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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合作导师简介 
 

姓名 张 辉 职务/职称 院长/研究员  

研究领域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E-mail zhanghui@aape.org.cn 

招生专业 
农业经济管理、农村与区域发

展、区域经济学等相关专业 
研究方向 农业政策研究 

博士后研究课题名称 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研究 
招生计 

划数 
1 

 

本人业务工

作简介（200

字以内） 

 

长期从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规划编制，以及农业投资管理

和示范区推进等工作。先后完成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建立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等重大战略研究，具体牵头组织编制了国务

院印发的“十二五”现代农业规划、“十三五”农业现代化规划等国家重要

规划。组织开展了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也是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谋划

团队的核心成员。 

博士后研究

课题简介 

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这是新时代“三农”

工作的总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总目标。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到 2050 年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已

成为检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的重要标尺。目前，国内关于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大量研究工作需要深入开展。本课题将聚焦

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内涵的系统化研究和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实现程度的

量化分析，从“国内、国际”两个视野，“问题、目标、结果”三个导向，

“理论、历史、价值、实践”四个维度，探析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内涵、

历史规律、目标体系和推进路径，对“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所处的

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做出判断，在空间布局上做出战略研究谋划，在时间定

位上作出路径设计谋划，力争在理论探索、实践指导、政策创新等方面形成

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为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开

启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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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齐飞 职务/职称 
院总工程师 

/研究员 

 

研究领域 农业生物环境工程（结构与装备） 

E-mail qf2008@188.com 

招生专业 建筑工程类 研究方向 结构力学及相关 

博士后研究课题名称 新型温室结构研究 
招生计

划数 
1 

 

本人业务 

工作简介 

 

 

主要从事设施农业工程技术与研究，包括温室结构设计理论、设施园

艺装备技术、设施农业产业发展理论等，主持和参与国家及地方科学研究

项目 30余项、参与行业标准制订近 10项、发表论文 40余篇，“十二五”

国家科技支撑“设施节能”项目、公益性行业科技“非耕地”项目首席专

家，“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温室智能化”首席专家。目前从事设

施园艺产业发展理论、温室建筑与结构理论、温室装备集成与开发方面的

研究与推广工作。 

 

博士后研究 

课题简介 

 

研究目标：探索建立中国日光温室建筑结构设计理论体系。 

研究重点：以温室结构设计理论方法和相关电算化应用为研究重点，

目前主要以断点盲点较多的日光温室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建筑设计中储

热相关新概念新理论、结构设计中实腹构件平面内稳定设计方法、数据长

期检测方法与平台设计等。 

主要内容：包括：1)日光温室建筑环境设计理论构建。2) 日光温室

小截面实腹构件稳定性设计理论研究 3) 日光温室设计及性能评估软件开

发。4) 新型日光温室结构研发及验证。5) 日光温室性能评价体系构建。 

 

 



3 
 

姓名 孟海波 职务/职称 处长/研究员 照片 

研究领域 农业农村废弃物资源化 

E-mail newmhb7209@163.com 

招生专业 农业工程/环境工程 研究方向 农业农村废弃物资源化 

博士后研究课题名称 
基于生物炭改性的炭基有机肥创制

及土壤改良研究 
招生计划数 2 

本人业务

工作简介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担任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有机废弃物肥料化利用与环境保护创新团队”首

席。长期从事农业农村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以及生态循环农业技术装备开

发，主持承担国家、省部级课题 20 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省部

级奖励 10项，制定行业标准 16项，获得国家专利 31件，获得鉴定成果 3项，

发表论文 160篇，其中 EI收录 65篇，出版专著 3部。 

 

博士后研

究课题简

介 

     

    以作物秸秆和畜禽养殖粪便为研究对象，开展新型生物炭基肥研发，采用

物理化学方法进行秸秆生物炭改性处理，开发改性方法，定向调控生物炭表面

官能团组成和生物炭吸附解吸性能。开展改性生物炭与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

等有机废弃物共发酵研究，优化发酵工艺，实现臭气原位高效减控和有机肥品

质提升，开发新型改性多功能生物炭基肥料。探究改性多功能生物炭基肥对设

施菜地土壤理化特性、微生物菌群结构及重金属形态的影响规律，探索其在蔬

菜持续高效生产、土壤质量提升及土壤障碍因素克服中技术措施，解决土壤板

结、酸化、养分失衡、微生物菌落减少等问题，促进蔬菜高效、高质、绿色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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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李树君 职务/职称 所长/研究员  

