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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

⒛17年直接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专 家 推 荐 书

弥吨廴被推荐人姓名

申请学院 拙 ‖毛‖胥院

申请学科、专业    吊硪牡 々甲良i

推荐人姓名

工作单位

职 称

从事专业

与申请人关系

通信地址

电子邮箱 歹夕￠夕

(以上内容由申请人 荐专家填写 )

f弓

`氵

丨歹

诃 抄

北京林业太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您认识申请人的方式、认识的时间和了解程度,对申请人思想品德、道德修
养方面的介绍 :

申请人陈政豪为我在本科教学期间的学生,该学生在上课期间学习态度认真 ,

善于总结,勤于思考9积极发问,对所学知识勤于付诸实践9对专业学习充满着

热情。该生为人热情,与同学、老师相处关系融洽9对个人未来发展规划明晰 ,

科研 目标明确。

对申请人学术水平、科研能力、研究成果、知识结构、外国语水平等的介绍 :

申请人陈政豪同学于 ⒛ 14—2017年度先后通过大学英语四级 (饣6分 )和六级

(490分 )9发表和参与发表学术论文共计 3篇 ,其中第一作者发表中文核心期

刊论文 1篇 9会议论文 1篇 9第二作者发表 SCI论文 1篇 ;申报发明专利 3项 (申

请号:⒛ 1710346563X、 ⒛ 1710381183X、 ⒛1710490208X)9己获公示 2项 (公布

号:m1o7o9732⒛、m107o9o18GA);主 持北京林业大学太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

目 (X⒛ 161002⒛ 9Q)并 以优秀结论通过验收;参加北京市太学生化学实验竞赛并

获市级三等奖;本科期间在 ⒛16第九届中国木材保护工业太会 (苏州 )上针对个

人研究成果做大会发言。

作为该生的任课教师9我已与该生接触与交流一定时期。在教学期间通过

一年多的观察和沟通9对该生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该生表现优秀,进一步深化了

专业方面的理论学习,具各了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水平9科研成果丰富。



申请人的特长和弱点,从本科生学习阶段和从事科研工作的情况看,该申请

人是否具有创新的潜力,有无继续培养的前途,对申请人申请推荐免试攻读博士

学位研究生的意见 :

申请人陈政豪同学不仅在个人学术上有着突出的成果,同时在科研工作中

也勤于思考善于发现,并有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该同学在本科期间先后发起并组

织了
“
竹叶绿素提取与铜钠盐制各

”
和

“
麦秸秆与塑料制各环境友好型高性能建

筑材料关键技术探究
”
两项研究活动,并带领团队勤奋探索,分别获得了北京市

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三等奖和北京林业大学优秀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此外,申请人陈政豪同学具有较强的原创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该同学

原创发明的一种基于聚羟基丁酸酯膜的新型木塑复合胶合板在行业内尚未见报

诞蔓9 实←E己括吴互弓是医丿0 《Effect Of Adhes1ve COntent and MOdificat1On MethOd On

Physica1  and  Mechanica1  PrOperties  Of  Euca1yptus  Ⅴeneer/Po1y~ β

—HydrOxybutyrate Fi1m COmpOsites》  ≡乏0辶  SCI 论 D辶 七殳币高z巨  《Forest PrOducts

JOtlrna1》 期刊 (外审修改中),同时经过一番学习具各了独立申请国家知识产权

保护的能力9已经独立申请个人发明专利和代理他人申请专利 3项 。

同时申请人在本科期间也积极协助博士、硕士研究生的科研项 目9其先后协

助了朱明昊硕士 (2015毕业 )、 杨杨硕士 (2017毕业 )、 曹阳硕士 (2017毕业 )、

于雪斐博士后 (在职 )的实验开展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验实际操作经验,能够

熟练使用北京林业太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多数实验设各9具有很强的实验独

立操作能力。

鉴于该生具有较太的发展潜力和培养前途,且本人有进一步学习的强烈要求 9

特推荐该生参加北京林业大学 ⒛ 17级学术特长类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希望该同

学能有机会留在北京林业太学得到进一步地培养和提高9成和甲家的有用〃才。

推荐人签名
钐

(9h3r

注 :

