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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动物营养学报》审稿专家名单

　　衷心感谢各位专家在２０１３年对《动物营养学报》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劳动，希望２０１４年继续得到您的支
持和厚爱！现将２０１３年审稿专家（２５６人）名单刊登如下，个人信息如有错漏之处，请及时自行在本刊网站
专家审稿系统中更新，或与编辑部联系代行更新。

（竖排，以姓名汉语拼音字母为序）

终审专家

侯水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计　成　中国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乐国伟　江南大学　 博士　教授
刘建新　浙江大学　 博士　教授
卢德勋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博士　教授
单安山　东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汪　儆　中国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汪以真　浙江大学　 博士　教授

王洪荣　扬州大学　　　　 博士　教授
王康宁　四川农业大学　　　　　　　　　 　　教授
薛　敏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杨　琳　华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赵广永　中国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周小秋　四川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朱伟云　南京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同行评议专家

艾庆辉　中国海洋大学　 博士　教授
敖长金　内蒙古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毕英佐　华南农业大学　 博士　研究员
边连全　沈阳农业大学　　　　　　　　　　　 教授

卜登攀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副研究员
蔡春芳　苏州大学　 博士　教授
曹俊明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曹志军　中国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常亚青　大连海洋大学　 博士　教授
陈安国　浙江大学　 博士　教授
陈本建　甘肃农业大学　　　　　　　　 　　　副教授
陈昌福　华中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陈　杰　南京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陈立侨　华东师范大学　 博士　教授
陈乃松　上海海洋大学　 博士　副教授
陈清华　湖南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陈四清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博士　研究员
陈孝煊　华中农业大学　　　　　　　　　　　 教授

程汉良　淮海工学院　 博士　教授
代建国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博士　教授
戴求仲　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博士　研究员
淡瑞芳　江苏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　 博士　副教授
邓君明　云南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刁其玉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丁斌鹰　武汉轻工大学　　　　　　　　　　　 教授

丁　轲　河南科技大学　 博士　副教授
丁雪燕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研究员

董国忠　西南大学　 博士　教授
董尚智　珠海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　　　　　　 研究员

范志勇　湖南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方洛云　北京农学院　 博士　副研究员

方热军　湖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冯定远　华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付京花　华南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高　民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高秀华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高振华　广东海洋大学　 博士　教授
戈贤平　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博士　研究员
耿爱莲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博士　副研究员
龚道清　扬州大学　 博士　教授
谷子林　河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顾宪红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管越强　河北大学　 博士　教授
郭荣富　云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郭小权　江西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郭艳丽　甘肃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韩进诚　商丘师范学院　 博士　副教授
韩兆玉　南京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何　欣　北京农学院　　　　　　　　　　　 　教授
贺建华　湖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贺　喜　湖南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侯先志　内蒙古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侯永清　武汉轻工大学　 博士　教授
胡彩虹　浙江大学　 博士　副研究员
胡新旭　湖南省微生物研究所　 博士　副研究员
华雪铭　上海海洋大学　 博士　副教授
黄冠庆　广东海洋大学　　　　　　　　　　 　副教授
黄瑞林　中国科学院　　　　　　　　　　 　　研究员
吉　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博士　教授
贾　斌　新疆石河子大学　 博士　教授
贾　刚　四川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简纪常　广东海洋大学　 博士　教授



江青艳　华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姜海龙　吉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姜淑贞　山东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姜志强　大连海洋大学　　　　　　　　　　　 教授

蒋霞敏　宁波大学　　　　　　　　　　　　 　教授
蒋宗勇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康相涛　河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孔祥峰　中国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孔祥浩　河北北方学院　 博士　教授
冷向军　上海海洋大学　 博士　教授
黎观红　江西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李　昂　福建农林大学　　　　　　　　　　　 教授

李二超　华东师范大学　 博士　副研究员
李福昌　山东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李光玉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李建国　河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李　杰　东北农业大学　 博士　研究员
李丽立　中国科学院　　　　　　　　　　　 　研究员
李绍钰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李思明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博士　副研究员
李素芬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博士　教授
李铁军　中国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李卫芬　浙江大学　 博士　研究员
李文立　青岛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李小勤　上海海洋大学　　　　　　　　　 　　副教授
李新辉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李　篧　东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李　勇　中国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李志琼　四川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梁萌青　中国水产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林　海　山东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林仕梅　西南大学　 博士　副教授
林映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刘大程　内蒙古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刘大森　东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刘凤华　北京农学院　 博士　教授
刘国华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刘　强　山西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刘书成　广东海洋大学　 博士　教授
刘卫东　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　　　　　 副教授