研究领域 农业农村规划 

E-mail 130210@sohu.com 

招生专业 农业经济、农学 研究方向 现代种业 

博士后研究课题名称 
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建设评价

研究 
招生计划数 1 

 

本人业务 

工作简介 

 

 

主要从事农业规划、农业项目咨询和农业工程标准制定工作。课题研

究方面，参加了国家发改委组织开展的“新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力布局研究”、

“全国新增 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课题研究”等课题研究工作；规划编制

方面，参加了国家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一系列规划编制工作，包括国家

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国务院印发）、新一轮种子工程规划、国家南繁

科研育种基地建设规划等，为国家制定种业发展政策、实施种业发展建设

项目提供了政策建议；咨询评估方面，参与了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农业

部、中咨公司等组织的有关农业规划和项目策划与评估工作。近年来累计

主持和作为主要参加人参与的科研课题 20 多项、规划 80 多项、可行性研

究和项目评估 200 多项，并一直被农业部、中咨公司、农业部工程中心聘

为项目评审专家。 

 

博士后研究课

题简介 

 

为切实发挥现代种业产业园的技术集成、产业融合、创业平台、核心

辐射等功能作用，打造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的样板，迫切需要开展现代种业

产业园监测评价工作，及时分析总结种业产业园在依托种业企业带动、聚

集现代生产要素等方面的典型模式，探索推进种业强县建设新路子，支撑

现代种业发展。 

主要内容包括：建立种业产业园创建与发展指标体系；开展种业产业

园建设跟踪评价；分析种业产业园创建工作的现状、问题和挑战，提出措

施和建议；撰写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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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崔永伟 职务/职称 
副所长/高级经济

师 

 

 

 

研究领域 
智慧农业与数字乡村、乡村振兴战略与政策 

 

E-mail cuiyongwei@126.com 

招生专业 农业经济管理 研究方向 数字农业农村 

博士后研究课题名称 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农业农村 招生计划数 1 

 

本人业务 

工作简介 

 

主要从事智慧农业与数字乡村、乡村振兴战略政策与规划、信息经济

研究。主持和参加多项国际和国家级课题，主持完成亚行“中国政府农业

投入政策研究”和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产业集群发展建设研究”、

社会事业发展司“农村社会事业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市场与信息化司

“农业农村信息化研讨及推广服务”等课题，主要负责和完成各省、市、

县区域规划、园区规划、产业融合发展方案研究与编制等项目 100 余项。

目前已经发表中英文论文 30余篇，出版著作 6部。 

博士后研究

课题简介 

 

数字农业农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重要途径。围绕“数字赋能农业农村发展，智慧助力加快乡村振兴”

开展研究，主要包括 3 个方面的研究方向：加快发展智慧农业，推进农业

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数字化改造的方法路径研究；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构建面向农业农村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工程模式研究；数字农业农村经济

评价与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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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邓先德 职务/职称 研究员 
 

研究领域 畜牧工程、动物营养 

E-mail dengxiande@126.com 

招生专业 畜牧工程 研究方向 畜禽环境科学与工

程 博士后研究课题名称 肉羊标准化养殖配套设施工程技术研究与

示范 

招生计划数

数 

1 

 

本人业务 

工作简介 

主要从事畜牧与畜牧工程研究，主持和参加完成了国家“十五”重大

专项、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国家科技攻关技术课题、

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兵团重大科技项目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多项重

大课题。主持和参与完成了几十项省部级、地市级以及县级规划咨询项目。

获国家专利 4 项，制定修订国家和农业行业标准 8 项。发表核心期刊和 EI

刊物发表论文 30多篇；出版专著 6部，主编或著专著 3部，参编著作 3部。

荣获省部级一等奖、二等奖各 1项。 

博士后研究

课题简介 

 