1。

2。

3。

非常感谢您的推荐。请将推荐书填写、签名、密封后 (在封口骑缝处签字 )由 申

请人与申请表一起交到申请学科专业所在学院办公室。

请推荐人公正、详尽的评价申请人能力、表现 ;

推荐信应由推荐人独自填写9被推荐人不得参与填写意见并查阅此推荐书。



北京林业大学

zO17年直接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专 家 推 荐 书

被推荐人姓名      陈政豪

申请学院    材料科g~t技术学院

申请学科、专业   木材科学与技术

(以上内容由申请人填写,以下内容由推荐专家填写)        吣  /∴
∷1k口■口口口̄

‘

推荐人姓名    于志明

工作单位  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职 称  教授   职 务 博士生导师

从事专业  林业工程/木材科学与技术

与申请人关系  院长、任课教师

通信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 35号

电子邮箱 yuzh土匝ng⒇▲ifu。 edu。 cn电话 l3s-o13G-O鲳8

\

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您认识申请人的方式、认识的时间和了解程度9对申请人思想品德、道德修
养方面的介绍 :

申请人陈政豪为我在本科教学期间的学生,该学生在上课期间学习态度认真 ,

善于总结,勤于思考,积极发问9对所学知识勤于付诸实践,对专业学习充满着

热情。该生为人热情9与 同学、老师相处关系融洽,对个人未来发展规划明晰 ,

科研 目标明确。

对申请人学术水平、科研能力、研究成果、知识结构、外国语水平等的介绍 :

申请人陈政豪同学于 ⒛ 1每-2017年 度先后通过太学英语四级 (锣6分 )和六级

(钥0分 )9发表和参与发表学术论文共计 3篇,其中第一作者发表中文核心期

刊论文 1篇 ,会议论文 1篇 ,第二作者发表 SCI论文 1篇 ;申报发明专利 3项 (申

请号:⒛ 1710346563X、 201710381183Ⅹ 、⒛1710碉 0208X)9己获公示 2项 (公布

号:CN10709732独、CN10709018GA);主 持北京林业大学太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

目 (X⒛ 161002⒛ 90)并 以优秀结论通过验收;参加北京市太学生化学实验竞赛并

获市级三等奖;本科期间在 ⒛16第九届中国木材保护工业大会 (苏州 )上针对个

人研究成果做太会发言。

作为该生的任课教师,我 己与该生接触与交流一定时期。在教学期间通过

一年多的观察和沟通,对该生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该生表现优秀9进一步深化了

专业方面的理论学习9具各了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水平9科研成杲丰富。



申请人的特长和弱点,从本科生学习阶段和从事科研工作的情况看9该申请

人是否具有创新的潜力9有无继续培养的前途,对申请人申请推荐免试攻读博士

学位研究生的意见 :

申请人陈政豪同学不仅在个人学术上有着突出的成果,同时在科研工作中

也勤于思考善于发现,并有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该 同学在本科期间先后发起并组

织了
“
竹叶绿素提取与铜钠盐制各

”
和

“
麦秸秆与塑料制各环境友好型高性能建

筑材料关键技术探究
”
两项研究活动,并带领团队勤奋探索,分别获得了北京市

太学生化学实验竞赛三等奖和北京林业大学优秀大学生创新训练项 目。

此外9申请人陈政豪同学具有较强的原创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该 同学

原创发明的一种基于聚羟基丁酸酯膜的新型木塑复合胶合板在行业 内尚未见报

道 9 并己撰写题为 《Effect of Adhes1Ⅴ e COntent and MOdificat1On MethOd On

Physica1  and  Mechanica1  PrOperties  Of  Euca1yptus  Veneer/Po1y~ β

—HydrOxybutyrate Fi1m COmpOsites》  多茛D辶  SCI 论 D辶 变殳秃高z巨  《Forest PrOducts

JOLlrna1》 期刊 (外审修改中),同时经过一番学习具各了独立申请国家知识产权

保护的能力9己经独立申请个人发明专利和代理他人申请专利 3项 。

同时申请人在本科期间也积极协助博士、硕士研究生的科研项 目,其先后协

助了朱明昊硕士 (2015毕业 )、 杨杨硕士 (2017毕业 )、 曹阳硕士 (2017毕业 )、

于雪斐博士后 (在职)的实验开展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验实际操作经验9能够

熟练使用北京林业太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多数实验设各9具有很强的实验独

立操作能力。

鉴于该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培养前途 9且本人有进一步学习的强烈要求 9

特推荐该生参加北京林业太学 ⒛ 17级学术特长类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希望该同

