选一

复试作物育种学

联系电话8763822

02 棉花遗传育种 陈全家 同上

03 棉花遗传育种 高文伟 同上

04 小麦遗传育种 马林 同上

05 细胞工程 王芳 同上

06 棉花基因工程及其分子生物学 李付广 同上 中国农科院兼职导师

07 作物分子育种 袁有禄 同上 同上

08 棉花抗逆分子机理 叶武威 同上 同上

09 作物种质资源创新 杜雄明 同上 同上

10 棉花遗传育种 范术丽 同上 同上

11 作物分子育种 孙国清 同上 同上

12 大豆遗传育种 麻浩 同上 南京农业大学兼职导师

13 小麦遗传育种 马有志 同上 中国农科院兼职导师

14 棉花遗传育种 黄全生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15 棉花遗传育种 李雪源 同上 同上

16 水稻遗传育种 李晨 同上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兼职导

师

▲0904 植物保护

090401 植物病理学 8

01 真菌病害 郭庆元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1普通生物化学④802普通微
生物学或803植物生理学选一

复试普通植物病理学

联系电话8763825

02 林果病害 郭庆元 同上

03 植物病原与分子检测技术 罗明 同上

04 棉花抗病机制 顾爱星 同上

05 牧草病害 李克梅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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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植物线虫病害及其防治 李克梅 同上

07 玉米病害 王晓鸣 同上 中国农科院兼职导师

08 植物病害生物防治 李世东 同上 同上

09 病害综合防治 朱荷琴 同上 同上

10 真菌分类、真菌生物及组学 王雪薇 同上 同上

11 植物检疫性病害 张祥林 同上 新疆检验检疫局兼职导师

12 向日葵病害 陈卫民 同上 伊犁职业技术学院兼职导

师

13 林果病害分子检测 王洪凯 同上 浙江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

兼职导师

14 果树病害 杨森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090402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4

01 害虫综合治理 王登元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1普通生物化学④801普通昆
虫学

复试农业昆虫学

联系电话8763823

02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赵莉 同上

03 害虫绿色防控 马德英 同上

04 草原蝗虫防治 安尼瓦尔
·库尔班

同上

05 昆虫分子生物学、生物安全 崔金杰 同上 中国农科院兼职导师

06 农业害虫生物防治与入侵生物害
虫综合防控

郭文超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090403 农药学 2

01 害虫抗药性及其治理 马德英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1普通生物化学或612有机化
学选一④801普通昆虫学

复试植物化学保护

联系电话8763823

02 天然产物农药 马德英 同上

03 农产品质量安全 马德英 同上

04 农药残留 蔡磊明 同上 浙江省农科院兼职导师

05 植物生长调节剂与化控 雷斌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095101 作物（农业推广硕士） 17

01 棉花高产栽培技术 张巨松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39农业知识综合一（植物学、
遗传学、农业生态学、土壤学 选
三）④807作物栽培学

复试作物育种学

联系电话8763822

02 粮食作物栽培 章建新 同上

03 小麦高产栽培 石书兵 同上

04 种植制度优化与设计 徐文修 同上

05 植物抗逆分子育种 张桦 同上

06 棉花转基因技术 王希东 同上

07 棉花转基因改良品质 范玲 同上

08 作物生物技术 罗淑萍 同上

09 耕作制度 汤秋香 同上

10 作物化学控制 赵强 同上

11 棉花分子育种 郭三堆 同上 中国农科院兼职导师

12 棉花分子育种 张锐 同上 同上

13 玉米栽培生理 徐江 同上 同上

14 棉花遗传育种 黄全生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095104 植物保护（农业推广硕士） 14

01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王登元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39农业知识综合一（植物学、
遗传学、农业生态学、土壤学 选
三）④804植保概论

复试农业昆虫学或农业植

物病理学

联系电话8763825

02 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技术 马德英 同上

03 植物细菌性病害及防治 罗明 同上

04 植物病毒及病毒病害 罗明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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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植物病害及防治 李克梅 同上

06 作物病害及病原研究 郭庆元 同上

07 棉花病害防治 顾爱星 同上

08 害虫综合防治 赵莉 同上

09 设施病害生物防治 李世东 同上

10 果树生理与抗虫性 杨森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11 农业外来入侵病害综合防控技术
研究

郭文超 同上 同上

095115 种业（农业推广硕士） 10

01 棉花种子抗逆境胁迫机理 曲延英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39农业知识综合一（植物学、
遗传学、农业生态学、土壤学 选
三）④809种子学

复试作物育种学

联系电话8763822

02 种子休眠与发育 陈全家 同上

03 种子经营与管理 刘维忠 同上

002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0815 水利工程

081501 水文学及水资源 6

01 水文水环境及信息技术应用 雷晓云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④810水力学

复试水资源规划及利用

联系电话8763607

02 水资源规划与管理 董新光 同上

03 水资源规划与管理 张胜江 同上

04 地下水资源利用 董新光 同上

05 地下水资源利用 虎胆·吐
马尔白

同上

06 地下水资源利用 吴彬 同上

07 地下水资源利用 周金龙 同上

08 地下水资源利用 杨鹏年 同上

09 水文规律与水资源系统模拟 穆振侠 同上

10 水资源规划与管理 阿不都沙
拉木

同上 新疆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兼职导师

081502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6

01 计算水力学 赵涛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④810水力学

复试水工建筑物、河流泥

沙工程选一

联系电话8762807

02 计算水力学 李琳 同上

03 水工水力学 王长新 同上

04 水工水力学 赵涛 同上

05 水工水力学 牧振伟 同上

06 水工水力学 李琳 同上

07 水力可靠度理论 王长新 同上

08 河流工程泥沙 牧振伟 同上

09 环境与生态水力学 程艳 同上 新疆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兼职导师

10 环境与生态水力学 姜国强 同上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华南环

境科学研究所兼职导师

11 环境与生态水力学 孙涛 同上 北京师范大学兼职导师

081503 水工结构工程 6

01 当地材料坝设计理论 唐新军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④810水力学或811材
料力学选一

复试水工建筑物、

水利工程施工选一

联系电话8763607

02 当地材料坝设计理论 何建新 同上

03 水工结构安全性和耐久性评价分
析研究

侍克斌 同上

04 当地材料坝设计理论与施工技术
研究

侍克斌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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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工程结构及计算机辅助分析 苏枋 同上

06 新型建筑结构体系 陈国新 同上

07 工程结构抗震 陈国新 同上

08 水工结构数值分析与优化设计 王建祥 同上

081504 水利水电工程 7

01 水利水电枢纽工程设计、施工理
论及方案优选

侍克斌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④810水力学或811材
料力学选一

复试水工建筑物、水利工

程施工选一

联系电话8763607

02 寒冷干旱区混凝土耐久性研究 唐新军 同上

03 岩土工程 张远芳 同上

04 岩土工程 冯勇 同上

05 岩土工程 何建新 同上

06 水工建筑学 胡向红 同上

07 坝工设计理论与施工技术研究 李玉建 同上

08 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监测与管理运
行

岳春芳 同上

09 当地材料坝及水工结构 凤炜 同上

10 新型建筑材料研发 冯勇 同上

11 水工结构数值分析 严新军 同上

▲0828 农业工程

082802 农业水土工程 6

01 地下水、土壤水盐运移理论 虎胆·吐
马尔白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2数学二④810水力学或811材
料力学选一

