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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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炀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杨伟峰
2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崔柳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杨慧
3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李万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陈同俊
4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张国政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桑树勋
5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童雪瑞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姜志海
6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房孝杰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吴财芳
7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李存磊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杨兆彪
8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袁慧卿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孙亚军
9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孙华超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刘盛东
10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王文龙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王文峰
11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黄强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申建
12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黄刚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杨海燕
13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谢红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朱炎铭
14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许云磊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于景邨
15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刘超 081800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杨伟峰
16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闵雯卫 070900 地质学 郭英海
17 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 朱博 070900 地质学 王文峰
18 矿业工程学院 白贤栖 081901 采矿工程 曹安业
19 矿业工程学院 陈宁宁 081901 采矿工程 方新秋
20 矿业工程学院 陈永珩 081901 采矿工程 窦林名
21 矿业工程学院 崔聪 081901 采矿工程 杨真
22 矿业工程学院 杜洋 081901 采矿工程 何满潮
23 矿业工程学院 巩华刚 081901 采矿工程 张吉雄
24 矿业工程学院 侯文涛 081901 采矿工程 马丹
25 矿业工程学院 李建 081901 采矿工程 许家林
26 矿业工程学院 李菁华 081901 采矿工程 李桂臣
27 矿业工程学院 刘智超 081901 采矿工程 周伟
28 矿业工程学院 卢硕 081901 采矿工程 杨敬轩
29 矿业工程学院 邵鲁英 081901 采矿工程 黄炳香
30 矿业工程学院 台连海 081901 采矿工程 李冲
31 矿业工程学院 田鑫元 081901 采矿工程 窦林名
32 矿业工程学院 王浩 081901 采矿工程 许兴亮
33 矿业工程学院 王佳奇 0819Z1 资源开发规划与设计 张东升
34 矿业工程学院 王志明 081901 采矿工程 周伟
35 矿业工程学院 闫鸿远 081901 采矿工程 姚强岭
36 矿业工程学院 张彪 081901 采矿工程 张益东
37 矿业工程学院 赵少卿 081901 采矿工程 方新秋
38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纪勇杰 081402 结构工程 尹世平
39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刘唱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姜健
40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武紫涵 081403 市政工程 季翔

41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焉富春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

程
高蓬辉

42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孙斌 1201Z3 工程管理 周建亮
43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梁珂 081403 市政工程 常江
44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娄立群 080102 固体力学 陈培见
45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林首屹 081402 结构工程 叶继红

46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郑智群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

程
高蓬辉

47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王玉婧 081402 结构工程 夏军武
48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刘琨 081402 结构工程 柏宇
49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李灿坤 081403 市政工程 常江
50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朱柏衡 081402 结构工程 李富民
51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张皓 081402 结构工程 常鸿飞
52 化工学院 艾慧婷 0819Z2 洁净能源工程 俞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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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化工学院 王胜家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冯培忠
54 化工学院 赵迁迁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凌意瀚
55 化工学院 陈晓文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隋艳伟
56 化工学院 刘思雨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张德坤
57 化工学院 马青云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隋艳伟
58 化工学院 陈锐芳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隋艳伟
59 化工学院 金剑波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陈正
60 化工学院 刘春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刘洪涛
61 化工学院 宋洪伟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曹希传
62 化工学院 陈晓妍 0819Z3 矿物材料工程 隋艳伟
63 化工学院 张克非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俞和胜
64 化工学院 曹泽宇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张海军
65 化工学院 桂东骄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王海锋
66 化工学院 韩继康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李延锋
67 化工学院 王驰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杨建国
68 化工学院 高磊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谢广元
69 化工学院 朱凌涛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贺靖峰
70 化工学院 逯启昌 081902 矿物加工工程 王海锋
71 化工学院 李景娟 081705 工业催化 孟献梁
72 化工学院 张树翰 081705 工业催化 蒋荣立
73 化工学院 庞少华 081705 工业催化 孟献梁
74 化工学院 刘建彪 081702 化学工艺 武建军
75 化工学院 赵姬 081702 化学工艺 魏贤勇
76 化工学院 汤文 081702 化学工艺 曹景沛
77 化工学院 江玮 081702 化学工艺 曹景沛
78 化工学院 牛艳杰 081702 化学工艺 武建军
79 化工学院 母玉敏 081702 化学工艺 李小兵
80 化工学院 王宁 081702 化学工艺 赵云鹏
81 化工学院 马圣月 081702 化学工艺 魏贤勇
82 化工学院 刘序堂 081702 化学工艺 赵炜
83 化工学院 王鑫 081702 化学工艺 冯莉
84 化工学院 徐旨露 081703 生物化工 高庆宇
85 化工学院 吴佳雄 081703 生物化工 黄再兴
86 化工学院 曹鼎鼎 081703 生物化工 黄再兴
87 化工学院 杨世红 081703 生物化工 黄再兴
88 化工学院 吴世宁 081704 应用化学 高庆宇
89 化工学院 马恩慧 081704 应用化学 王虹
90 化工学院 张广君 081704 应用化学 王绍荣
91 化工学院 丁俊阳 081704 应用化学 徐朗
92 化工学院 关尹双 081704 应用化学 高庆宇
93 化工学院 张文康 081704 应用化学 蒋荣立
94 化工学院 丁国春 081704 应用化学 高庆宇
95 化工学院 李研 081704 应用化学 高庆宇
96 化工学院 刘中海 081704 应用化学 赵小燕
97 化工学院 张晓玉 081704 应用化学 蒋荣立
98 化工学院 韩松 081704 应用化学 曹景沛
99 化工学院 宋浩 081704 应用化学 冯莉
100 化工学院 潘思好 081704 应用化学 王虹
101 机电工程学院 龙思放 080200 机械工程 鲍久圣
102 机电工程学院 刘磊 080200 机械工程 鲍久圣
103 机电工程学院 席浩然 080200 机械工程 曹国华
104 机电工程学院 杨青桦 080200 机械工程 陈飞
105 机电工程学院 马森财 080200 机械工程 程刚
106 机电工程学院 刚鹏 080200 机械工程 程延海
107 机电工程学院 吴晨 080200 机械工程 程延海
108 机电工程学院 刘建 080200 机械工程 程延海
109 机电工程学院 周嘉利 080200 机械工程 程延海
110 机电工程学院 李超 080200 机械工程 范孟豹