学能有机会留在北京林业大学得到进一步地培养和提高,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推荐入签名

注

⒈

2。

3。

非常感谢您的推荐。请将推荐书填写、签名、密封后 (在封口骑缝处签字 )由 申

请人与申请表一起交到申请学科专业所在学院办公室。

请推荐入公正、详尽的评价申请人能力、表现 ;

推荐信应由推荐入独 自填写,被推荐人不得参与填写意见并查阅此推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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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荐人姓名

申请学院

申请学科、专业

北京林业大学

⒛17年直接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专 家 推 荐 书

枇觯丐黥哼隗

(以上内容由申请人填写,以下内容由推荐专家填写 )

职 称      职

从事专业 并叫 伽 、 s州 蚊

与申请人关系 √幻℃

通信地址 枷 :   叭“七铙

电子邮箱 n炒 ⒚ 隘 ω、 ~电话 ⒍刀氏Ψ&

务    l

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您认识申请人的方式、认识的时间和了解程度,对申请人思想品德、道德修
养方面的介绍 :

申请人陈政豪为我在本科教学期间的学生 ,该学生在上课期间学习态度认真 ,

善于总结,勤于思考,积极发问9对所学知识勤于付诸实践,对专业学习充满着

热情。该生为人热情,与同学、老师相处关系融洽,对个人未来发展规划明晰 ,

科研 目标明确。

对申请人学术水平、科研能力、研究成果、知识结构、外国语水平等的介绍 :

申请入陈政豪同学于 ⒛ 14—2017年度先后通过太学英语四级 (476分 )和六级

(钥0分 )9发表和参与发表学术论文共计 3篇 9其中第一作者发表中文核心期

刊论文 1篇 9会议论文 1篇 9第二作者发表 ℃I论文 1篇 ;申报发明专利 3项 (申

请号:201710346563X、 ⒛ 1710381183X、 ⒛1710⒆ 02⒅X)9已获公示 2项 (公布

号:猁 10709732独、m107o9o18GA);主 持北京林业太学太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

目 (X⒛ 161002⒛ 90)并 以优秀结论通过验收;参加北京市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并

获市级三等奖;本科期间在 2016第 九届中国木材保护工业太会 (苏州 )上针对个

人研究成果做太会发言。

作为该生的任课教师9我 己与该生接触与交流一定时期。在教学期间通过

一年多的观察和沟通,对该生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该生表现优秀,进一步深化了

专业方面的理论学习9具各了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水平9科研成果丰富。



申请人的特长和弱点9从本科生学习阶段和从事科研工作的情况看,该申请

人是否具有创新的潜力9有无继续培养的前途,对申请人申请推荐免试攻读博士

学位研究生的意见 :

申请人陈政豪同学不仅在个人学术上有着突出的成果,同时在科研工作中

也勤于思考善于发现,并有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该同学在本科期间先后发起并组

织了
“
竹叶绿素提取与铜钠盐制各

”
和

“
麦秸秆与塑料制各环境友好型高性能建

筑材料关键技术探究
”
两项研究活动,并带领团队勤奋探索,分别获得了北京市

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三等奖和北京林业大学优秀太学生创新训练项 目。

此外,申请人陈政豪同学具有较强的原创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该同学

原创发明的一种基于聚羟基丁酸酯膜的新型木塑复合胶合板在行业 内尚未见报

道 9 并 E己 撰写题为 《Effect of Adhes1Ⅴ e COntent and MOdificat1On MethOd On

Physical  and  Mechanica1  PrOperties  Of  Euca1yptus  Ⅴeneer/Po1y—  β

—HydrOxybutyrate Fi1m COmpOsites》  ≡莨D辶  SCI 论 J辶 费殳币高Z巨  《Forest PrOducts

JOuma1》 期刊 (外审修改中)9同时经过一番学习具各了独立申请国家知识产权

保护的能力9己经独立申请个人发明专利和代理他人申请专利 3项 。

同时申请人在本科期间也积极协助博士、硕士研究生的科研项 目,其先后协

助了朱明昊硕士 (2015毕业 )、 杨杨硕士 (2017毕业 )、 曹阳硕士 (2017毕业 )、

于雪斐博士后 (在职)的实验开展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验实际操作经验9能够

熟练使用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多数实验设各,具有很强的实验独

立操作能力。

鉴于该生具有较太的发展潜力和培养前途9且本入有进一步学习的强烈要求 9

特推荐该生参加北京林业太学 ⒛ 17级学术特长类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希望该同

学能有机会留在北京林业大学得到进一步地培养和提高9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推荐人签名

冫⒊t年 ?月 ‘⒊日
注

⒈

2.

