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医学院2022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拟推荐名单公示（博士)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学院 学历

德育成绩（20%） 智育成绩 体美劳育成绩（20%）

总分 备注思政课平均
成绩

担任学生干部
（校级80分/人，
院级60分/人，院
级以下40分/人）

荣誉称号
德育成绩
×20%

学位课平均
成绩

学位课平均
成绩×20%

科研业绩（论文、专利、标准等）
科研业绩
×40%

获奖项目及
等级

体美劳育
×20%

1 107332201038 李天昊 基础兽医学 动物医学院 博士研究生

甘肃农业大学
2021-2022学年
“优秀共青团员
”，校级（50）

10.00 

1.论文：
[1] Characterization and Preliminary Application of Phage Isolated 
From Listeria monocytogenes， Frontiers in veterinary science, 2022, 
9: 946814. (SCI ,2区，IF=3.471,共同一作排名第一，1909.05)                                                                                                                            
[2] 1株跨种裂解李氏杆菌噬菌体的分离鉴定，畜牧兽医学

报,2022,53(05):1544-1552.（《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自然科学类各学科
排序第1位的期刊)，加300分）                                                                                                                                                     
2.其它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噬菌体在兽医公共卫生中的应用（编委，7万
*80分/万字=560分）                                                                                                                   
3.国家二级学会以上主办的国内学术会议壁报：兽医食品卫生学分会，单增李
斯特菌噬菌体分离鉴定和全基因组测序分析（加100分）

1147.62 1157.62 

2 107332014013 王华 兽医博士 动物医学院 博士研究生 85.00 17.00 87.20 17.44 

论文：
[1]construction of the waaF subunit and DNA Vaccine Against 
Escherichia coli in Cow Mastitis and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ir 
Immunogenicity ， Frontiers in Veterinary Science，2022（ SCI ,2区 
IF=3.471 1909.05分 ）
[2]Distribution of extracellular matrix related proteins in normal 
and cryptorchid ziwuling black goat testes，Animal Reproduction，
2022  （SCI ,4区 IF=1.81 452.5分 ）

946.04 980.48 

3 107332001037 吕琛 临床兽医学 动物医学院 博士研究生 87.00 17.40 88.00 17.60 

论文：
[1]miRNA-150-R-1 Mediates the HIF-1/ErbB Signaling Pathway to 
Regulate the Adhesion of Endometrial Epithelial Cells in Cows 
Experiencing Retained Placenta ，Frontiers in Veterinary Science，
2022（SCI ,2区 IF=3.471 1909.05分）

763.62 798.62 

4 107332201042 吕建树 临床兽医学 动物医学院 博士研究生 92.00 18.40 90.00 18.00 

论文
[1]Regulatory role of dihydrotestosterone on BMP-6 receptors in 
granular cells of sheep antral follicles， Gene, 2022 ,Feb 
5;810:146066. （SCI ,3区，IF=3.913  1369.55分）
[2]Expression of dihydrotestosterone synthases and androgen receptor 
in sheep oviduct ampulla and its regulation by estradiol and 
progesterone ，Mar;22(1):100573.SCI,2022（SCI ,4区 IF=2.089 
522.25分）

756.72 793.12 

5 107332201042 颜丽娇 预防兽医学 动物医学院 博士研究生

Effect of Two Different Drug-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Strains 
on the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of MAC-T Cells and Their 
Transcriptome Analysis. Front. Vet. Sci. 9:818928. (SCI ,2区，
IF=3.471,1909.05)  

763.62 763.62 

6 107332201044 张博皓 临床兽医学 动物医学院 博士研究生 班级班长（40）

[1]第八届中国
国际“互联网 ”
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甘肃省分
赛，银奖 
（120）                 
[2]甘肃农业大
学2021-2022学
年“优秀共青团
员”，校级
（50）

42.00 
[1] Sulfur Amino Acid Metabolism and the Role of Endogenous 
Cystathionine-γ-lyase/H2S in Holstein Cows with Clinical Mastitis. 
Animals 2022, 12, 1451 （SCI ,2区，IF=3.231,1777.05)

710.82 752.82 

7 107332001031 杨大鹏 基础兽医学 动物医学院 博士研究生 91.00 18.20 90.00 18.00 
论文：
[1] Expre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MTNR1A in the hypothalamus-
pituitary-gonadal axis of Tibetan sheeep during the estrous cycle ，
Gene，2022 (SCI ,3区 IF=3.913  1369.55分)

547.82 584.02 

公示日期：2022年10月12日-2022年10月17日    公示期间如有疑问，请联系高老师：0931-7632858



动物医学院2022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拟推荐名单公示 （硕士)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学院 学历

德育成绩（20%）

德育总分

智育成绩

智育总分

体美劳育获奖项

目及等级

（20%）

总分思政课平均

成绩
担任学生干部 荣誉称号

学位课

平均成

绩

（20%）

科研业绩（论文、专利、标准等）（40%）

1 107332102111 李梅 预防兽医学 动物医学院 硕士研究生 87.00 17.40 86.20 

论文：

[1]Study on the biological effects of 
ZnOnanosheets on EBL cells. Front. Bioeng. 

Biotechnol.Frontiers  in Bio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10.SCI，2022 (SCI 2区，IF=6.064，

3638.4）

1472.6 1490.00 

2 107332102103 牛淳 临床兽医学 动物医学院 硕士研究生 89.00 17.80 88.18 

论文：

[1]Pulsatilla decoction improves DSS-induced 

colitis via modulation of fecal-bacteria-related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and intestinal barrier 

integrity,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2022.

（SCI 2区，IF=5.195，2857.25）

1160.536 1178.34 

3 107332102102 韩罗霞 临床兽医学 动物医学院 硕士研究生 86.00 17.20 85.50 

论文：

[1]Moniezia benedeni Infection Restrain lgA(+), 

lgG(+), and lgM(+) Cells Residence in Sheep 

(Ovis aries)Small Intestine,Frontiers in 

Veterinary Science，2022（SCI 2区，IF=3.471，

1909.05)

780.72 797.92

公示日期：2022年10月12日-2022年10月17日    公示期间如有疑问，请联系高老师：0931-7632858



公示日期：2022年10月12日-2022年10月17日    公示期间如有疑问，请联系高老师：0931-76328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