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码 培养单位 联系电话 联系人 单位网址 电子信箱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001 作物科学所 010-82105813 王老师 http://ics.caas.cn/ wangwenyue@caas.cn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100081

002 资源区划所 010-82105095 姜老师 http://iarrp.caas.cn/ zysyjs@caas.cn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100081

003 环发所 010-82105338 彭老师 http://ieda.caas.cn/ hfszs@caas.cn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100081

004 蔬菜花卉所 010-82109514 霍老师 http://ivf.caas.cn/ huolingyan@caas.cn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100081

005 饲料所 010-82107320 吴老师 http://ifr.caas.cn/ wuwanling@caas.cn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100081

006 生物所 010-82109850 康老师 http://bri.caas.cn/ kangyuli@caas.cn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100081

007 农经所 010-82108947 王老师 http://iaed.caas.cn/ wangyan05@caas.cn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100081

008 农业信息所 010-82109907 许老师 http://aii.caas.net.cn/ xxszs@caas.cn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100081

009 质量标准所 010-82106507 戚老师 http://iqstap.caas.cn/ zbszs@caas.cn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100081

010 植保所 010-62813685 罗老师 http://ipp.caas.cn/ ippyjs@caas.cn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 100193

011 畜牧兽医所 010-62815863 司老师 http://ias.caas.cn/ mysygc@caas.cn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 100193

012 农产品加工所 010-62815952 张老师 http://ifst.caas.cn/ yhcfood@126.com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 100193

013 蜜蜂所 010-62596412 王老师 http://iar.caas.cn/ kyc_bee@163.com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 100193

014 环保所 022-23616890 周老师 http://aepi.caas.cn hbskjc@163.com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31号 300191

015 灌溉所 0373-3393096 王老师 https://ifi.caas.cn/ ggszhaosheng@126.com 河南省新乡市宏力大道东380号 453003

016 郑州果树所 0371-65330915 徐老师 http://zfri.caas.cn/ xuqianqian@caas.cn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未来路南端 450009

017 棉花所 0372-2562208 袁老师 http://cri.caas.cn/ zhaosheng_mhs@163.com 河南省安阳市开发区黄河大道38号 455000

018 油料所 027-86711620 彭老师 http://ocri.caas.cn/ pengrui@oilcrops.cn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徐东二路2号 430062

019 麻类所 0731-88998507 吕老师 http://ibfc.caas.cn/ ibfckyc@163.com 湖南省长沙市咸嘉湖西路348号 410205

020 水稻所 0571-63121360 申老师 http://cnrri.caas.cn/ shenhongfang@caas.cn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水稻所路28号 311400

021 茶叶所 0571-86652960 孙老师 http://tri.caas.cn/ syz@tricaas.com 浙江省杭州市梅灵南路9号 310008

022 基因组所 0755-84518469 杨老师 http://agis.caas.cn/ yangyue@caas.cn 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布新路97号 518120

023 都市农业所 028-80203196 杨老师 http://iua.caas.cn/ yangxiao@cass.cn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兴隆街道蜡梓东街36号 610213

024 沼科所 028-85260330 邱老师 http://biogas.caas.cn/ biogaskyc@caas.cn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13号 610041

025 烟草所 0532-88701032 孙老师 http://tric.caas.cn/ ycskjc@caas.cn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科苑经四路11号 266101

026 特产所 0431-81919867 张老师 http://tcs.caas.cn/ tcsyjs@126.com 吉林省长春市净月经济开发区聚业大街4899号 130112

028 果树所 0429-3598115 许老师 http://ip.caas.cn/ gsskyc@caas.cn 辽宁省兴城市兴海南街98号 12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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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 上海兽医所 021-34293141 顾老师 http://shvri.caas.cn/ guhuiming@shvri.ac.cn 上海市闵行区紫月路518号 200241

030 哈尔滨兽医所 0451-51051835 高老师 http://hvri.caas.cn/ gaoyoulan@caas.cn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路678号 150069

031 兰州兽医所 0931-8342166 张老师 http://lvri.caas.cn/ lsykyc@caas.cn 甘肃省兰州市盐场堡徐家坪1号 730046

032 兰州牧药所 0931-2115195 周老师 http://lzihps.caas.cn/ mykyc204@126.com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硷沟沿335号 730050

033 草原所 0471-4964489 朝老师 http://gri.caas.cn/ cgikejichu@126.com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120号 010010

034 南京农机化所 025-58619521 周老师 http://www.niam.com.cn/ njsyjs@163.com 江苏省南京市柳营100号 210014

035 食物营养所 010-82107742 李老师 http://ifnd.caas.cn/ yyskjglc@163.com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100081

036 研究生院

生物教研室
010-82106784 赵老师

http://gs.caas.cn/
“通知公告”栏目

zhaobaisuo@caas.cn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100081

037 水科院 010-68673926 赵老师 https://www.cafs.ac.cn/ zhaopf@cafs.ac.cn 北京市丰台区永定路口南青塔村150号 100141
038 甘薯所 0516-82189208 王老师 http://www.xzaas.ac.cn/ xznky1901@163.com 江苏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鲲鹏路北首 221131
039 家禽所 0514-85599036 许老师 http://www.jips.cn/ jqskyc@163.com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仓颉路58号 225125
040 热科院 0898-66962962 周老师 https://www.catas.cn/yjs/ catasyjsc@126.com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学院路4号 570100

研究生院兽医学院 0451-51051835 高老师 http://gs.caas.cn/tsxy/syxy/ gaoyoulan@caas.cn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路678号 150069
深圳研究生院 0755-23250153 杨老师 http://www.agis.org.cn/szyjsy/ yangyue@caas.cn 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鹏飞路7号 518120

研究生院

招生办公室

010-62162692（硕士）

010-82106766（博士）

http://gs.caas.cn/
“招生信息”栏目

yzb@caas.cn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 100081

注：目前代码为037、039的培养单位只招收硕士研究生。其他培养单位可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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