3.

非常感谢您的推荐。请将推荐书填写、签名、密封后 (在封口骑缝处签字 )由 申

请入与申请表一起交到申请学科专业所在学院办公室。

请推荐人公正、详尽的评价申请入能力、表现 ;

推荐信应由推荐人独 自填写,被推荐人不得参与填写意见并查阅此推荐书。



信

陈政豪同学于 ⒛ 14年起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木材科学

与工程 (梁希实验班 )。 该同学热爱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在校期间认真学习 ,

遵守校纪校规,积极参与各项科研任务,并于 ⒛ 14-2017年度先后发表学术论文

3篇 ,其中第一作者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篇 ,会议论文 1篇 ,第二作者发表

SCI论文 1篇 ;申报发明专利 3项 (申请号:⒛ 17103465“ X、 ⒛ 1710381183X、

20171049⒆08X),已获公示 2项 (公布号:CN1070叨 322A、 CN1070⒛ 186A);

主持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 目 (X201610u⒛9O)并以优秀结论通

过验收;参加北京市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并获市级三等奖;本科期间在 ⒛ 16第

九届中国木材保护工业大会 (苏州 )上针对个人研究成果做大会发言。

作为该生的任课教师,我己与该生接触与交流一定时期。在教学期间通过一

年多的观察和沟通,对该生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该生表现优秀,进一步深化了专

业方面的理论学习,具备了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水平,科研成果丰富。鉴

于该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培养前途 ,且本人有进一步学习的强烈要求,特推

荐该生参加北京林业大学 ⒛ 17级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希望该同学能有机会留

在北京林业大学得到进一步地培养和提高,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推荐人职务 ] [推荐人姓名]

鼬

       :/

冫口丨7戽 q月 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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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政豪同学于 9~O14年起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本材科学

与工程 (梁希实验班 )。 该同学热爱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 ,在校期间认真学习 ,

遵守校纪校规,积极参与各项科研任务,并于 ⒛ 14¨⒛ 17年度先后发表学术论文

3篇 ,其中第一作者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⒈篇,会议论文 1篇 ,第二作者发表

SCI论文 l篇 ;申报发明专利 3项 (申请号:⒛ 17103465“ X、 ⒛171038Ⅱ 83X、

20171⒄9u08x),己 获公示 2项 (公布号:CN107097322A、 CN10709O186A);

主持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 目 (X201610u⒛9o)并 以优秀结论通

过验收;参加北京市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并获市级三等奖;本科期间在 ⒛ 16第

九届中国木材保护工业大会 (苏州)上针对个人研究成果做大会发言。

作为该生的任课教师,我 己与该生接触与交流一定时期。在教学期间通过一

年多的观察和沟通 ,对该生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该生表现优秀,进一步深化了专

业方面的理论学习,具备了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水平,科研成果丰富。鉴

于该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培养前途 ,且本人有进一步学习的强烈要求 ,特推

荐该生参加北京林业大学 ⒛ 17级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希望该同学能有机会留

在北京林业大学得到进一步地培养和提高,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推荐人职务] [推荐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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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政豪同学于 ⒛ 14年起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木材科学

与工程 (梁希实验班 )。 该同学热爱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在校期间认真学习 ,

遵守校纪校规,积极参与各项科研任务,并于 ⒛ 14冖⒛ 17年度先后发表学术论文

3篇 ,其中第一作者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篇,会议论文 1篇 ,第二作者发表

Sα 论文 1篇 ;申报发明专利 3项 (申请号:⒛ 17103465“ X、 201710381183X、

20171⒄9u08X),己 获公示 2项 (公布号:CN107097322A、 CN10⒛9O186A);