复试灌溉排水工程学、地

下水利用选一

联系电话8763607

02 农业水资源利用 虎胆·吐
马尔白

同上

03 农业水资源利用 王维红 同上

04 干旱区地下水盐运移与调控 杨鹏年 同上

05 干旱区水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 雷晓云 同上

06 干旱区水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 岳春芳 同上

07 GIS技术的应用 崔龙 同上

08 节水灌溉理论与技术 马英杰 同上

09 节水灌溉理论与技术 赵经华 同上

10 灌区水盐运移模拟 周金龙 同上

11 干旱区节水灌溉技术 张江辉 同上 新疆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兼职导师

12 节水灌溉理论与技术 张胜江 同上 同上

13 干旱区节水灌溉技术 阿不都沙
拉木

同上 同上

14 GIS技术的应用 严海英 同上 新疆自治区第二测绘院兼

职导师

085214 水利工程（工程硕士） 22

01 水处理及供水工程设计 王维红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④810水力学

复试土力学、工程地质

（含水文地质） 选一

联系电话8763607

02 水资源利用与管理 吴彬 同上

03 新型建筑材料研发 冯勇 同上

04 岩土工程技术 冯勇 同上

05 岩土工程技术 张远芳 同上

06 岩土工程技术 何建新 同上

07 工程水力学 牧振伟 同上

08 工程水力学 李琳 同上

09 工程监测与安全评估 岳春芳 同上

10 当地材料坝施工技术 李玉建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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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干旱区排水技术 虎胆·吐
马尔白

同上

12 干旱区土壤改良工程技术 杨鹏年 同上

13 建筑结构抗震 陈国新 同上

14 节水灌溉理论与技术 赵经华 同上

15 大坝专用新型密封止水材料研究 朱永斌 同上

16 水工结构优化设计 严新军 同上

003 机械交通学院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4

01 风力发电机组设计方法与技术 崔新维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④812机械原理

复试机械设计

联系电话8762241

02 机构设计与试验研究 张学军 同上

03 机构设计与试验研究 史建新 同上

04 机构设计与试验研究 杨宛章 同上

05 机构设计与试验研究 谢建华 同上

06 机械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罗仁全 同上 新疆第三机床厂兼职导师

▲0823 交通运输工程

082301 道路与铁道工程 4

01 基于驾驶特性的道路线形研究 艾力·斯
木吐拉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④814交通工程学

复试路基路面工程、交通

运输工程学或C程序设计选

一

联系电话8762241

02 路基工程与地基处理 李志农 同上 新疆交通厅兼职导师

03 道路交通规划与设计 刘涛 同上 新疆交通科学研究院兼职

导师

04 路面结构与材料 刘涛 同上 同上

05 道路工程减灾防灾 陈晓光 同上 同上

06 道路工程减灾防灾 黄勇 同上 同上

07 公路路基与路面工程 杨三强 同上 同上

082302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2

01 智能交通系统 刘小勇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④814交通工程学

复试交通运输工程学或C程

序设计选一

联系电话8762241

02 智能交通系统 张荣辉 同上 中科院新疆理化所兼职导

师

082303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5

01 交通运输系统规划 艾力·斯
木吐拉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④814交通工程学

复试交通安全学、管理运

筹学、C程序设计选一

联系电话8762241

02 城市交通 刘小勇 同上

03 交通运输环境与安全 艾力·斯
木吐拉

同上

04 运输规划与物流工程 李莉 同上

05 运输规划与物流工程 葛炬 同上

06 交通运输系统规划 朱兴琳 同上

07 交通运输环境与安全 胡新民 同上 新疆交通科学研究院兼职

导师

08 交通运输经济 陈晓光 同上 同上

09 交通运输经济 张劲 同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局

兼职导师

10 交通运输系统研究 张劲 同上 同上

11 运输规划与物流工程 张劲 同上 同上

082304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2

01 车辆与发动机性能研究 巴寅亮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④813汽车构造

复试汽车运用工程

联系电话876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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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教师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专业代码、专业名称、研究方向

02 车辆与发动机性能研究 潘江如 同上 新疆工程学院兼职导师

▲0828 农业工程

082801 农业机械化工程 7

01 农业工程信息技术 刘小勇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2数学二④812机械原理

复试农业机械学或机械设

计选一

联系电话8762241

02 农业装备创新设计 杨宛章 同上 同上

03 农业装备创新设计 史建新 同上 同上

04 农业装备创新设计 张学军 同上 同上

05 农产品加工机械与装备 肉孜·阿
木提

同上 同上

06 农业装备创新设计 郭辉 同上 同上

07 农业装备创新设计 郭俊先 同上 同上

08 农业装备创新设计 陈发 同上 同上

09 农业装备创新设计 王学农 同上 同上

10 农业装备创新设计 谢建华 同上 同上

11 农业机械化宏观分析与综合研究 裴新民 同上 新疆农机局兼职导师

12 农业机械化宏观分析与综合研究 马俊贵 同上 同上

082804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1

01 地方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李春兰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2数学二④812机械原理

复试电力系统分析

联系电话8762241

085201 机械工程（工程硕士） 4

01 风力发电机组设计方法与技术 崔新维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④812机械原理

复试机械设计

联系电话8762241

02 机械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张学军 同上

03 机械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史建新 同上

04 机械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杨宛章 同上

05 机械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谢建华 同上

06 机械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罗仁全 同上 新疆第三机床厂兼职导师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工程硕士） 11

01 交通运输系统研究 艾力·斯
木吐拉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④814交通工程学

复试交通运输工程学、管

理运筹学、路基路面工程

、交通安全学、C程序设计

选一

联系电话8762241

02 交通运输系统研究 朱兴琳 同上

03 城市交通系统研究与应用 刘小勇 同上

04 区域物流规划 李莉 同上

05 区域物流规划 葛炬 同上

06 农业物流 李莉 同上

07 农业物流 葛炬 同上

08 区域物流规划 张劲 同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局

兼职导师

09 道路工程 李志农 同上 新疆交通厅兼职导师

10 道路工程 刘涛 同上 新疆交通科学研究院兼职

导师

11 道路工程 陈晓光 同上 同上

12 道路工程 杨三强 同上 同上

13 交通安全 胡新民 同上 同上

14 交通安全 黄勇 同上 同上

15 交通安全 张荣辉 同上 中科院新疆理化所兼职导

师

16 车辆与发动机性能研究 潘江如 同上 新疆工程学院兼职导师

085227 农业工程（工程硕士） 12

01 农业工程信息技术及应用 刘小勇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④812机械原理

复试农业机械学或机械设

计选一

联系电话876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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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教师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专业代码、专业名称、研究方向

02 农产品干燥技术 肉孜·阿
木提

同上

03 农产品无损快速检测 郭俊先 同上

04 农业机械装备性能试验研究 杨宛章 同上

05 农业机械装备性能试验研究 史建新 同上

06 农业机械装备性能试验研究 张学军 同上

07 农业机械装备性能试验研究 郭辉 同上

08 农业机械装备性能试验研究 谢建华 同上

09 农业机械装备性能试验研究 陈发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10 农业机械装备性能试验研究 王学农 同上 同上

11 农业机械化生产系统研究 裴新民 同上 新疆农机局兼职导师

12 农业机械化生产系统研究 马俊贵 同上 同上

095109 农业机械化（农业推广硕士） 6

01 农业信息管理 刘小勇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41农业知识综合三（1）（含
工程力学、机械设计、农业机械
与装备）④816农业机械化管理学

复试机械原理、C程序设计

选一

联系电话8762241

02 农业工程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杨宛章 同上

03 农业工程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史建新 同上

04 农业工程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张学军 同上

05 农业机械技术推广与管理 裴新民 同上 新疆农机局兼职导师

06 农业机械技术推广与管理 马俊贵 同上 同上

004 草业与环境科学学院

▲0710 生物学

071001 植物学 5

01 植物繁殖生物学 谭敦炎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1普通生物化学④820植物生
态学

复试植物学

联系电话8762971

02 植物生态学 谭敦炎 同上

03 植物生态学 芦娟娟 同上

04 植物资源学 吾买尔夏
提

同上

05 植物资源学 迪利夏提 同上

▲0713 生态学 6

01 恢复生态学 吐尔逊娜
依·热依
木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01大学数学或611普通生物化
学 选一④821普通生态学