111 机电工程学院 朱思露 080200 机械工程 范孟豹
112 机电工程学院 张晓迪 080200 机械工程 江红祥
113 机电工程学院 徐洋 080200 机械工程 江红祥
114 机电工程学院 张龙 080200 机械工程 李艾民
115 机电工程学院 罗江南 080200 机械工程 李建平
116 机电工程学院 李佳 080200 机械工程 李允旺
117 机电工程学院 黄涛 080200 机械工程 刘初升
118 机电工程学院 于浩 080200 机械工程 刘送永
119 机电工程学院 张亚辉 080200 机械工程 刘送永
120 机电工程学院 刘启航 080200 机械工程 刘秀梅
121 机电工程学院 曹紫莺 080200 机械工程 刘秀梅
122 机电工程学院 张国鹏 080200 机械工程 刘秀梅
123 机电工程学院 余墨涵 080200 机械工程 沈刚
124 机电工程学院 曹艳丽 080200 机械工程 唐玮
125 机电工程学院 王博 080200 机械工程 王大刚
126 机电工程学院 许自立 080200 机械工程 王大刚
127 机电工程学院 梁志奇 080200 机械工程 王大刚
128 机电工程学院 王永振 080200 机械工程 张晓光
129 机电工程学院 李云朋 080200 机械工程 张晓光
130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赵倩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巩敦卫
131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周金龙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郭一楠
132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王荣荣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王雪松
133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何昕杰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巩敦卫

134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刘盈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褚菲、王友

清
135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申政文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王军

136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周玉丹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陈兴、杨洪

山
137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郭涛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陈兴
138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张西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杨春雨
139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贺春林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张勇
140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代灿云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孙晓燕

141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颜克彤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陈兴、罗仕

鉴
142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郝莉莉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褚菲

143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陈伟豪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陈兴、杨洪

山

144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唐成美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巩敦卫、王

凌
145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佟英浩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巩敦卫
146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李文涵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郭一楠
147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赵微微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代伟
148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巢新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巩敦卫
149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曹硕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程玉虎
150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丁玲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郭一楠
151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王越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赵小虎
152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苏淑娴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李世银
153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孔祥林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赵雷
154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陈重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孙彦景
155 经济管理学院 江世艳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陈红
156 经济管理学院 王儒奇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丁志华
157 经济管理学院 李星 1201Z2 财务管理系统工程 孙自愿
158 经济管理学院 刘荣嫣 1201Z1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何凌云
159 经济管理学院 荆晶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董锋
160 经济管理学院 李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江红艳
161 经济管理学院 周鹏冉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吕涛
162 经济管理学院 徐成真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董锋
163 经济管理学院 范文娜 1201Z1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王锋
164 经济管理学院 张芳 1201Z1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王锋



