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报考院系所名称 姓名 报考专业代码 报考专业名称 报考博导姓名

1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陈瑞莉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郝树青

2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程鸣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傅雪海

3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金军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秦勇

4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李竞赢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李文平

5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李梁宁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李文平

6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李龙飞 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于景邨

7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刘景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朱炎铭

8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刘楠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申建

9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王扬州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于景邨

10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杨玉茹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李文平

11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袁世冲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隋旺华

12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张博斐 070900 地质学 王文峰

13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张治波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郭英海

14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赵福平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桑树勋

15 矿业工程学院 敖忠晨 081901 采矿工程 才庆祥

16 矿业工程学院 白东尧 081901 采矿工程 胡国忠

17 矿业工程学院 陈帅 081901 采矿工程 杨真

18 矿业工程学院 陈忠顺 081901 采矿工程 袁永

19 矿业工程学院 崔鹏飞 081901 采矿工程 张吉雄

20 矿业工程学院 董跃文 081901 采矿工程 胡国忠

21 矿业工程学院 高守阳 081901 采矿工程 张东升

22 矿业工程学院 韩泽鹏 081901 采矿工程 窦林名

23 矿业工程学院 侯鸣晓 081901 采矿工程 袁永

24 矿业工程学院 胡亚伟 081901 采矿工程 曹安业

25 矿业工程学院 李昊城 081901 采矿工程 胡国忠

26 矿业工程学院 李新跃 081901 采矿工程 张农

27 矿业工程学院 李延辉 081901 采矿工程 柏建彪

28 矿业工程学院 卢帅峰 081901 采矿工程 万志军

29 矿业工程学院 吕鑫 081901 采矿工程 黄炳香

30 矿业工程学院 石灏 081901 采矿工程 许兴亮

31 矿业工程学院 宋光远 081901 采矿工程 张益东

32 矿业工程学院 田鑫元 081901 采矿工程 何满潮

33 矿业工程学院 王海涛 081901 采矿工程 陆菜平

34 矿业工程学院 王振 081901 采矿工程 李楠

35 矿业工程学院 谢文武 081901 采矿工程 范钢伟

36 矿业工程学院 邢轲轲 081901 采矿工程 李冲

37 矿业工程学院 杨恒泽 081901 采矿工程 姚强岭

38 矿业工程学院 张坤 081901 采矿工程 刘长友

39 矿业工程学院 张琰岽 081901 采矿工程 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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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矿业工程学院 张运鹏 081901 采矿工程 李楠