刘文斌　南京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刘艳芬　广东海洋大学　 博士　教授
刘永祥　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　 博士　副教授
刘　铀　广东海洋大学　 博士　教授
刘玉兰　武汉轻工大学　 博士　教授
娄玉杰　吉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卢庆萍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副研究员
栾新红　沈阳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罗　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博士　教授
罗　莉　西南大学　　　　　　　　　　　　　 副教授

马得莹　东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马秋刚　中国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马现永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博士　副研究员
马燕芬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博士　副研究员
马泽芳　青岛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苗树君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博士　教授
缪晓青　福建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莫　娟　美国乔治亚医学院　 博士　
倪学勤　四川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牛化欣　内蒙古民族大学　 博士　副教授
潘康成　四川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潘　庆　华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朴香淑　农业部饲料工业中心　 博士　研究员
齐德生　华中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齐广海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齐智利　华中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钱利纯　浙江大学 博士　副研究员
瞿明仁　江西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曲永利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博士　教授
任　莹　武汉轻工大学　　　　　　　　　　　 副教授

邵庆均　浙江大学　 博士　教授
邵　涛　南京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施寿荣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副研究员
宋代军　西南大学　 博士　副教授
宋志刚　山东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苏　瑛　广东海洋大学　 博士　教授
苏　勇　南京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孙海洲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孙　会　吉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孙满吉　东北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孙　鹏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副研究员
孙　哲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谭北平　广东海洋大学　 博士　教授
谭青松　华中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佟建明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屠　焰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汪水平　西南大学　 博士　副教授
王　安　东北农业大学　　　　　　　　　　 　研究员
王安利　华南师范大学　 博士　教授
王宝维　青岛农业大学　　　　　　　　　　 　教授
王凤来　中国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王凤龙　内蒙古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王根林　南京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王吉桥　大连水产学院　 博士　教授
王纪亭　山东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王际英　山东省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　　　　 研究员

王加启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王金荣　河南工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王丽芳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博士　副研究员
王利华　青岛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王林枫　河南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王敏奇　浙江大学　 博士　副研究员



王润莲　广东海洋大学　 博士　教授
王士长　广西大学　 博士　教授
王述柏　青岛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王长康　福建农林大学　 博士　教授
王之盛　四川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王志祥　河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王中华　山东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温刘发　华南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吴　德　四川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吴灵英　武汉轻工大学　 博士　教授
吴锐全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武书庚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副研究员
席鹏彬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夏伦志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夏兆飞　中国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夏中生　广西大学　　　　　　 　　　　　　　教授
向　枭　西南大学　 博士　副教授
解绶启　中国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熊本海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胥保华　山东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徐良梅　东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徐奇友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博士　研究员
闫俊书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博士　副研究员
闫素梅　内蒙古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杨桂芹　沈阳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杨家晃　广西畜牧研究所　　　　　 　　　　　研究员
杨金波　华南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杨连玉　吉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杨淑慧　东北林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杨维仁　山东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杨小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博士　副教授
杨玉芬　福建农林大学　 博士　教授
杨在宾　山东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姚　斌　中国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姚军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博士　教授
姚　文　南京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叶继丹　集美大学　 博士　研究员
易中华　江西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尹福泉　广东海洋大学　 博士　副教授

尹靖东　中国农业大学　 博士　研究员
游金明　江西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余　冰　四川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余　勃　南昌大学　 博士　副教授
余东游　浙江大学　 博士　研究员
袁建敏　中国农业大学　 博士　副教授
袁　缨　沈阳农业大学　　　　　　　 　　　　教授
昝林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博士　教授
臧素敏　河北农业大学　　　　　　　 　　　　教授
曾志将　江西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翟少伟　集美大学　 博士　副教授
占秀安　浙江大学　 博士　研究员
张炳坤　中国农业大学　 博士　
张春晓　集美大学　 博士　副教授
张海军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副研究员
张辉华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博士　教授
张克英　四川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张丽英　中国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张石蕊　湖南农业大学　　　　　　 　　　　　教授
张拴林　山西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张文兵　中国海洋大学　 博士　教授
张文举　石河子大学　 博士　教授
张显华　内蒙古民族大学　　　　　　 　　　　教授
张学炜　天津农学院　 博士　教授
张英杰　河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张永根　东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张永亮　华南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张　勇　沈阳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张源淑　南京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章世元　扬州大学　 博士　教授
赵　峰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　副研究员
赵国琦　扬州大学　 博士　教授
赵红霞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博士　副研究员
周桂莲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博士　研究员
周洪琪　上海海洋大学　 博士　教授
周立斌　广东惠州学院　 博士　教授
周岩民　南京农业大学　 博士　教授
邹晓庭　浙江大学　 博士　教授

　　【特别鸣谢】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ＭｉｎｇａｎＣｈｏｃｔ教授２０１３年对《动物营养学报》英文目录编修工作的
悉心指导！

《动物营养学报》编辑部

２０１４年元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