165 经济管理学院 陈倩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芦慧
166 经济管理学院 毛锦琦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王德鲁
167 经济管理学院 徐志存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许士春
168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英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江红艳
169 经济管理学院 李娜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吕涛
170 经济管理学院 郝梦阁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许士春
171 经济管理学院 李焕焕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丁志华
172 经济管理学院 马平平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明
173 经济管理学院 任潇艺 1201Z2 财务管理系统工程 孙自愿
174 经济管理学院 朱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杨晓光
175 经济管理学院 付大利 1201Z1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牛华伟
176 经济管理学院 袁云云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董锋
177 经济管理学院 陈浩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耿涌
178 经济管理学院 杨勇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明
179 经济管理学院 王璐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芦慧
180 经济管理学院 许锟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爽
181 数学学院 陈悦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朱松
182 数学学院 韩志敏 070101 基础数学 杨小军
183 数学学院 张红艺 070104 应用数学 张玉峰
184 数学学院 刘鹏杰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邵虎
185 数学学院 李志强 070104 应用数学 田守富
186 数学学院 洪运朝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苗连英
187 数学学院 焦琳致 070102 计算数学 张玉峰
188 数学学院 王敬敬 070104 应用数学 杨小军
189 安全工程学院 张玉梅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郑丽娜
190 安全工程学院 王国钦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杨永良
191 安全工程学院 杨恒泽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何学秋
192 安全工程学院 闫松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杨威
193 安全工程学院 张冉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潘哲君
194 安全工程学院 李佳林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郑丽娜
195 安全工程学院 桂长庚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陈开岩
196 安全工程学院 韩涵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王和堂
197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董开明 080103 流体力学 郭飞强
198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潘申成 080103 流体力学 饶中浩
199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陈昭 080800 电气工程 夏晨阳
200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王檀 080800 电气工程 胡义华
201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王国平 080800 电气工程 陈昊
202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王琛 080800 电气工程 梁睿
203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张翀 080800 电气工程 原熙博
204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李喆 080800 电气工程 于东升
20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英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池忠军
206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乐乐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池忠军
207 马克思主义学院 周胜艳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池忠军
208 环境与测绘学院 曹雪松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郑南山
209 环境与测绘学院 郭宝宇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高井祥
210 环境与测绘学院 江克贵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郭广礼
211 环境与测绘学院 李萌萌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王潜心
212 环境与测绘学院 陶远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高井祥
213 环境与测绘学院 田毅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郑南山
214 环境与测绘学院 吴华静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张克非
215 环境与测绘学院 杨威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张书毕
216 环境与测绘学院 元亚菲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邓喀中

217 环境与测绘学院 朱赞 081601 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
陈国良、尹

鹏程
218 环境与测绘学院 曹芳洁 081603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吴素芹
219 环境与测绘学院 姜昀呈 081603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闫志刚
220 环境与测绘学院 赵桔超 081603 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陈龙乾
221 环境与测绘学院 何秦 081602 摄影测量与遥感 秦凯



222 环境与测绘学院 康琪 081602 摄影测量与遥感 张继贤
223 环境与测绘学院 陆雨婷 081602 摄影测量与遥感 董霁红
224 环境与测绘学院 莫莹 081602 摄影测量与遥感 邓喀中
225 环境与测绘学院 杨星晨 081602 摄影测量与遥感 雷少刚
226 环境与测绘学院 刘秉锋 083002 环境工程 张明青
227 环境与测绘学院 朱燕峰 083002 环境工程 冯启言
22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章程 081202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姜淑娟
22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赵文竹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夏士雄
23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范陈程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志晓
23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白鹏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陈伟
23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姿颖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丁世飞
23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吴桐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陈伟

234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姜崇扬 080104 工程力学 王连国

235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许昌毓 081401 岩土工程 韩立军

236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陈洋 080104 工程力学 吴宇

237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马百龙 081401 岩土工程 张凯

238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刘德俊 080104 工程力学 浦海

239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王腾飞 080104 工程力学 巨峰

240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张薇 080104 工程力学 鞠杨

241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曹明辉 081401 岩土工程 杨圣奇

242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李焘 080104 工程力学 陈占清

243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李培博 080104 工程力学 王建国

244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麻世垄 081401 岩土工程 杨玉贵

245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段宏跃 080104 工程力学 陆银龙

246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耿康康 080104 工程力学 杨卫明

247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付万贵 081401 岩土工程 赵光思

248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李克升 081401 岩土工程 杨玉贵

249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江琦 080104 工程力学 杨卫明

250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徐良 081401 岩土工程 蒋斌松

251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郑丽辉 080104 工程力学 周跃进

252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薛天富 080104 工程力学 王建国

253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张博 081401 岩土工程 赵坚



254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李开源 081401 岩土工程 巨峰

255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冯志威 080104 工程力学 陈彦龙

注：公共管理学院“申请-考核”制进入复试人员名单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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