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号

姓名

82101182470 陈俊菡

82101182476 殷丽娟

82101182487 曲佳佳

82101182473 刘航

82101182474 马浩

82101185233 吴赛赛

82101182466 孙素华

专业

学位类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

农业经济管理

硕士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

农业管理

硕士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

导师

胡林

周国民

张蕙杰

刘升平

崔运鹏

谢能付

许世卫

答辩时间

5月08日，15:00-17:00

5月08日，15:00-17:00

5月21日，9:00-10:30

5月24日，14:00-16:00

5月24日，14.00-16.00

5月25日，9:30-12:00

5月25日，17:00-21:00

答辩地点

论文题目

答辩委员会委员

信息所5114会议室

北京林业大学冯仲科，教授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孔丽华，高级工程师
基于机器学习法的大豆加工贸
农科院周国民，研究员
易企业海关风险评估模型研究
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谢能付，副研究员
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樊景超，副研究员

信息所5114会议室

北京农学院徐践，教授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孔丽华，高级工程师
面向农业科学数据出版障碍的
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胡林，研究员
影响因素研究
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谢能付，副研究员
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樊景超，副研究员
农科院李先德，研究员；
农科院王济民，研究员；
北京农学院赵海燕，教授；
农科院吴建寨，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陈传波，副教授

信息所5114会议室

中国杂粮供求研究

信息所5306会议室

农科院诸叶平，研究员
农科院崔运鹏，研究员
基于CNN的无人机麦穗计数方
农科院李世娟，研究员
法研究
中国科学院文献中心，张建勇，研究员
中国农业大学，刘云玲，副教授

信息所5306会议室

农科院诸叶平，研究员
农科院刘升平，副研究员
基于神经网络的农业科技文献
农科院李世娟，研究员
自动综述关键技术研究与实现
中科院文献中心，张建勇，研究员
中国农业大学，刘云玲，副教授

信息所5114会议室

农科院陈萌山，研究员
农科院周清波，研究员
农科院吴建寨，研究员
基于知识图谱的作物病虫害智
农科院张学福，研究员
能问答系统设计与实现
中科院曹存根，研究员
北京大学黄雨，研究员
北京交通大学贾彩燕，教授

信息所第一会议室

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研究 ——
以农垦农业生产为例

武拉平，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韩一军，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谭淑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王应宽，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
李先德，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孙东升，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严定春，农科院蜜蜂研究所，研究员

82101182480 岳怡然

82101181277 李娇

82101161218 赵华

82101182478 李悦

82101181267 袁俊林

82101182488 杨玉影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

农业信息管理

农业信息管理

博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

农业经济管理

农业经济管理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寇远涛

赵瑞雪

赵瑞雪

鲜国建

聂凤英

聂凤英

5月26日，13：00-17：00 信息所第七会议室

5月26日，10:20-12:10

5月26日，1：00-2：00

信息所第七会议室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黄金霞，研究员；
北京大学，李广建 ，教授
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李思经 ，研究员
基于知识图谱的科研综述生成
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孟连生，研究员
研究
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孟宪学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唐小利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曾建勋 ，研究馆员

信息所第七会议室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黄金霞，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张学福，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李思经 ，
研究员
基于生命周期的农业科技大数据监护研究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孟连生，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孟宪学 ，研究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唐小利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曾建勋 ，研究馆员

5月26日，13：00-17：00 信息所第七会议室

5月27日，8:30-14:00

5月27日，8:30-14:00

中科院黄金霞，研究员
农科院李思经，研究员
面向知识服务的用户画像构建
农科院孟宪学，研究员
与应用研究
医科院唐小利，研究员
中信所曾建勋，研究馆员

中科院黄金霞，研究员
农科院李思经，研究员
中科院孟连生，研究员
农作物病虫害知识图谱构建研
农科院孟宪学，研究员
究
医科院唐小利，研究员
中信所曾建勋，研究馆员
农科院张学福，研究员

信息所第一会议室

北京大学刘承芳，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谭淑豪，教授
农民合作社减贫机理与成效研 贫困地区发展基金有限公司郭建军，研究员
究——基于中国西部贫困地区 农科院贾相平，研究员
的实证
农科院张莉，研究员
农科院郑海霞，研究员
农科院李辉尚，研究员

信息所第一会议室

北京大学刘承芳，研究员
风险冲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 中国人民大学谭淑豪，教授
究——以中国西部贫困地区为 贫困地区发展基金有限公司郭建军，研究员
例
农科院贾相平，研究员
农科院张莉，研究员

82101182489 张敬毅

82101185232 柳晔

82101185231 陈香忆

82101182477 郭晓真

农业经济管理

农业管理

农业管理

硕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

张莉

张峭

刘瀛弢

张学福

5月27日，8:30-12：15

5月27日，14:30~17:30

5月27日，14:30~17:30

5月28日，8:30-11:30

信息所第一会议室

农科院聂凤英，研究员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禽肉贸 农科院贾相平，研究员
易研究——基于贸易便利化视 北京大学刘承芳，研究员
角
中国人民大学谭淑豪，教授
中科院刘宇，研究员

