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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简介
同延安，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工作学习简历
承担教学任务：肥料学研究进展，施肥与环境，新型肥料研究 的硕
士与博士课程
主持与参加科研项目：
“十一五”期间，主持的项目有中国-加拿大合作项目：持续农业发
展中的养分资源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气氮沉降在农田氮
输入中的作用及植物有效性（40675006）；农业部农业结构调整重大
技术研究专项：渭北黄土旱原区生态型高效农业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
（06-03-09B）；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西北退化耕地地力恢复技术模
式研究与示范（2006BAD05B07）；与英国洛桑试验站合作项目：优化
养分管理,减少氮肥面源污染；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黄土区大气氮沉
降监测与评估；农业部种植业污染源长期定位监测（2007-2013）。
农业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矿区土壤重金属含量污染监测评估
（2010-2012）；
三、研究领域或方向
研究方向：植物营养，肥料学, 施肥与环境
研究兴趣：本人主要从事土壤化学、植物营养、施肥与环境、农业生
态、农业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研究。由于研究项目的需要，
现已扩展到旱作农业、流域治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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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高英，同延安，赵营，樊红柱，盐胁迫对玉米发芽和苗期生长的
影响，中国土壤与肥料 2007(2)，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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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tongyanan@nwsuaf.edu.cn
联系地址：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