主持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 目 (X201610m⒛⒛ )并以优秀结论通

过验收;参加北京市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并获市级三等奖;本科期间在 ⒛ 16第

九届中国木材保护工业太会 (苏州 )上针对个人研究成呆做大会发言。

作为该生的任课教师,我己与该生接触与交流一定时期。在教学期间通过一

年多的观察和沟通,对该生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该生表现优秀,进一步深化了专

业方面的理论学习9具备了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水平,科研成果丰富。鉴

于该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培养前途 ,且本人有进一步学习的强烈要求,特推

荐该生参加北京林业大学 ⒛ 17级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希望该同学能有机会留

在北京林业大学得到进一步地培养和提高,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推荐人职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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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信

尊敬的教务处 :

您好 !

际宝麟同学自⒛l矮 年 9月 起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统计系,我

担任统计系系主任,自 给他们上统计专业概论开始就认识该同学。除此之外,我

还有多个渠道认识、了解陈宝麟同学。我教授该同学企业统计学、林业统计学(

统计专业模拟实习等多门课程。通过多次课上和课下的交流,我对她的学术水平、

科研能力、培养潜力”以及与其他本科生相比的优势劣势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学习过程中,本人发现该同学在数常建模,统计模犁方法方面具有很强的

能力。她所带领的团队获得了⒛16年 全国太学生数学建模竟赛北京赛区甲组一

等奖,这充分反映了该同学在数理方法应用方面的能力:∶

与此同时,该 同学善手

结合所学理论方法钻研学术问题,充分利用所学的统计方法,开展了关于大兴安

岭森林火灾树木死亡率的预测-Tru血p的金融主张对中阃货币汇率的影响等系列

研究,并撰写了论文发表在 《现代经济信息》和 《当代经济》等期刊上。同时,

该同学积极参与学术会议,投稿论文收录到 EI检索的∷会:议 论文集:上述论文整

体思路清楚,结构合理9反映了该同学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的素掼和能力1∶

鉴于此,本 人推荐陈宝麟同学申请北京林业大学特殊学术专长推兔。∷

鞯廴∷ 吓

彡厶夕′⒎7,∶

'r



尊敬的校领导 :

您好 !

陈宝麟是我院统计系学生,她有意申请学术特长研究生,我非常高兴,特向您推荐。

该生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是一个有培养潜力的好学生。

该生具有极强的专业特长 ,英语和数学成绩尤其优异 ,以第一作者发表全英文论文

《Current s⒒ uation of AtmOspheⅡ c EnvironⅡ⒑nt and Countemeasures fOr sustainable

DeⅤelOpment h B呐 ing》 ,该论文进入 EI检索,数学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北京赛区
一等奖。

该生对学术问题十分感兴趣,阅读不少学术文献,积极参加学术讨论。该生善于发现问

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校期间以第一作者发表数篇学术论文,品学兼优 ,有培养前途 ,

特此推荐。

此致

敬礼 !

⒎

``‘



尊敬的校领导 :

您好 !

陈宝麟是我院统计系学生,她有意申请学术特长研究生,我非常高兴,特向您推荐。

该生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是∵个有培养潜力的好学生。其 《多元统计学》的课程论文 :

《大兴安岭森林火灾树木死亡率建模与预测》9想法新颖,思路清晰,结构合理,文字流畅 ,

有独到见解,发表于 《现代经济信息》杂志。

该生品学兼优,有培养前途,特此推荐。

此致

敬礼 !

\



尊敬的校领导 :

您好 !

陈宝麟是我院统计系学生,她有意申请学术特长研究生,我非常高兴,特向您推荐。

该生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是一个有培养潜力的好学生。其论文: 《大兴安岭森林火灾

树木死亡率建模与预测》,想法新颖,思路清晰,结构合理9文字流畅,有独到见解,发表

于 《现代经济信息》杂志。

该生品学兼优,有培养前途,特此推荐。

此致

敬礼 !



尊敬的校领导 :

您好 !

陈宝麟是我院统计系学生,她有意申请学术特长研究生,我非常高兴,特向您推荐。

该生对学术问题十分感兴趣,阅读不少学术文献,积极参加学术讨论。该生善于发现问

题,思考问题,解决问趑。其论文 《Tru血p的金融主张对中国货币汇率的影响——基于

IGARCHo响 R模型的实证分析》思路清晰,结构合理,文字流畅,有独到见解,发表于 《当

代经济》杂志。

该生品学兼优,有培养前途,特此推荐。

此致

敬礼 !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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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校领导 :

您好 !