复试自然地理学

联系电话8762971

02 干旱区生态与环境 巴特尔·
巴克

同上

03 植物繁殖生态学 李新蓉 同上

04 土壤生态学 盛建东 同上

05 干旱区生态与环境 李宁 同上

06 农业生态学 徐文修 同上

07 植物生态学 郑伟 同上

08 资源开发与环境整治 陈亚宁 同上 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兼职导

师

09 植物生态学 尹林克 同上 同上

10 恢复生态学 徐海量 同上 同上

11 生态水文学 张毓涛 同上 新疆林科院兼职导师

12 景观生态学 张新平 同上 同上

13 土壤生态学 马兴旺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077601 环境科学 6

01 环境污染控制与修复 贾宏涛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01大学数学④822环境学概论

复试环境监测

联系电话876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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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教师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专业代码、专业名称、研究方向

02 环境污染控制与修复 王文全 同上

03 环境污染控制与修复 巴特尔·
巴克

同上

04 环境污染控制与修复 帕丽达·
牙合甫

同上

05 环境污染控制与修复 罗艳丽 同上

06 固体废弃物资源化 贾宏涛 同上

07 环境影响评价 谢海燕 同上

08 水污染控制与治理 谢海燕 同上

09 环境化学 景伟文 同上

10 水污染控制与治理 阿布都瓦
依提·玉
苏甫

同上

11 环境毒理 蔡磊明 同上 浙江省农科院兼职导师

12 环境遥感 王秀珍 同上 杭州师范大学兼职导师

13 环境污染控制与修复 桂东伟 同上 新疆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兼

职导师

14 固体废弃物资源化 赵晨曦 同上 新疆环境保护科学院兼职

导师

15 环境污染控制与修复 程艳 同上 同上

16 面源污染机理与修复技术 马兴旺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085229 环境工程（工程硕士） 6

01 农业环境治理 王文全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④822环境学概论

复试环境工程

联系电话8762971

02 农业环境治理 盛建东 同上

03 污染控制与治理 谢海燕 同上

04 环境污染防治 景伟文 同上

05 环境遥感 李霞 同上

06 农业环境治理 罗艳丽 同上

07 环境污染防治 帕丽达·
牙合甫

同上

08 农田环境污染防治 马兴旺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0903 农业资源与环境

090301 土壤学 8

01 土壤信息系统 蒋平安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0大学数学或612有机化学选
一④823土壤地理学或824地质地
貌学选一

复试土壤学

联系电话8762971

02 计量土壤学 盛建东 同上

06 土壤生态学 贾宏涛 同上

07 土壤生态学 李宁 同上

09 土壤质量 孙霞 同上

10 土壤质量 范燕敏 同上

11 土壤质量 孙宗玖 同上

08 农业气候资源 巴特尔·
巴克

同上

12 土壤健康与农产品安全 贾宏涛 同上

03 土壤改良 盛建东 同上

04 土壤改良 艾克拜尔
伊拉洪

同上

05 土壤改良 陈波浪 同上

13 土壤改良 田长彦 同上 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兼职导

师

9



指导
教师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专业代码、专业名称、研究方向

14 土壤信息系统 赵成义 同上 同上

15 土壤质量 徐万里 同上 新疆农业科学院兼职导师

16 土壤肥力 张炎 同上 同上

17 土壤微生物生态 王益 同上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

所兼职导师

18 土壤物理 王益 同上 同上

090302 植物营养学 4

01 果树营养与施肥技术 盛建东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0大学数学或612有机化学选
一④823土壤地理学或825植物营
养学选一

复试土壤农化分析

联系电话8762971

02 植物营养生理 艾克拜尔
·伊拉洪

同上

03 果树营养与施肥 柴仲平 同上

04 牧草营养与施肥技术 盛建东 同上

05 植物营养生理 陈波浪 同上

06 植物营养 田长彦 同上 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兼职导

师

07 养分资源高效利用 张炎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08 营养诊断技术 马兴旺 同上 同上

09 瓜果精准施肥与管理 徐万里 同上 同上

▲0909 草学 10

01 草地资源与生态 安沙舟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0大学数学或611普通生物化
学选一④820植物生态学

复试草地学

联系电话8762971

02 草地资源与生态 靳瑰丽 同上

03 草地资源与生态 孙宗玖 同上

04 草地资源与生态 郑伟 同上

05 牧草种子学 李卫军 同上

06 牧草遗传育种 张博 同上

07 草种质资源与遗传育种 李培英 同上

08 饲草利用学 艾比布拉
·伊马木

同上

09 草地植物生殖生态适应 魏岩 同上

10 植物种群生物学 魏岩 同上

11 草地资源与生态 冯缨 同上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地所兼

职导师

12 草种质资源与遗传育种 孟林 同上 北京市草业与环境研究发

展中心兼职导师

095103 农业资源利用（农业推广硕
士）

17

01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盛建东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39农业知识综合一（植物学、
遗传学、农业生态学、土壤学 选
三）④823土壤地理学或825植物
营养学选一

复试土壤肥料学

联系电话8762971

02 土壤改良技术 艾克拜尔
伊拉洪

同上

03 农业气候资源及其利用 巴特尔·
巴克

同上

04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柴仲平 同上

05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陈波浪 同上

06 土壤质量评价 范燕敏 同上

07 土壤质量评价 贾宏涛 同上

08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蒋平安 同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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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专业代码、专业名称、研究方向

09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李宁 同上

10 土壤质量评价 孙霞 同上

11 土壤环境评价 马兴旺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12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徐万里 同上 同上

13 土壤肥力 张炎 同上 同上

095106 草业（农业推广硕士） 9

01 草业生产 安沙舟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39农业知识综合一（植物学、
遗传学、农业生态学、土壤学 选
三）④820植物生态学

复试草地学

联系电话8762971

02 草业生产 孙宗玖 同上

03 草业生产 靳瑰丽 同上

04 草业生产 郑伟 同上

05 草坪草种质资源利用 李培英 同上

06 牧草生产与育种 张博 同上

07 牧草生产与育种 艾比布拉
·伊马木

同上

095112 农业信息化（农业推广硕士） 11

01 耕地地力评价 盛建东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41农业知识综合三（2）（含
程序设计、数据库技术与应用、
网络技术与应用）④826遥感技术
与应用

复试地理信息系统

联系电话8762971

02 生态模型 巴特尔·
巴克

同上

03 资源遥感 范燕敏 同上

04 数字农业技术 蒋平安 同上

05 光谱营养诊断技术 盛建东 同上

06 数据库技术 张太红 同上

005 食品科学与药学学院

▲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

083203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8

01 农产品精深加工与综合利用 杨海燕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2数学二④830食品微生物学
或831食品工程原理选一

复试果蔬加工工艺学

联系电话8762464

02 农产品贮藏加工 冯作山 同上

03 食品加工原理与技术 李焕荣 同上

04 畜产品加工技术 孔令明 同上

05 干鲜果采后生理与贮藏技术 张辉 同上

06 农产品加工与综合利用 武运 同上

07 农产品贮藏保鲜 李学文 同上

08 农产品贮藏保鲜 朱璇 同上

09 食品加工原理与技术 热合曼·
艾拉

同上

10 畜产品加工原理及质量控制 巴吐尔·
阿布都克
热木

同上

11 食品功能性成分研究 热娜古丽
·木沙

同上

12 农产品综合利用 黄文书 同上

13 药食两用植物功能性成分研究 包晓玮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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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招生
人数

考试科目 备注专业代码、专业名称、研究方向

14 天然产物功能性成分研究 阿依姑丽
·艾合麦
提

同上

15 农产品贮藏保鲜 涂振东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16 农产品贮藏加工 车凤斌 同上 同上

17 农产品加工与综合利用 木泰华 同上 中国农科院兼职导师

18 农产品精深加工与综合利用
傅力

同上 广东韩山师范学院兼职导

师

19 食品生物技术
王德良

同上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

兼职导师

20 农产品加工及质量控制 罗红霞 同上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兼职导

师

097201 食品科学 9

01 食品加工原理与技术 冯作山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0大学数学或612有机化学选
一④830食品微生物学或831食品
工程原理选一