信息所5208会议室

庹国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任爱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农业保险对环境友好型农业技 研究员
术采纳意愿的影响
杨汭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赵俊晔 ，农科院信息所，研究员
王克，农科院信息所，研究员

信息所5208会议室

庹国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任爱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北京市农业保险补贴效率及影 研究员
响因素分析
杨汭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赵俊晔 ，农科院信息所，研究员
王克，农科院信息所，研究员

信息所第七会议室

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梅方权，研究员；
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孟宪学，研究员；
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孟连生，研究员；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李广建，教授；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曾建勋，研究馆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钱庆，研究员；
农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孙巍，研究员

82101182479 王成卓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

孙巍

5月28日，8:30-11:30

信息所第七会议室

82101161219 李楠

农业信息管理

张学福

5月28日，8:30-11:30

信息所第七会议室

博士研究生

基于领域-主题-词三维关联挖
掘的技术主题识别研究

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梅方权，研究员；
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孟宪学，研究员；
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孟连生，研究员；
基于ESI数据的学术机构前沿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李广建，教授；
竞争力分析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曾建勋，研究馆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钱庆，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张学福，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梅方权，研究
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孟宪学，研究
员；
进化视角的技术预见方法研究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孟连生，研究员；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李广建，教授；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曾建勋，研究馆员；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钱庆，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孙巍，研究员

82101186231 刘浩

82101182465 秦朗

82101182469 杨珧

82101182475 撒旭

82101182472 李春雷

82101181284 祁伟彦

82101182467 王磊

农业管理

硕士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

农业信息分析学 博士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

董晓霞

吴建寨

王川

王健

王文生

李哲敏

李哲敏

5月28日，14:00-17:00

5月28日，14:00-17:00

5月28日，14:00-17:30

5月28日，9：00-12：00

信息所4208会议室

北京农学院刘芳，教授
我国规模化奶牛养殖场奶料比 农经所任爱胜，研究员
测算及区位差异原因分析
区划所尹昌斌，研究员
社科院刘玉满，研究员
信息所吴建寨，研究员

信息所4208会议室

北京市“菜篮子”产品零售终端
空间格局研究

信息所4208会议室

北京农学院刘芳，教授
农经所任爱胜，研究员
恩施贡水白柚产业农旅融合发
区划所尹昌斌，研究员
展研究
社科院刘玉满，研究员
信息所董晓霞，研究员

信息所5114会议室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甘国辉，研究员
北京工业大学，梁毅，副教授
农业科学数据质量感知线索与
农科院信息所，胡林，研究员
标准研究
农科院信息所，谢能付，研究员
农科院信息所，冯建中，研究员

北京农学院刘芳，教授
农科院农经所任爱胜，研究员
农科院区划所尹昌斌，研究员
社科院刘玉满，研究员
农科院信息所董晓霞，研究员

5月29日，13：30-17：30 信息所第七会议室

李金祥，农业农村部，研究员；
周园春，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员；
周国民，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管理局，研究员；
李思经，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研究员；
基于集成学习的贫困户精准动
王英杰，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
态识别系统设计与实现
张忠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
魏凯，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研究
员；

信息所第七会议室

李国祥，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巩前文，教授，北京林业大学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可持续生计 姜广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
的影响研究
郭静利，研究员，农科院生物所
——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
吴建寨，研究员，农科院信息所
夏 英，研究员，农科院农经所
郭燕枝，研究员，农业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信息所第七会议室

李国祥，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巩前文，教授，北京林业大学
农户参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 姜广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
意愿研究
郭静利，研究员，农科院生物所
——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
吴建寨，研究员，农科院信息所
夏 英，研究员，农科院农经所
郭燕枝，研究员，农业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5月30日，9：00-11：30

5月30日，9：00-11：30

82101151213 吴培

82101182471 胡明玉

82101181268 曹景军

农业信息分析学 博士研究生

管理科学与工程 硕士研究生

信息技术与数字农业
博士研究生

李哲敏

柴秀娟

周国民

5月30日，9：00-11：30

5月31日，8:30-11:30

5月31日，8:30-11:30

信息所第七会议室

李国祥，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巩前文，教授，北京林业大学
姜广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畜产品价格预测模型优化
郭静利，研究员，农科院生物所
与应用研究
吴建寨，研究员，农科院信息所
夏 英，研究员，农科院农经所
郭燕枝，研究员，农业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信息所第七会议室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信息与经济研究所，孙素
芬，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周国民，研究员
基于深度学习的苹果树芽体图 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熊本海，研究员
像识别方法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祁力钧，教授
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杨贵军，研究员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黄博，教授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王瑞平，研究员

信息所第七会议室

孙素芬，研究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信息与经
济研究所
熊本海，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
究所
基于深度学习的双孢菇采摘机
祁力钧，教授，中国农业大学
器人视觉系统研究
杨贵军，研究员，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黄博，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王瑞平，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柴秀娟，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