陈宝麟是我院统计系学生,她有意申请学术特长研究生,我非常高兴,特向您推荐。

该生对学术问题十分感兴趣,阅读不少学术文献,积极参加学术讨论。该生善于发现问

题 ,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其论文 《CuⅣent Situ狨ion of AtmOspheric EⅢironment md

CoL1nterIueasur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B呐 ing》 思路清晰,结构合理,文字流畅 ,

有独到见解,收录于 EI检索。

该生品学兼优,有培养前途,特此推荐。

此致

敬礼!    i



尊敬的校领导 |

您好 !

陈宝麟是我院统计系学生,她有意申请学术特长研究生,我非常高兴,特向您推荐。

该生对学术问题十分感兴趣,积极参加学术讨论,该生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是工
个有

培养潜力的好学生 :

该生善于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其论文 《cuⅡent situ狨i0n￠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and CoLlⅡ ermeasur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B呐 ing》 思路清晰,结构合
理,文字流畅,有独到见解,收录于 EI索引。

该生品学兼优,有培养前途,特此推荐。

此致

敬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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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学术特长生专家推荐信

推荐人姓各枥
联系地址 :

电话:|1乃‘7I7

沈 色 职称

冫b砭刁t阡阝勘“Lzγ .

所在单位 :

电子邮箱 :

氟烂

甚耳≡蓬雯矣虿F日饪课教师□辅导
邑算习笞t福景蝥鋈

其他(请说明)

您对申请人: □很熟悉 □比较熟悉 匝

请从思想品德,对专业领域一般知识的掌握程度,对科学研究的激情和从事研究工作的努力

程度,基础科研技能,独立工作能力,创新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和语言及文字表达能力等诸

方

  、絮 `'P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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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ˉ ˉ   σ′ 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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犭廴围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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ˉ

力口

71{,
推荐人签名 :



北京林业大学学术特长生专家推荐信

申请人:彭栋  院系:自然保护区学院 专业: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

嘣
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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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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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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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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冫

名

址

ι

姓

地
 
:

人

系

话

荐

联

电

推 品{枞’滋之
/v°

’8〕

其仳1(请说明)    $号钅纫

以下由推荐人填写

篡霉Ξ暹尖歹轫昊蘖鑫了Ⅱh蟊擅鼍量    置礓景蝥蜇

请从思想品德,对专业领域一般知识的掌握程度,对科学研究的激情和从事研究工作的努力

程度,基础科研技能,独立工作能力,创新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和语言及文字表达能力等诸

方面如实评价该考生 :

。∶;;'li丨
:⒌∶扌!∶ :·∷{∶ ;∶

坞k力 0∶
;丨

i丨

F7农P初辶即 阜

%⒉ l‰ 。

梯 人耸名: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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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学术特长生专家推荐信

申请人:彭栋  院系:自然保护区学院 专业: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

推荐人姓名

联系地址

'
m

牡
丽

刀
甲

所在单位:西锣〃和P口箬沈 职称:勐丨竽诏

电子邮箱:cO∪ 1田冫 叼
u⑨ 怫 甥揩

:∫口口°

"电话:|8‘ llq硐 幻1

以下由推荐人填写

您和申请人关系:B任课教师 □辅导员 □毕业论文指导教师 其他 (请说明)

您对申请人: ψ很熟悉 □比较熟悉 □有所了解 □偶尔接触

请从思想品德,对专业领域一般知识的掌握程度,对科学研究的激情和从事研究工作的努力

程度,基础科研技能,独立工作能力,创新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和语言及文字表达能力等诸

方面如实评价该考生 :

诙噬刀菇⒒积焖 亏铽窍钐 卩伤兹啕ζ磁的龊牟知}伍夕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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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徊力,讠勿呓钢舄么解挲:3q券和啤翎处。毛勿斛券Ξ如 f司 ″