复试食品生物化学

联系电话8762464

02 天然产物开发与利用 杨海燕 同上

03 农产品深加工与综合利用 李焕荣 同上

04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技术 王子荣 同上

05 天然产物开发与利用 黄文书 同上

06 植物蛋白质加工理论与技术 孔令明 同上

07 肉品加工原理与质量控制 巴吐尔·
阿布都克
热木

同上

08 干鲜果采后生理与贮藏技术 张辉 同上

09 果蔬采后生理与贮藏技术 李学文 同上

10 果蔬采后生理与贮藏技术 朱璇 同上

11 食品生物技术 武运 同上

12 农产品的深加工 热合曼·
艾拉

同上

13 新疆特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杨晓君 同上

14 功能性食品的开发与研究 包晓玮 同上

15 功能性食品的开发与研究 阿依姑丽
·艾合麦
提

同上

16 果蔬采后生理与贮藏技术 车凤斌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17 农蓄产品质量安全控制技术 涂振东 同上 同上

18 食品生物技术 王德良 同上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

兼职导师

19 食品安全 罗红霞 同上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兼职导

师

20 食品生物技术 傅力 同上 广东韩山师范学院兼职导

师

097202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3

01 功能性油脂提取及其粕的综合利
用

杨海燕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0大学数学或612有机化学选
一④830食品微生物学或831食品
工程原理选一

复试氨基酸工艺学

联系电话8762464

02 植物蛋白质加工理论与技术 孔令明 同上

03 食品功能性成分研究 热娜古丽
·木沙

同上

085231 食品工程（工程硕士） 7

01 农产品加工与综合利用 李焕荣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02数学二④830食品微生物学
或831食品工程原理选一

复试食品生物化学

联系电话8762464

02 功能性食品开发 杨海燕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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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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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 备注专业代码、专业名称、研究方向

03 农产品加工与综合利用 冯作山 同上

04 食品发酵工程 武运 同上

05 农产品贮藏保鲜 李学文 同上

06 果蔬采后生理与贮藏技术 朱璇 同上

07 干鲜果采后生理与贮藏技术 张辉 同上

08 农产品的综合利用 热合曼·
艾拉

同上

09 可食动植物资源开发 郑灿龙 同上

10 农产品加工 巴吐尔·
阿布都克
热木

同上

11 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 孔令明 同上

12 功能性食品的开发与研究 包晓玮 同上

13 功能性食品的开发与研究 阿依姑丽
·艾合麦
提

同上

14 食品加工新技术 黄文书 同上

15 食品生物技术 傅力 同上 广东韩山师范学院兼职导

师

16 食品微生物 罗红霞 同上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兼职导

师

17 微生物发酵乙醇研究 涂振东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18 农产品贮藏保鲜 车凤斌 同上 同上

19 食品生物技术 王德良 同上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

兼职导师

20 新疆可食植物的研究开发与利用 徐芳 同上 新疆药物研究所兼职导师

21 新疆特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杨伟俊 同上 同上

22 新疆特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安熙强 同上 同上

095113 食品加工与安全（农业推广硕
士）

10

01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技术 王子荣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41农业知识综合三（3）（含
食品卫生学、食品安全管理与法
规、食品分析与检验技术）④830
食品微生物学或831食品工程原理
选一

复试食品生物化学

联系电话8762464

02 畜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控制技术 杨海燕 同上

03 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技术 武运 同上

04 天然产物研究与技术 冯作山 同上

05 果蔬加工过程中品质变化机理研
究

李焕荣 同上

06 植物有效活性成分提取与应用 黄文书 同上

07 畜产品加工技术 孔令明 同上

08 果蔬采后生理与贮藏技术 朱璇 同上

09 干鲜果采后生理与贮藏技术 张辉 同上

10 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与检测 热娜古丽
·木沙

同上

11 功能性活性成分的研究 杨晓君 同上

12 果蔬采后生理研究 李学文 同上

13 畜产品加工技术与质量控制 巴吐尔·
阿布都克
热木

同上

14 药食两用植物功能性成分研究 包晓玮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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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天然产物功能性成分研究 阿依姑丽
·艾合麦
提

同上

16 农产品加工综合利用 涂振东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17 农产品贮藏 车凤斌 同上 同上

18 中药天然药物新工艺和新剂型研
究

杨伟俊 同上 新疆药物研究所兼职导师

19 天然药物化学 徐芳 同上 同上

20 功能性食品的开发与研究 安熙强 同上 同上

21 食品加工与检验 罗红霞 同上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兼职导

师

22 食品生物技术 王德良 同上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

兼职导师

23 水产品加工 傅力 同上 广东韩山师范学院兼职导

师

007 动物科学学院

▲0710 生物学

071002 动物学 5

01 水产动物病害防治 李胜忠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3动物生物化学④832动物学
或833动物生理学选一

动物繁殖学、动物遗传学

、动物营养与饲料学选一

联系电话8762601

02 水产动物的抗病选育 李胜忠 同上

03 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 时磊 同上

04 动物生态学 时磊 同上

05 动物饲养 陈勇 同上

06 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 初红军 同上 新疆阿勒泰地区林业局兼

职导师

07 动物生态学 初红军 同上 同上

▲0905 畜牧学

090501 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8

01 动物产品开发利用 姚新奎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3动物生物化学④833动物生
理学

复试动物繁殖学或动物遗

传学选一

联系电话8762601

02 马的繁育 姚新奎 同上

03 分子数量遗传学与马、羊育种 刘武军 同上

04 肉羊、毛绒羊重要经济性状功能
基因研究

刘武军 同上

05 家畜育种 帕尔哈提
·木铁力
甫

同上

06 动物遗传育种 黄锡霞 同上

07 动物分子数量遗传学 黄锡霞 同上

08 分子遗传学 买买提伊
明·巴拉
提

同上

09 动物配子与胚胎生物技术 阿布力孜
·吾斯曼

同上

10 动物生殖生理与繁殖技术 阿布力孜
·吾斯曼

同上

11 绵羊现代遗传育种与繁殖 决肯·阿
尼瓦什

同上

12 动物遗传育种 依明·苏
莱曼

同上

13 动物繁育 刘武军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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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动物繁殖 库尔班·
吐拉克

同上

15 动物分子遗传学 邵勇钢 同上

16 动物繁育 陈静波 同上 新疆畜牧科学院兼职导师

17 动物遗传育种 田可川 同上 同上

18 动物分子数量遗传学 田可川 同上 同上

19 动物繁育 张扬 同上 同上

20 动物繁育 季跃光 同上 同上

21 绵羊肌肉和毛囊发育生物学 刘明军 同上 同上

22 绵羊主要经济性状的基因组关联
分析

刘明军 同上 同上

23 家畜繁殖调控、转基因动物及胚
胎生物技术

黄俊成 同上 同上

24 家禽育种 卢立志 同上 浙江农科院兼职导师

25 羊的遗传育种 张富全 同上 阿克苏地区山羊研究中心

兼职导师

090502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10

01 营养生化 雒秋江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3动物生物化学④833动物生
理学

复试动物营养与饲料学

联系电话8763380

02 反刍动物营养 雒秋江 同上

03 反刍动物营养 余雄 同上

04 反刍动物营养 杨开伦 同上

05 反刍动物营养 陈勇 同上

06 分子营养学 陈勇 同上

07 饲料资源开发与利用 杨开伦 同上

08 饲料资源开发与利用 艾尼瓦尔
·艾山

同上

09 饲料加工 艾尼瓦尔
·艾山

同上

10 新饲料开发 余雄 同上

11 猪的营养 王子荣 同上

12 家禽营养学 沙尔山·
别克

同上

13 家禽营养学 李海英 同上

14 动物生产 吾布力·
沙地克

同上

15 牛的营养 张扬 同上 新疆畜牧科学院兼职导师

16 猪的营养 季跃光 同上 同上

17 反刍动物营养 赵芸君 同上 同上

18 反刍动物营养 刁其玉 同上 中国农科院兼职导师

19 反刍动物营养 王加启 同上 同上

20 瘤胃微生物分子生物学 王加启 同上 同上

21 反刍动物营养 李胜利 同上 中国农业大学兼职导师

22 反刍动物营养 杨红建 同上 同上

23 家禽营养学 王晓霞 同上 首都师范大学兼职导师

24 家禽营养学 卢立志 同上 浙江农科院兼职导师

25 动物营养 邓先德 同上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兼

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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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105 养殖（农业推广硕士） 20