针对北方自然气候条件，结合现代羊舍清洁养殖工艺，采用不同类型

羊舍设计，以优化肉用多胎型种羊养殖工艺，通过不同生产环境、不同饲

养密度、不同设施条件对不同生长阶段羊生产性能以及环境性疾病等影响

的研究，重点研究种羊舍建筑结构参数、环境控制参数等，开发方便生产

管理低碳型肉用多胎型种羊舍，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清粪工艺技术与设施装

备开发，提出一整套多胎型种羊场建设技术规范及建设方案，并进行产业

化示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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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王士奎 职务/职称 研究员 

 

研究领域 副产物综合利用及绿色农药肥料开发 

E-mail wosk@sohu.com 

招生专业 植物保护 研究方向 
绿色农药开发及 

防控技术 

博士后研究课题名称 
柑橘黄龙病绿色防控技术体 

系构建与示范 
招生计划数 1 

 

本人业务 

工作简介 

 

主要从事利用生物多糖资源研究开发新型生物活性材料、生物源农药、

生物源肥料及环保系列新产品工作，工作期间先后获得科研成果 8 项，授

权发明专利成果 18项，先后与 8家生产企业签署了技术转让协议，合同额

超过 1500 万元，累计为单位创收 2500 余万元，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省部级科技奖 2项，发表科研论文 40余篇。目前正在开展防控柑橘

黄龙病绿寡糖农药研制及绿色防控体系构建工作，提出了以信息寡糖为植

物免疫识别、以纳米碘为靶向杀菌的黄龙病疫苗研发新途径，创建了纳米

碘靶向攻击、信息寡糖免疫防护及高压灌注急输的柑橘黄龙病急输诱杀

（RTK）防控体系，为有效防治柑橘黄龙病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博士后研究

课题简介 

 

针对染病植株细胞膜损伤、树体抗病及免疫能力下降问题，对氨基寡

糖进行磷脂化改性，筛选具有长效诱导抗病性能的修复因子，以期在提高

柑橘抗性酶组活性的基础上，干扰柑橘韧皮部细胞膜对病菌的非特异性识

别，阻断病原菌从韧皮部向根部侵染，形成靶向识别干扰效果。研发出靶

向纳米碘杀菌材料与信息干扰-免疫诱抗因子络合形成兼具靶向杀菌-诱导

抗病双效靶向绿色农药。利用创制药物与药虫统防的生物源农药形成新型

组合物，构建绿色抗逆生态膜物理隔离及高压髓心灌注快速扩散技术、研

究高效 PCR 检测及变色试纸快速检测诊断技术、制定植株修复指数评价标

准，建立基于化学-生物-免疫-生态协同调控的多维度绿色防控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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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裴海生 
职务 

/职称 
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研究领域 加工副产物高值化利用 

E-mail peihaisheng2001@163.com 

招生专业 食品生物技术/微生物 研究方向 
加工副产物 

高值化利用 

博士后研究课题名称 
新型功能原料绿色制备关键技术 

研究及应用 
招生计划数 1 

 

本人业

务工作

简介 

 

主要从事农产品加工副产物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研究，在副产物资源活性成

分绿色高效提取、功能食品开发及产业化应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先后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重庆市科

技攻关专项 1项、院自选课题 2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项，河北

省科技攻关项目 1项。共发表学术论文 16篇，其中 SCI 7篇，EI 3篇，申请发

明专利 12项（授权 5项），参编著作 1 部。 

博士后

研究课

题简介 

 

围绕药食同源食材全组分及活性成分利用率不高、活性成分制备得率低且选

择性差、活性成分保持稳定性差及产品开发加工适宜性低等问题，选择花椒、茯

苓、葛根等食材为研究对象，开展原料粉碎前处理技术、绿色高效提取技术及稳

态化修饰技术、微生物发酵转化等关键技术开发，实现新型功能原料绿色高效制

备及产业化推广应用，提高药食同源食材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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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沈玉君 职务/职称 所长/正高级工程师 
 

研究领域 农业农村废弃物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E-mail shenyj11b@163.com 

招生专业 
农业工程、环境工程、微

生物等专业 
研究方向 

农业农村废弃物

处理及资源化利

用 

博士后研究课题名称 
多原料农村废弃物协同处理技

术研发 
招生计划数 1 

 

本人业务 

工作简介 

 

 