务锑孓ij饣 契,⒐俩锌南弘佐攵弓“T彼叩艹丸≈衣辽‰细 口1‰、韶汩汔

吞苡妁下询烊瓮伽 讠贫″讳危彳豸讠J噬。

梯人签名:鼢 眦 h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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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5k gland seasonal development

and musk secretiOn areiregulated by the testis

in muskrat(OnJσ F昭 z力 eFh∫cusl

TianXiang Zhong‖ `DOng Peng‖ `Lei Qi‖ `Weixuan u3卞

Yihua Wangl`WenXia Wangl'XiaO丨 Ong H∪
丨
`RuibO Cai1`

Defu Hu1兴 and Shu白 iang Liul兴

Abstract

Background:The rη ∪skratis a seasOna|breeder。 Ma}es secrete rη usk tO attract fema|es duri∩ g the breed|∩ g seas⊙ n。

The testOsterOne binding tO the andrOgen receptOr(AR)in muSk g|a∩ ds Of m∪ skrat may p|ay a∩ impOrta∩ t rO|e cOn-

d∪ cting the rn∪ sk secretiOn prOcess.

Methods:The m0sk g|a∩ d`testis and b|O⊙d samp|es of m∪ sk rats are cOHected i∩ bOth breedi∩ ga∩ d∩ O∩ -breedi∩ g

seasO∩ s。 SOme part Ofthe samp|es are keptin|iqu丨 d∩丨trOge∩ for tra∩ scriptOme a∩ a|ysis a∩ d Wester∩ b|Otting test,

SOme part Ofthe samp丨 es are kepti∩ 7O9乇 a丨 cOhO|for histO|ogy e× perime∩t`b|Ood samp|es are kept at-20° C forthe

serum testOster⊙ ne rneasureme∩ te× per丨 me∩ t。

Results:This st∪ dy demOnstrates thatthe q∪ a∩tity Of secreted|η ∪sk`the∨ O|∪ me Ofthe rn∪ sk g|a∩ ds`the diameter

Ofthe g|a∩ d ce"sand AR e× pressiOn are aⅡ  higher d∪ ri∩ g the breedi∩ g seasOn tha∩ at Othertimes(p<O。 O1).StAR`

P450scc a∩ d3卜 HSD e× pressiO∩ i∩ the Leydig ce||s Ofthe testis were a|sO higher duri∩ g this seasOn`as was ser∪ m

testOsterOne,ARx/vas a|sO Obser∨ ed i∩ the g|a∩ d ceHs OftwO Other叩 ∪sk-secreting anirη a|s`the rnusk deerand sma‖

|ndian ci∨ et`in their rη ∪sk g|ands。 These res∪ }ts s∪ ggest that the testes a∩ d rη ∪sk g|ands cO-de∨ e|Op seasOna"y。

Conclusion:The rη ∪sk g|ands′ seasOna|de∨ e|Opme∩ ta∩ d rn∪ sk secretiO∩ are reg∪ |ated by the testes`a∩ d testOster-

One p|ays a∩ impOrta∩ t rO|e in the seasona|de∨ e|Opme∩ tOf m∪ sk g丨 a∩ 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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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The musl【 rat(O〃〃‘zJ;/‘zz'′9纟砌j‘饧s)o a medium-sized,

serr1i'aquatic rodent ani1nal。  △he muskrat is a sea-

sOnal breeder,and lmales secrete Fnusk frOn△ their Fnusk

glands to attract felmales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The breeding seasOn begins in F呸 arch and ends in Octo冖

ber, lasting 8 months。  Like those produced by musk

deer Ofosc勿跖s Dε rεzoyis攵 Jθ and the small Indian c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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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h史 of authOrinfOrmatiO∩ is aVai|ab|e atthe end Ofthe artic|e

(Ⅵ vε rrJc跖 J砑
j〃歹jc砑 ),the musk that male muskrats’ musk

glands secrete during the breeding seas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heromOne for attracung females[1⒈

Ihe eⅩ p1oration of musk secretion mechanism is

irn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seasonal change Of1nusk

secrqtion. Our previous study show the testis has sea一

sonol change in muskrat,but the relatiOnship Of Fnusk

gland and testis is nOt clear。 PriOr research has suggested

that musl【 gland devdOpment aIld functiOn mi￡;l\t be reg-

ulated by androgens[2,31prOduced by the testi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hypothalamus-pituitary~testis system

[4,51.