01 动物生产 余雄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40农业知识综合二（含动物遗
传学、动物营养学与饲料学、动
物繁殖学）④832动物学

复试普通畜牧学

联系电话8762601

02 动物生产 黄锡霞 同上

03 动物生产 帕尔哈提
·木铁力
甫

同上

04 动物生产 余雄 同上

05 动物生产 雒秋江 同上

06 动物生产 杨开伦 同上

07 动物生产 买买提伊
明·巴拉
提

同上

08 动物生产 刘武军 同上

09 动物生产 姚新奎 同上

10 动物生产 沙尔山别
克

同上

11 动物生产 王子荣 同上

12 新饲料开发 余雄 同上

13 新饲料开发 艾尼瓦尔
·艾山

同上

14 新饲料开发 杨开伦 同上

15 新饲料开发 陈勇 同上

16 野生动物资源 时磊 同上

17 水产养殖 李胜忠 同上

009 动物医学学院

▲0710 生物学

071004 水生生物学 2

01 鱼类寄生虫学 岳城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3动物生物化学④833动物生
理学

复试动物传染病学、动物

寄生虫学

联系电话8762704

071006 神经生物学 2

01 动物生长发育与调控 姚刚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3动物生物化学④833动物生
理学

复试动物神经解剖学、动

物分子生物学基础

联系电话8762704

02
动物生长发育分子生物学机理

王金泉 同上

▲0906 兽医学

090601 基础兽医学 6

01 动物健康与畜产品质量安全 姚刚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3动物生物化学④833动物生
理学

复试家畜病理学、兽医药

理学

联系电话8762704

02 免疫病理学 阿合买提
·买买提

同上

03 动物分子与免疫病理学 简子健 同上

04 兽医药理学与毒理学 夏利宁 同上

05 生物活性物质结构和功能 赵红琼 同上

06 反刍动物生长发育调控 王金泉 同上

090602 预防兽医学 10

01 动物传染病诊断与防治 冉多良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3动物生物化学④833动物生
理学

复试兽医传染病学、家畜

寄生虫学

联系电话876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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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动物分子病毒学 冉多良 同上

03 动物寄生虫免疫 巴音查汗 同上

04 蜱及蜱传原虫分子生物学 巴音查汗 同上

05 动物寄生虫流行病学及防治 岳城 同上

06 微生物基因工程 苏艳 同上

07 微生物分子致病与免疫 苏艳 同上

08 动物疫病防控 雷程红 同上

09 动物病毒感染与免疫调控 刘建华 同上

10 兽用生物制品工艺优化研究 黄炯 同上 新疆畜牧科学院兼职导师

11 布鲁氏菌病防控技术研究 钟旗 同上 同上

090603 临床兽医学 2

01 中兽药作用机理研究 况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3动物生物化学④833动物生
理学

复试兽医临床诊断学、家

畜外科学

联系电话8762704

02 动物中毒病与营养代谢病 斯坎达尔
·马合木
提

同上

03 兽医外科学与寄生虫学 郭庆勇 同上

0952 兽医（专业学位） 30

01 水生动物病害防治 岳城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43兽医基础（含兽医药理学、
兽医临床诊断）④833动物生理学

复试兽医传染病学、家畜

寄生虫学、家畜内科学、

家畜外科学 选一

联系电话8762704

02 家畜分子与免疫病理学 简子健 同上

03 动物寄生虫病诊断与防治 巴音查汗 同上

04 动物传染病诊断与防治 冉多良 同上

05 动物营养代谢与消化道疾病 姚刚 同上

06 中兽药应用研究 况玲 同上

07 动物常见病中药防治 况玲 同上

08 细菌耐药性检测 夏利宁 同上

09 维吾尔药药效研究 米克热
木.沙衣
布扎提

同上

10 兽医外科学与寄生虫学 郭庆勇 同上

11 生物活性物质功能 赵红琼 同上

12 细胞病理学 阿合买提
·买买提

同上

13 动物疫病防控 雷程红 同上

14 分子免疫与生物制品 苏艳 同上

15 病原微生物疫苗工程 苏艳 同上

16 反刍动物生长发育调控 王金泉 同上

17 动物病毒感染与免疫调控 刘建华 同上

18 中西兽医结合 赛福丁·
阿不拉

同上

010 林学与园艺学院

▲0710 生物学

071003 生理学 3

01 植物逆境生理 齐曼·尤
努斯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1普通生物化学或612有机化
学选一④803植物生理学

复试农业生态学

联系电话876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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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植物逆境生理 海利力·
库尔班

同上

03 植物逆境生理 王燕凌 同上

04 植物分子生理 海利力·
库尔班

同上

05 植物营养生理 齐曼·尤
努斯

同上

06 植物营养生理 刘君 同上

▲0713 生态学 8

01 生态科学 潘存德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01大学数学或611普通生物化
学选一④821普通生态学

复试植物生态学

联系电话8762747

02 生态技术与工程 潘存德 同上

03 生态规划与管理 潘存德 同上

04 生态科学 陈亚宁 同上 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兼职导

师

05 生态科学 徐海量 同上 同上

06 生态科学 曾凡江 同上 同上

07 生态技术与工程 陈亚宁 同上 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兼职导

师

08 生态技术与工程 徐海量 同上 同上

09 生态规划与管理 陈亚宁 同上 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兼职导

师

10 生态规划与管理 徐海量 同上 同上

▲0834 风景园林学 4

01 园林规划与设计 朱军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0大学数学④848植物造景与
配置

复试景观规划设计(4小时

快题)

联系电话8762747

02 风景区规划 朱军 同上

03 景观构建与理论 朱军 同上

04 景观构建与理论 王策 同上 新疆城乡规划研究院兼职

导师

05 景观构建与理论 傅超英 同上 新疆林业科学院兼职导师

06 园林规划与设计 王策 同上 新疆城乡规划研究院兼职

导师

07 园林规划与设计 傅超英 同上 新疆林业科学院兼职导师

08 风景区规划 王策 同上 新疆城乡规划研究院兼职

导师

09 风景区规划 傅超英 同上 新疆林业科学院兼职导师

▲0902 园艺学

090201 果树学 8

01 果树遗传资源与育种 李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1普通生物化学或612有机化
学选一④803植物生理学

复试果树栽培与育种学

联系电话8762747

02 果树遗传资源与育种 廖康 同上

03 果树遗传资源与育种 李文胜 同上

04 果树遗传资源与育种 秦伟 同上

05 果树遗传资源与育种 周龙 同上

06 果树遗传资源与育种 曾斌 同上

07 果树遗传资源与育种 齐曼·尤
努斯

同上

08 果树遗传资源与育种 海利力·
库尔班

同上

09 果树遗传资源与育种 王燕凌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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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果树遗传资源与育种 克热木·
伊力

同上

11 果树遗传资源与育种 何天明 同上

12 果树栽培与生理 李疆 同上

13 果树栽培与生理 李文胜 同上

14 果树栽培与生理 刘立强 同上

15 果树栽培与生理 廖康 同上

16 果树栽培与生理 卢春生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17 果树栽培与生理 骆强伟 同上 鄯善葡萄瓜果研究中心兼

职导师

18 果树栽培与生理 李秀根 同上 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

所兼职导师

090202 蔬菜学 5

01 蔬菜栽培与生理 秦勇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1普通生物化学或612有机化
学选一④803植物生理学