主要从事农业农村废弃物肥料化利用技术研究工作，在好氧堆肥、粪水

肥料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等方面取得多项科研成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等课题 12 项，第一或通讯作

者发表高水平论文 30 余篇，授权专利 30 余项，参编著作 5 部，参编国家标

准 5 项。 

 

博士后研究

课题简介 

 

开展多原料固体废弃物好氧发酵清洁制肥技术研究，以厨余垃圾、人畜

粪便、沼渣、农作物秸秆为原料开展堆肥试验，采用现代光谱学分析、高通

量测序和宏基因组测序分析方法，对多原料协同好氧发酵转化过程中基础理

化指标、有机质含量、腐殖质组成、纤维素组成、氨基酸、酶活性等关键指

标进行分析，对微生物群落演替、腐熟转化功能基因进行分析，采用相关性

分析、冗余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分析方法，研判多原料废弃物协同发酵过

程腐熟转化的驱动机制，为多原料协同发酵快速腐熟提供理论支撑。 

 

 

 



10 
 

 

姓 名 冯晶 职务/职称 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研究领域 农村生物质能源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E-mail fengjing0204@sina.com 

招生专业 
环境工程、机械工程、化

学工程、农业工程 
研究方向 厌氧发酵技术 

博士后研究课题名称 农业农村废弃物高效厌氧发酵技术 招生计划

数 

1 

 

本人业务

工作简介 

 

从事有机固废厌氧发酵技术装备研究，开发横推流连续厌氧干发酵装

备、序批式一体化厌氧干发酵气肥联产装备等，集成创新全混厌氧发酵稳定

运行技术，开展规模化养殖场粪污污染防治技术模式评价方法，提出适合我

国不同区域、畜种、规模集约化养殖场粪污污染解决方案。主持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领域省部级科研课题任务 3 项，参与 8 项；共发表论文 49 篇，其中

SCI/EI 论文 29 篇；授权专利 15 件，其中发明专利 3 件；参与编制行业标准

6 项；获省部级一等奖 4 项。 

博士后研究

课题简介 

针对 CSTR 湿法发酵有机负荷低、抗酸氨抑制能力弱、微生物菌群易流

失等关键问题，深入开展微生物降解及搅拌规律研究，开发微生物多孔载体

赋存、多元异质性优化搅拌、沼液优化回流等关键技术，开发优化设计方法，

建立标准化模型，开展工程示范研究，提升规模化沼气工程产气效率和运行

稳定性。 

针对厌氧干发酵物料含固率高、传质传热能力弱导致厌氧发酵不稳定等

问题，开展厌氧干发酵生物强化机制研究，探究厌氧干发酵微生物强化机理，

开展连续式厌氧干发酵装备设计，优化提升连续厌氧干发酵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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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丛宏斌 职务/职称 
正高级 

工程师 

 

研究领域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 

E-mail conghongbin@163.com 

招生专业 能源工程/环境工程 研究方向 废弃物能源化

利用 博士后研究课题名称 废弃物热化学转化技术 招生计划数 1 

 

本人业务

工作简介 

 

长期从事农业废弃物能源化利用技术和政策研究，多次到英国爱丁堡大

学、加拿大大不列颠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美国伊利诺依大学等开

展合作交流，掌握农林废弃物热解炭化技术国际前沿和科研动态。近年来，

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 13 项，参编国家和行业标准 8 项，出版学术

专著 4部；以第 1作者发表论文 30余篇，其中 SCI/EI收录 21篇，1篇入选

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0 余项。曾获山东省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华环保联合会杰出青年科技奖、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先

进个人、院青年岗位能手、院青年英才等荣誉称号。 

博士后研究

课题简介 

 

1）协同热解工艺与设备研究。农业农村有机废弃物协同热解机理与工

艺研究，研制热解供热设备并开展工程应用。 

2） 热解过程中的热质传递规律研究。连续热解过程中的质热传递规律

研究，采用有限元分析等方法，优化热解换热系统结构，提高系统换热效率。 

3）产品提质技术研究。生物炭提质和热解气净化技术研究，开发活性

炭等高值炭产品，采用重整等技术提升燃气品质。 

博士后可以围绕上述内容自选题目和内容，与合作导师协商确定博士后

期间研究目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