Androgens rnediate a wide range of development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6,71。 TestosterOne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al andrOgen hOrlη One,Which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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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信

本人应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电气14-2班刘奔同学请求， 推荐该生为特殊学

术专长推免生。

该生于2014年9月进入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进行学习， 学习成绩 一直非常

优秀，在专业名列前茅。 本人曾于该生本科阶段的学习时，担任其国家级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的指导教师，在与该生的课内、 课外互动中， 对其印象极为深刻。

初见该生，个性内敛，f旦勤于思考，善于提问。经过与该生的多次交流之后，

可以发现他有较强独立思考的能力， 比如：在教授其电气测量课中，该生能对书

中的模型持怀疑的态度，并能指出其不完善之处；该生具备一 定的科研工作能力，

曾经参加第十届国际ican创新创业大赛， 并获得国家二等奖：参加全国电子设

计大赛， 并获得北京市三等奖。

在3年多的相处中 9 我对他的了解是比较深入的， 该同学有梦想、 有目标，

对自己的人生有较好的规划。而且该同学并未满足于本科所学知识，对科学研究

很感兴趣，在他大二时，就主动参加科技创新活动，大三再次参加科技创新活动。

对于本科生来说， 两年的科研经历并不容易，但是， 我还是总能在周末和平时没

课的时候在实验室看到他的身影。 可喜的是，在不懈的坚持和努力下，他出色地

完成了各项工作，还在科创活动中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原来体系的基础上有

所创新，并阅读了许多科技文献， 积累了一 定量的科研经验和阅读水平。 相信会

对将来的研究生工作有很大帮助。

该生综合表现突出， 并对学术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 故予以推荐， 望审核通

过。

推荐人：







被推荐人

信息

被推荐人

姓名 冫丨而佗 申请单位

推荐人

信息

推荐人

姓 名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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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
)么γ工作单位 珈忘群彤大勿

职  称 拓掐 职  务 ‰研虱汕
通信地址 舟疡氵疡呦豫阼;L邑 联系电话h功‘丨;Ⅱ°冫/

对被推荐人思想品德、专业学习和科研能力、外语水平、研究成果等的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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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签名 :

勿鲫,年 JP月 /F日

2018年北京林业大学申请特殊学术专长推免生

专家推荐书

各注 :

1.请推荐人公正、详尽地评价被推荐能力、表现 ;

2。 此推荐书必须由推荐人独自填写、被推荐人不得参与填写意见和查阅此推荐书 ;

3。 非常感谢您的推荐,请将推荐书填写、签名、密封后 (在信封骑缝处签字)交由被推荐

人或直接邮寄到接收被推荐人单位的招生部门。

以下由被推荐人事先填好 :

接收被推荐人单位地址 :

接收被推荐人单位收信人 :

接收被推荐人单位邮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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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推荐人思想品德、专业学习和科研能力、外语水平、研究成果等的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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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签名 :

2018年北京林业大学申请特殊学术专长推免生

专家推荐书

1.请推荐人公正、详尽地评价被推荐能力、表现 ;

2.此推荐书必须由推荐人独自填写、被推荐人不得参与填写意见和查阅此推荐书 ;

3.非常感谢您的推荐,请将推荐书填写、签名、密封后 (在信封骑缝处签字)交由被推荐

人或直接邮寄到接收被推荐人单位的招生部门。

以下由被推荐人事先填好 :

接收被推荐人单位地址 :

接收被推荐人单位收信人 :

接收被推荐人单位邮编 :



2018年北京林业大学申请特殊学术专长推免生

专家推荐书

各注 :

1.请推荐人公正、详尽地评价被推荐能力、表现 :

2.此推荐书必须由推荐人独自填写、被推荐人不得参与填写意见和查阅此推荐书 ;

3.非常感谢您的推荐,请将推荐书填写、签名、密封后 (在信封骑缝处签字)交由被推荐

人或直接邮寄到接收被推荐人单位的招生部门。

以下由被推荐人事先填好 :

接收被推荐人单位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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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明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基于 RS和 GIS的京津冀地区热

岛效应研究及其年代演变》项目由地信 13班侯明同学主持,地
信 13班穆嘉千、城林 14班刘哲伦两位同学贡献相同、排名不分

先后。特此证明。

指导教

学院意

时间: 冫?|⒎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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