复试蔬菜栽培与育种学

联系电话8762747

02 蔬菜栽培与生理 高杰 同上

03 蔬菜栽培与生理 林辰壹 同上

04 蔬菜栽培与生理 吴慧 同上

05 蔬菜遗传资源与育种 高杰 同上

06 蔬菜遗传资源与育种 葛菊芬

07 西甜瓜遗传资源与育种 王惠林 同上

08 西甜瓜遗传资源与育种 董连新 同上

09 西甜瓜栽培与生理 王惠林 同上

10 西甜瓜栽培与生理 董连新 同上

11 蔬菜栽培与生理 廖新福 同上 鄯善葡萄瓜果研究中心兼

职导师

12 西甜瓜遗传资源与育种 伊鸿平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0907 林学

090701 林木遗传育种 4

01 林木遗传资源 张萍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0大学数学或611普通生物化
学选一④849森林植物学

复试林木遗传育种学

联系电话8762747

02 林木遗传资源 李疆 同上

03 林木遗传资源 廖康 同上

04 林木遗传资源 罗淑萍 同上

05 林木良种选育 张萍 同上

06 林木良种选育 李疆 同上

07 林木良种选育 廖康 同上

08 林木良种选育 史彦江 同上 新疆林业科学院兼职导师

090702 森林培育 4

01 经济林栽培与生理 潘存德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0大学数学或611普通生物化
学选一④849森林植物学

复试森林培育学

联系电话8762747

02 生态林培育理论与技术 潘存德 同上

03 经济林栽培与生理 史彦江 同上 新疆林业科学院兼职导师

04 经济林栽培与生理 李宏 同上 同上

05 生态林培育理论与技术 李宏 同上 同上

090703 森林保护学 4

01 林木虫害防治 阿地力·
沙塔尔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0大学数学或611普通生物化
学选一④849森林植物学

复试林木病理学或林木昆

虫学选一

联系电话8762747

02 林木病害防治 蒋萍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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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04 森林经理学 4

01 森林生态与经营 潘存德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0大学数学或611普通生物化
学选一④849森林植物学

复试森林经理学（含测树

学）

联系电话8762747

02 林业3S技术与应用 王振锡 同上

090705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4

01 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 李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0大学数学或611普通生物化
学选一④849森林植物学

复试保护生物学

联系电话8762747

02 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 董连新 同上

03 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 黄俊华 同上

04 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 廖康 同上

05 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 曾斌 同上

06 动物资源保护与利用 阿地力·
沙塔尔

同上

090706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4

01 园林植物遗传资源与育种 张萍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0大学数学或611普通生物化
学选一④849森林植物学

复试园林树木学

联系电话8762747

02 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 黄俊华 同上

03 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 关雪莲 同上

04 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 张云 同上

05 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 阿地力·
沙塔尔

同上

06 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 蒋萍 同上

07 园林植物应用与园林生态 陆婷 同上

08 园林植物应用与园林生态 尹林克 同上 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兼职导

师

09 园林植物应用与园林生态 孙卫 同上 乌鲁木齐市植物园兼职导

师

10 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 孙卫 同上 同上

090707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4

01 林业生态工程 徐新文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0大学数学或611普通生物化
学选一④849森林植物学

复试荒漠化防治工程学

联系电话8762747

02 林业生态工程 朱小龙 同上 新疆吐鲁番地区林管站兼

职导师

03 荒漠化防治 徐新文 同上 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兼职导

师

04 荒漠化防治 徐海量 同上 同上

095102 园艺（农业推广硕士） 22

01 果树栽培技术 李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39农业知识综合一（植物学、
遗传学、农业生态学、土壤学 选
三）④843果树栽培学或844蔬菜
栽培学 选一

复试果树育种学、园艺植

物育种学选一

联系电话8762747

02 果树种质资源 李疆 同上

03 果树种质资源 何天明 同上

04 果树种质资源 周龙 同上

05 果树种质资源 刘立强

06 园艺植物生物技术 齐曼·尤
努斯

同上

07 园艺植物生物技术 海利力·
库尔班

同上

08 园艺植物生物技术 王燕凌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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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蔬菜栽培技术 秦勇 同上

10 蔬菜栽培技术 高杰 同上

11 蔬菜栽培技术 秦勇 同上

12 蔬菜栽培技术 林辰壹 同上

13 蔬菜栽培技术 吴慧 同上

14 西甜瓜栽培技术 王惠林 同上

15 西甜瓜栽培技术 董连新 同上

16 果树栽培技术 卢春生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17 果树栽培技术 车凤斌 同上 同上

18 西甜瓜栽培技术 张永兵 同上 同上

19 西甜瓜栽培技术 伊鸿平 同上 同上

20 果树栽培技术 史彦江 同上 新疆林科院兼职导师

21 果树栽培技术 骆强伟 同上 鄯善葡萄瓜果研究中心兼

职导师

22 蔬菜栽培技术 廖新福 同上 同上

23 蔬菜栽培技术 葛菊芬 同上 乌鲁木齐市蔬菜研究所兼

职导师

095107 林业（农业推广硕士） 16

01 林木种质资源 黄俊华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39农业知识综合一（植物学、
遗传学、农业生态学、土壤学 选
三）④821普通生态学

复试林学概论

联系电话8762747

02 林木种质资源 关雪莲 同上

03 林木种质资源 张云 同上

04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阿地力·
沙塔尔

同上

05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蒋萍 同上

06 林业3S技术应用 王振锡 同上

07 森林培育技术 李宏 同上 新疆林业科学院兼职导师

08 森林培育技术 史彦江 同上 同上

095114 设施农业（农业推广硕士） 12

01 设施果树 李疆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41农业知识综合三(4)（含设
施农业栽培学、设施农业环境工
程学、土壤肥料学）④846设施果
树栽培学或847设施蔬菜栽培学选
一

复试果树育种学、园艺植

物育种学选一

联系电话8762747

02 设施果树 廖康 同上

03 设施果树 曾斌 同上

04 设施果树 何天明 同上

05 设施果树 周龙 同上

06 设施蔬菜 秦勇 同上

07 设施蔬菜 高杰 同上

08 设施蔬菜 林辰壹 同上

09 设施蔬菜 王惠林 同上

10 设施蔬菜 吴慧 同上

011 管理学院

▲1204 公共管理

120401 行政管理 10

01 人力资源管理 李放滔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5公共管理学④851公共经济
学

复试行政管理学

联系电话8762945

8763304

02 人力资源管理 朱峰 同上

03 人力资源管理 张杰 同上

04 人力资源管理 谭刚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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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乡村公共治理与社会管理 刘光远 同上

06 乡村公共治理与社会管理 祖力菲娅
·买买提

同上

07 乡村公共治理与社会管理 阿依努尔
·艾孜木

同上

08 企业行政管理 关志强 同上

09 城乡建设与资源管理 刘光远 同上

10 城乡建设与资源管理 刘新平 同上

11 城乡建设与资源管理 马瑛 同上

12 公共政策分析 杨俊孝 同上

13 区域发展与规划管理 蒲春玲 同上

14 区域发展与规划管理 李莉 同上

15 区域发展与规划管理 张晔 同上

16 民族宗教事务管理 张小楠 同上

17 民族宗教事务管理 贾友军 同上

18 民族宗教事务管理 寇新华 同上

19 法治政府与政务管理 刘光远 同上

20 教育行政管理 张小楠 同上

21 教育行政管理 刘向晖 同上

22 教育行政管理 康菊花 同上

23 教育行政管理 徐春兰 同上

24 教育行政管理 晁正蓉 同上

25 教育行政管理 赵爽 同上

26 教育行政管理 张鹏翔 同上

27 教育行政管理 杨文革 同上

28 教育行政管理 郭兰 同上

29 教育行政管理 谭刚 同上

30 电子政务与政府信息化管理 王华丽 同上

31 突发事件与应急管理 贾友军 同上

32 突发事件与应急管理 寇新华 同上

33 乡村公共治理与社会管理 柴林 同上 新疆社会科学院兼职导师

120404 社会保障 5

01 城乡统筹与社会保障 杨俊孝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5公共管理学④851公共经济
学

