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矿业大学 2015年具有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导师名单
（按导师姓名拼音排序，导师介绍请点击：http://219.219.35.78/open/TutorListshow.aspx查询）

资源与

地球科

学学院

曹丽文 陈尚斌 陈同俊 陈玉华 慈慧 丁艳青 董贵明 董青红 董守华 傅雪海

郭英海 郝树青 贺虎 黄华州 黄亚平 姜波 姜志海 鞠远江 孔凡哲 兰凤娟

李福生 李明 2 李文平 李小琴 李壮福 刘博 刘盛东 刘树才 刘勇 1 刘志新

罗金辉 潘冬明 朴春德 齐跃明 乔伟 秦勇 屈争辉 权彪 桑树勋 申建

沈玉林 苏本玉 隋旺华 孙强 孙如华 孙亚军 王爱宽 王勃 王超勇 王档良

王继尧 王猛 王冉 王瑞瑞 1 王文峰 王长申 韦重韬 吴圣林 奚砚涛 徐智敏

许进鹏 许永忠 薛丽芳 杨慧 杨伟峰 杨永国 杨兆彪 于景邨 于庆 岳建华

张改玲 周荣福 周效志 朱奎 朱前林 朱术云 朱炎铭

矿业工

程学院

柏建彪 才庆祥 曹安业 曹胜根 常庆粮 陈大勇 陈树召 陈勇 董成亮 窦林名

段天宏 范钢伟 方新秋 冯光明 高明仕 巩思园 顾伟 顾正洪 韩昌良 何江

何满潮 胡国忠 黄炳香 黄艳利 季明 荆升国 鞠金峰 巨峰 阚甲广 李冲

李桂臣 李迺梁 李楠 李贤功 李小林 李鑫 李学华 刘长友 卢明银 鲁岩

陆菜平 陆刚 马从安 马立强 牟宗龙 欧建春 彭洪阁 秦伟 任海兵 尚涛

舒继森 屠世浩 万志军 王方田 王桂峰 王强 王襄禹 王晓琳 王晓振 王旭锋

王振军 王作棠 肖栋 谢建林 谢文兵 谢耀社 徐剑坤 徐金海 徐营 许家林

许兴亮 闫帅 严红 杨培举 杨真 姚强岭 袁永 苑红伟 张东升 张吉雄

张磊 3 张农 张炜 张益东 张源 赵一鸣 郑西贵 周华强 周伟 1 朱卫兵

力学与

建筑工

程学院

白海波 常鸿飞 常江 陈坤福 陈培见 陈彦龙 陈占清 程红梅 崔振东 丁北斗

东兆星 杜健民 段忠诚 范力 冯梅梅 冯伟 1 高峰 高蓬辉 高亚楠 耿欧

韩晨平 韩立军 胡伟 黄家会 黄建恩 姬永生 季翔 贾福萍 蒋斌松 靖洪文

鞠杨 巨峰 李福林 李富民 李果 李海鹏 李庆涛 李贤 李元海 梁恒昌



林祖锐 刘刚 刘茜 刘卫群 刘志强 刘志勇 龙帮云 卢爱红 卢萌盟 鲁彩凤

陆银龙 罗宁 吕恒林 马金荣 马全明 马占国 茅献彪 缪协兴 倪国栋 彭维红

浦海 任彦龙 商翔宇 石晓波 宋雷 孙良 田建胜 王博 王东权 王菲

王建国 王建州 王连国 王林秀 王文顺 王衍森 王义江 王迎超 王勇 3 蔚立元

温庆杰 吴学慧 吴宇 夏军武 肖跃军 徐志伟 许国安 杨建平 杨圣奇 杨维好