41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段品生 1201Z3 工程管理 周建亮

42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方焕焕 081403 市政工程 季翔

43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耿鸣若 1201Z3 工程管理 周建亮

44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郭新宇 081402 结构工程 夏军武

45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李世昌 081402 结构工程 尹世平

46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刘康 081402 结构工程 柏宇

47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任根立 081402 结构工程 叶继红

48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邵斐璠 081402 结构工程 李贤

49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孙洪磊 1201Z3 工程管理 周建亮

50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武紫涵 081403 市政工程 常江

51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喻秋 081402 结构工程 张营营

52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张东杰 081402 结构工程 李富民

53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张一恒 081402 结构工程 叶继红

54 化工学院 陈超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刘洪涛

55 化工学院 陈航超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周长春

56 化工学院 陈晓文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隋艳伟

57 化工学院 邓明瑞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陶有俊

58 化工学院 董晓晶 081703 生物化工 高庆宇

59 化工学院 范子纯 081702 化学工艺 魏贤勇

60 化工学院 高磊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谢广元

61 化工学院 高且远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王永田

62 化工学院 高尚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桂夏辉

63 化工学院 黄龙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刘清侠

64 化工学院 金彦章 081702 化学工艺 苗真勇

65 化工学院 兰奎 081702 化学工艺 赵炜

66 化工学院 兰依博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李海生

67 化工学院 李帅锜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沈宝龙

68 化工学院 李秀丽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隋艳伟

69 化工学院 李旭飞 081702 化学工艺 孟献梁

70 化工学院 李壮 081702 化学工艺 魏贤勇

71 化工学院 刘慧 081704 应用化学 李小兵

72 化工学院 刘伟琪 081704 应用化学 徐朗

73 化工学院 马栋 081702 化学工艺 曹景沛

74 化工学院 牛晨凯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刘清侠

75 化工学院 秦蒙 081704 应用化学 高庆宇

76 化工学院 邵金涛 081703 生物化工 高庆宇

77 化工学院 宋亚东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隋艳伟

78 化工学院 王博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刘洪涛

79 化工学院 王成 081704 应用化学 冯莉

80 化工学院 王浩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冯培忠、王海北

81 化工学院 王泽力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罗勇



82 化工学院 吴法鹏 081702 化学工艺 赵云鹏

83 化工学院 吴明锦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张德坤

84 化工学院 吴培栋 081703 生物化工 高庆宇

85 化工学院 徐杰 081702 化学工艺 武建军

86 化工学院 徐乐 081704 应用化学 蒋荣立

87 化工学院 闫政浩 081702 化学工艺 苗真勇

88 化工学院 于露 081704 应用化学 高庆宇

89 化工学院 袁雪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何亚群

90 化工学院 张俊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张德坤

91 化工学院 张卫鹏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罗勇

92 化工学院 赵静平 081702 化学工艺 曹景沛

93 化工学院 周刚 081704 应用化学 王虹

94 机电工程学院 陈海翔 080200 机械工程 彭玉兴

95 机电工程学院 丁鑫 080200 机械工程 王世博

96 机电工程学院 李继学 080200 机械工程 王大刚

97 机电工程学院 李冉 080200 机械工程 赵继云

98 机电工程学院 李赛 080200 机械工程 刘初升

99 机电工程学院 石修伟 080200 机械工程 谢方伟

100 机电工程学院 孙凤山 080200 机械工程 范孟豹

101 机电工程学院 王海楠 080200 机械工程 程延海

102 机电工程学院 王耀耀 080200 机械工程 刘后广

103 机电工程学院 王志乐 080200 机械工程 杨建华

104 机电工程学院 徐保龙 080200 机械工程 刘送永

105 机电工程学院 颜天 080200 机械工程 刘送永

106 机电工程学院 于鸣泉 080200 机械工程 赵继云

107 机电工程学院 张国泰 080200 机械工程 沈刚

108 机电工程学院 张雨佳 080200 机械工程 范孟豹

109 机电工程学院 邹光宇 080200 机械工程 李中凯、张  陈

110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陈国玉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郭一楠

111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王全余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赵小虎

112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王威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孙晓燕

113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王燕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巩敦卫

114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杨瑞鑫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李世银

115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张立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陈兴

116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赵建国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杨春雨

117 管理学院 陈海贝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董锋

118 管理学院 杜康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陈红

119 管理学院 侯信盟 1201Z1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王新宇

120 管理学院 靖培星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爽

121 管理学院 刘娇 1204Z1 能源资源管理 何凌云

122 管理学院 刘梦丽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丁志华

123 管理学院 吕振伟 1201Z2 财务管理系统工程 姚圣



124 管理学院 孟晓娜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许士春

125 管理学院 孙雨笛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江红艳

126 管理学院 王青松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明

127 管理学院 王晓娟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明

128 管理学院 王欣 1201Z1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王锋

129 管理学院 王亚东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王德鲁

130 管理学院 王亚萍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江红艳

131 管理学院 魏骜 1201Z1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王锋

132 管理学院 吴侃 1204Z1 能源资源管理 何凌云

133 管理学院 燕彬 1201Z1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王锋

134 管理学院 张海晶 1204Z1 能源资源管理 宋妍

135 管理学院 张玥 1201Z2 财务管理系统工程 姚圣

136 管理学院 章砚 1201Z2 财务管理系统工程 孙自愿

137 管理学院 周欣星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董锋

138 管理学院 祝孔超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丁志华

139 数学学院 柴雪冬 070104 应用数学 张玉峰

140 数学学院 陈慧展 070101 基础数学 任新安

141 数学学院 耿露露 070104 应用数学 杨小军

142 数学学院 洪运朝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苗连英

143 数学学院 茆晋晋 070104 应用数学 田守富

144 数学学院 邵枫 070102 计算数学 邵虎

145 数学学院 孙文兵 070104 应用数学 杨小军

146 数学学院 魏昌卿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姚香娟

147 数学学院 徐保邹 070104 应用数学 杨小军

148 数学学院 张元帅 070101 基础数学 王登银

149 公共管理学院 李静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刘蕾

150 公共管理学院 熊亚超 120401 行政管理 张长立

151 公共管理学院 左晶晶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段鑫星

152 安全工程学院 邓川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何学秋

153 安全工程学院 刘浩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李增华

154 安全工程学院 刘建翔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朱国庆

155 安全工程学院 刘长奇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刘应科

156 安全工程学院 梅杰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时国庆

157 安全工程学院 檀廷江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王恩元

158 安全工程学院 王建涛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仲晓星

159 安全工程学院 徐幼平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林柏泉

160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卞小亮 080800 电气工程 原熙博

161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董新华 080800 电气工程 梁睿

162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胡堋湫 080800 电气工程 陈昊

163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姜翼展 080800 电气工程 何凤有

164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凌臧 080800 电气工程 谭国俊

165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宋晨 080103 流体力学 郭楚文



166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俞娟 080103 流体力学 饶中浩

167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张鹏 080800 电气工程 夏晨阳

168 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正校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丁三青

169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何珍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阎国华

17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宋雨蒙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阎国华

171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众威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亓光

17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徐金梅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亓光

173 马克思主义学院 闫梦雅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亓光

17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文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曹洪军

175 环境与测绘学院 冯占杰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胡振琪

176 环境与测绘学院 韩正伟 083002 环境工程 王丽萍

177 环境与测绘学院 吉莉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董霁红

178 环境与测绘学院 牛潜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汪应宏

179 环境与测绘学院 时爽爽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张克非

180 环境与测绘学院 王国振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董霁红

181 环境与测绘学院 武新梅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陈国良

182 环境与测绘学院 张省 081602 摄影测量与遥感 薛勇

18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邴睿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孟凡荣

18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曹萍萍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牛强

18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丁玲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丁世飞

18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浩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周勇、张启亮

18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佟佳俊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夏士雄

18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吴杰胜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志晓

18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闫月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姜淑娟

190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段雪雷 081401 岩土工程 蒋斌松

191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侯珊珊 080104 工程力学 王建国

192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胡坚 081401 岩土工程 韩立军

193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黄鑫 081401 岩土工程 杨维好

194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福清 081401 岩土工程 杨维好

195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亚鹏 081401 岩土工程 韩立军

196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梁汉良 080104 工程力学 陈彦龙

197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梁伟 080104 工程力学 王建国

198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林远健 080104 工程力学 白海波

199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宁湃 080104 工程力学 巨峰

200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孙超 080104 工程力学 刘卫群

201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帅 080104 工程力学 王连国

202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逸鸣 080104 工程力学 陈占清

203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邢文彬 081401 岩土工程 赵坚

204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闫帅 081401 岩土工程 韩立军

205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张亮 081401 岩土工程 靖洪文

206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张瑞新 081401 岩土工程 Pathegama Gamage Ranji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