复试社会保障学

联系电话8762945

8763304

02 城乡统筹与社会保障 蒲春玲 同上

03 城乡统筹与社会保障 张晔

04 农村社会保障 王华丽 同上

05 农村社会保障 阿依努尔
·艾孜木

同上

06 城市住宅保障制度 綦群高 同上

07 城市住宅保障制度 马瑛 同上

08 城市住宅保障制度 韩芳 同上

09 城市住宅保障制度 孟梅 同上

10 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王华丽 同上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2

01 土地经济与管理 蒲春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6土地管理学④852土地经济
学

复试地籍管理

联系电话8762945

8763304

02 土地经济与管理 杨俊孝 同上

03 土地经济与管理 刘光远 同上

04 土地经济与管理 王承武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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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 备注专业代码、专业名称、研究方向

05 土地经济与管理 王华丽 同上

06 土地经济与管理 马瑛 同上

07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邵战林 同上

08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蒲春玲 同上

09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刘新平 同上

10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孟梅 同上

11 资源利用与生态补偿 王承武 同上

12 资源利用与生态补偿 李莉 同上

13 土地法规与政策 杨俊孝 同上

14 土地法规与政策 刘光远 同上

15 土地规划与城乡规划 刘新平 同上

16 土地规划与城乡规划 邵战林 同上

17 房地产经济 綦群高 同上

18 房地产经济 马瑛 同上

19 房地产经济 韩芳 同上

20 土地规划与城乡规划 杜文星 同上 自治区国土资源规划研究

院兼职导师

21 土地规划与城乡规划 杜宏茹 同上 中国科学院兼职导师

1203Z1 农村发展与资源管理 8

01 资源配置与城乡协调发展 蒲春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3数学三④850资源环境经济
学

复试区域经济学

联系电话8762945

8763304

02 资源配置与城乡协调发展 孟梅 同上

03 资源配置与城乡协调发展 王承武 同上

04 资源配置与城乡协调发展 马瑛 同上

05 资源配置与城乡协调发展 李莉 同上

06 资源配置与城乡协调发展 张晔 同上

07 资源配置与城乡协调发展 杨俊孝 同上

08 农业资源利用管理与生态建设 刘新平 同上

09 农业资源利用管理与生态建设 李莉 同上

10 农村土地政策与现代农业发展 杨俊孝 同上

11 农村土地政策与现代农业发展 刘光远 同上

12 农村土地政策与现代农业发展 祖力菲娅
·买买提

同上

13 农村土地政策与现代农业发展 孟梅 同上

14 农村土地政策与现代农业发展 邵战林 同上

095110 农村与区域发展（农业推广硕
士）

23

01 资源管理与区域持续发展 蒲春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42农业知识综合四（含农村政
策学、农业经济管理、管理学）
④853经济学或854农村公共管理
选一

复试统计学

联系电话8762945

8763304

02 资源管理与区域持续发展 王承武 同上

03 资源管理与区域持续发展 马瑛 同上

04 资源管理与区域持续发展 王华丽 同上

05 资源管理与区域持续发展 李莉 同上

06 土地规划与利用 刘新平 同上

07 土地规划与利用 邵战林 同上

08 土地制度与政策 马瑛 同上

09 土地制度与政策 綦群高 同上

10 区域发展与规划管理 王承武 同上

11 区域发展与规划管理 孟梅 同上

12 区域发展与规划管理 王华丽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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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张杰 同上

14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李放滔 同上

15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朱峰 同上

16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刘向晖 同上

17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谭刚 同上

18 农村城镇化 杨俊孝 同上

19 农村社会管理 刘光远 同上

20 现代农业发展与制度创新 祖力菲娅
·买买提

同上

21 企业战略管理 关志强 同上

22 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管理 张晔 同上

23 城乡社会发展及社会治理 阿依努尔
·艾孜木

同上

24 城乡社会发展及社会治理 柴林 同上 新疆社会科学院兼职导师

095111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农业推
广硕士）

7

01 土地资源开发利用 刘新平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42农业知识综合四（含农村政
策学、农业经济管理、管理学）
④853经济学或854农村公共管理
选一

复试统计学

联系电话8762945

8763304

02 土地资源开发利用 刘光远 同上

03 土地资源开发利用 孟梅 同上

04 农业资源开发与利用管理 祖力菲娅
·买买提

同上

05 农村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 李放滔 同上

06 农村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 朱峰 同上

07 农村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 谭刚 同上

08 农村土地经营制度 杨俊孝 同上

1252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23

01 国土资源与环境管理 蒲春玲 ①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

复试公共管理学

联系电话8762945

8763304

02 国土资源与环境管理 王承武 同上

03 国土资源与环境管理 邵战林 同上

04 区域发展与规划 王华丽 同上

05 农村发展与社会管理 阿依努尔
·艾孜木

同上

06 农村发展与社会管理 祖力菲娅
·买买提

同上

07 农村发展与社会管理 张晔 同上

08 农村发展与社会管理 王华丽 同上

09 城乡建设与管理 马瑛 同上

10 公共政策分析 杨俊孝 同上

11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李放滔 同上

12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关志强 同上

13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谭刚 同上

14 社会危机管理 贾友军 同上

15 社会危机管理 寇新华 同上

16 社会危机管理 杨俊孝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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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法治政府与政务管理 刘光远 同上

18 教育经济与管理 张小楠 同上

19 教育经济与管理 刘向晖 同上

20 教育经济与管理 张杰 同上

21 教育经济与管理 徐春兰 同上

22 教育经济与管理 晁正蓉 同上

23 教育经济与管理 康菊花 同上

021 经济与贸易学院

▲0202 应用经济学

020202 区域经济学 4

01 小城镇建设与政策 刘维忠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3数学三④853经济学

复试区域经济学

联系电话8762944

02 区域经济发展与政策 尼合迈提
·霍嘉

同上

03 区域经济发展与政策 马惠兰 同上

04 区域经济发展与政策 李红 同上

05 城乡协调发展与政策 刘国勇 同上

06 区域经济发展与政策 陈彤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020203 财政学 2

01 财政职能政策 张敏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3数学三④853经济学

复试财政学

联系电话8762944

02 基本公共服务管理 张敏 同上

03 财政理论与政策 郭晖 同上

04 政府投融资研究 郭晖 同上

020204 金融学 4

01 金融投资 余国新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3数学三④853经济学

复试金融学

联系电话8762944

02 国际金融 永春芳 同上

03 金融理论与政策 永春芳

04 农村金融 布娲鹣·
阿不都拉

同上

05 农村金融 郭晖 同上

06 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夏咏 同上

07 国际金融 夏咏 同上

020205 产业经济学 6

01 产业经济分析 朱美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3数学三④853经济学

复试产业经济学

联系电话8762944

02 产业经济分析 李红 同上

03 产业经济分析 綦群高 同上

04 投资项目评价 余国新 同上

05 流通产业发展与政策 布娲鹣·
阿不都拉

同上

06 旅游产业发展与政策 姚娟 同上

07 旅游产业发展与政策 白祥 同上

020206 国际贸易学 3

01 农产品国际贸易 布娲鹣·
阿不都拉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3数学三④853经济学

复试国际经济学

联系电话8762944

02 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 夏咏 同上

03 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 夏咏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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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农产品市场与贸易 布娲鹣·
阿不都拉

同上

05 中亚经济 孙莉 同上

06 农产品国际贸易 陈其钢 同上 轻工国际集团兼职导师

020208 统计学 2

01 管理统计 朱美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3数学三④853经济学

复试统计学

联系电话8762944

02 经济统计 王贵荣 同上 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

兼职导师

020209 数量经济学 2

01 经济计量学与应用 朱美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3数学三④853经济学

复试经济计量学

联系电话8762944

02 经济系统分析 王贵荣 同上 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

兼职导师

095110 农村与区域发展（农业推广硕
士）

20

01 现代农业发展与政策 刘维忠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42农业知识综合四（含农村政
策学、农业经济管理、管理学）
④853经济学或854农村公共管理
选一

复试统计学

联系电话8762944

02 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余国新 同上

03 农业产业组织与管理 余国新 同上

04 会计与财务管理 张敏 同上

05 农产品冷链管理 刘维忠 同上

06 农村金融与投资 布娲鹣·
阿不都拉

同上

07 农村金融与投资 夏咏 同上

08 农村金融与投资 永春芳 同上

09 农产品贸易 热孜燕·
瓦卡斯

同上

10 农产品营销 滕国玲 同上

11 农产品物流与管理 李红 同上

12 农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尼合迈提
·霍嘉

同上

13 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努尔古丽
·阿不都
苏力

同上

14 农业与乡村旅游 姚娟 同上

15 乡村旅游 白祥 同上

16 水利经济 朱美玲 同上

17 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周莉荔 同上

18 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再娜甫.
尼合买提

同上

19 农村经济发展与政策 刘国勇 同上

20 农产品市场与贸易 布娲鹣·
阿不都拉

同上

21 农业产业跨国经营 陈其钢 同上 轻工国际集团兼职导师

22 现代农业发展与政策 戴健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23 现代农业发展与政策 马建荣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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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111 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农业推
广硕士）

15

01 农业专业合作组织 朱美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42农业知识综合四（含农村政
策学、农业经济管理、管理学）
④853经济学或854农村公共管理
选一

复试统计学

联系电话8762944

02 农业专业合作组织 张敏 同上

03 农业专业合作组织 李红 同上

04 农业专业合作组织 尼合迈提
·霍嘉

同上

05 农村合作组织发展 刘国勇 同上

06 农产品品牌与营销 热孜燕·
瓦卡斯

同上

07 农产品质量安全 滕国玲 同上

08 农村金融组织 夏咏 同上

09 农村金融组织 永春芳 同上

10 农业科技发展与评价 刘维忠 同上

11 农业高新技术园区组织与管理 余国新 同上

12 科技人力资源管理 周莉荔 同上

13 农业科技组织管理 再娜甫.
尼合买提

同上

14 农产品流通与贸易 布娲鹣·
阿不都拉

同上

15 农产品贸易与服务 布娲鹣·
阿不都拉

同上

16 农业技术服务与组织 李寿山 同上 自治区政协兼职导师

▲1203 农林经济管理

120301 农业经济管理 10

01 现代农业发展与政策 刘维忠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3数学三④853经济学

复试农业经济学

联系电话8762944

02 农村经济与评价 朱美玲 同上

03 投资与管理 余国新 同上

04 投资与管理 杨红 同上

05 农业经济政策 马惠兰 同上

06 农业经济政策 刘国勇 同上

07 农产品营销 热孜燕·
卡瓦斯

同上

08 农产品营销 滕国玲 同上

09 农产品营销 李红 同上

10 财务管理 张敏 同上

11 农村财政与金融 郭晖 同上

12 农村金融政策 永春芳 同上

13 农村合作经济 尼合迈提
·霍嘉

同上

14 人力资源经济 刘向晖 同上

15 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热孜燕·
卡瓦斯

同上

16 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周莉荔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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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再娜甫.
尼合买提

同上

18 农村金融与投资 夏咏 同上

19 农产品市场与贸易 布娲鹣·
阿不都拉

同上

20 国际农业经贸合作 布娲鹣·
阿不都拉

同上

21 农村社会与评价 努尔古丽
·阿不都
苏力

同上

22 农业生态经济效益评价 白祥 同上

23 农业经济政策 陈彤 同上 新疆农科院兼职导师

24 农业经济政策 刘振虎 同上 同上

120302 林业经济管理 3

01 生态效益评价 李建贵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3数学三④853经济学

复试林业经济管理

联系电话8762944

02 干旱区林权改革与政策 刘维忠 同上

03 生态旅游 姚娟 同上

1203Z2 农业商务管理 4

01 农业产业链组织与管理 刘维忠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3数学三④855管理学

复试农业经济学

联系电话8762944

02 涉农企业管理 余国新 同上

03 农产品国际营销 布娲鹣·
阿不都拉

同上

04 农产品国际营销 热孜燕·
卡瓦斯

同上

05 农产品品质与营销 滕国玲 同上

1203J1 水利经济管理 2

01 节水经济与管理 朱美玲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3数学三④855管理学

复试农业经济学

联系电话8762944

02 节水经济与管理 刘国勇 同上

03 水资源经济政策 周莉荔 同上

04 水利水电建设造价管理 岳春芳 同上

1252 公共管理（专业学位） 10

01 公共政策分析 余国新 ①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②204
英语二

复试公共管理学

联系电话8762944

02 公共政策分析 马惠兰 同上

03 公共政策分析 朱美玲 同上

04 公共政策分析 李红 同上

05 公共政策分析 布娲鹣·
阿不都拉

同上

06 公共政策分析 张敏 同上

07 公共政策分析 刘国勇 同上

08 公共政策分析 刘维忠 同上

09 公共政策分析 尼合迈提
·霍嘉

同上

10 行政管理 再娜甫·
尼合买提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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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0828Z1 农业信息化技术 4

01 数据库技术 张太红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2数学二④856数据结构及操
作系统

复试C程序设计
联系电话8762896

02 数据库技术 冯向萍 同上

03 农业信息检索 张太红 同上

04 农业信息知识管理 杨抒 同上

05 软件工程 杨抒 同上

06 智能计算及应用 恰汗·合
孜尔

同上 自治区科协兼职导师

07 物联网技术及应用 张岩 同上 新疆理化所兼职导师

08 物联网及无线通讯 曾文潇 同上 同上

0828Z2 数据库与知识工程 3

01 数据库技术 张太红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302数学二④856数据结构及操
作系统

复试C程序设计
联系电话8762896

02 数据库技术 冯向萍 同上

03 Web使用数据挖掘可视化技术研
究

米娜瓦
尔.努拉
合买提

同上

04 数字空间信息挖掘 蒲智 同上

05 时空数据挖掘 孙伟 同上

023 林业研究所

▲0713 生态学 2

01 林木生理生态学 李建贵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01大学数学或611普通生物化
学选一④821普通生态学

复试植物生态学

联系电话8753443

02 森林生态系统管理 张新平 同上 新疆林科院兼职导师

03 生态系统监测 李虎 同上 新疆卫星应用中心兼职导

师

090701 林木遗传育种 2

01 林果种质资源 李建贵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0大学数学或611普通生物化
学选一④849森林植物学

复试林木遗传育种学

联系电话8753443

02 经济林育种 秦伟 同上

03 经济林育种 宋锋惠 同上 新疆林科院兼职导师

090702 森林培育 2

01 植物抗逆生理 李建贵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0大学数学或611普通生物化
学选一④849森林植物学

复试森林培育学

联系电话8753443

02 经济林栽培 李建贵 同上

03 经济林栽培 宋锋惠 同上 新疆林科院兼职导师

090703 森林保护学 2

01 森林昆虫学 温俊宝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③610大学数学或611普通生物化
学选一④849森林植物学

复试林木病理学或林木昆

虫学选一

联系电话8753443

02 森林病理学 田呈明 同上 北京林业大学兼职导师

03 森林植物检疫 田呈明 同上 同上

095107 林业（农业推广硕士） 8

01 林木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李建贵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4英语二
③339农业知识综合一（植物学、
遗传学、农业生态学、土壤学 选
三）④821普通生态学

复试林学概论

联系电话8753443

02 林木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田呈明 同上 北京林业大学兼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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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林木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 温俊宝 同上 同上

04 果树生产技术 李建贵 同上

05 果树生产技术 秦伟 同上

06 果树生产技术 宋锋惠 同上 新疆林科院兼职导师

07 果树生产技术 张东亚 同上 同上

08 生态系统监测技术 张新平 同上 同上

09 “3S”应用技术 李虎 同上 新疆卫星应用中心兼职导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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