杨卫明 殷祥超 尹世平 于广云 袁广林 袁丽 岳丰田 张后全 张凯 张明皓

张强 张一兵 张营营 张勇 张志镇 赵光思 赵利 赵晓东 赵玉成 周钢

周国庆 周建亮 周淑春 周扬 周跃进 朱冬冬 朱文龙 邹新

化工学

院

蔡佩君 曹景沛 曹亦俊 陈建中 陈增强 褚睿智 邓建军 窦东阳 段晨龙 樊星

冯莉 高庆宇 巩冠群 桂夏辉 郝娟 何亚群 贺靖峰 胡光洲 胡晓燕 蒋荣立

匡亚莉 李国胜 李海生 李小兵 李小川 李延锋 林喆 刘海苗 刘炯天 刘玲

刘滋武 骆振福 孟献梁 苗真勇 倪中海 彭耀丽 秦志宏 冉进财 任雪峰 任相坤

邵菊芳 沈丽娟 沈利民 石美 宋树磊 陶秀祥 陶有俊 王光辉 王海锋 王启立

王全德 王永田 王羽玲 王章国 魏贤勇 吴国光 武建军 谢广元 闫小康 闫新龙

杨建国 杨小芹 杨旭亮 姚菁华 岳晓明 张海军 张洪 1 张双全 张文军 张兴

张英杰 1 章新喜 赵炜 1 赵小燕 赵跃民 赵云 赵云鹏 周敏 1 周长春 朱佳媚

朱荣涛 宗志敏

机电工

程学院

鲍久圣 曹国华 陈飞 陈世其 程刚 程延海 程志红 董海林 杜长龙 范孟豹

高顶 葛世荣 韩静 韩正铜 郝敬宾 洪晓华 胡而已 胡元 李艾民 李宝林

李贝贝 李炳文 李建平 李威 李伟 李允旺 李志雄 李中凯 刘初升 刘后广

刘善增 刘送永 刘同冈 刘新华 刘秀梅 卢昊 马驰 孟德远 孟庆睿 苗运江

彭玉兴 沈刚 宋彦 孙海波 谭超 谭建荣 唐超权 唐玮 田祖织 王大刚

王洪欣 王启广 王世博 王禹桥 王忠宾 肖兴明 徐桂云 闫海峰 杨海峰 杨建华

杨金勇 杨善国 杨雪锋 杨寅威 姚新港 阴妍 张晓光 赵继云 赵啦啦 赵亮

周公博 周晓谋 朱华 朱真才



信息与

电气工

程学院

曹丙花 陈奎 陈治国 程德强 程健 程玉虎 戴鹏 邓世建 邓先明 丁恩杰

董海波 耿乙文 巩敦卫 郭星歌 郭一楠 韩丽 何凤有 胡堃 胡青松 胡延军

华钢 荆胜羽 蒯松岩 雷萌 雷汝海 李国欣 李海港 1 李会军 李雷达 李明

李世银 李松 李晓波 李宗艳 梁睿 刘海 刘辉 刘建华 1 刘鹏 1 刘晓文

马草原 马洪宇 马小平 苗长新 缪燕子 钱建生 任子晖 史丽萍 孙伟 孙晓燕

孙彦景 谭国俊 唐守锋 唐轶 童敏明 王崇林 王刚 王军 3 王攀攀 王雪松

王颖杰 吴新忠 伍小杰 夏晨阳 徐瑞东 徐永刚 许燕青 薛雪 严家明 杨春雨

叶宾 叶宗彬 尹洪胜 于东升 于月森 原熙博 张国鹏 张辉 2 张建文 张林

张倩 张申 张胜 张晓 张晓强 张勇 1 赵培培 赵小虎 周娟 周林娜

朱美强

管理学

院

卜华 曹庆仁 陈红 丁志华 董锋 冯颖 高伟 何凌云 贺超 侯晓红

黄国良 吉生保 江红艳 金丹 李爱彬 李凯风 李强 李强 2 李爽 李新春

林爱梅 刘传哲 刘建勇 刘金平 刘娟 1 刘满芝 刘玥 龙如银 芦慧 吕涛

毛帅 聂锐 祁慧 宋学锋 宋阳 孙自愿 唐安宝 王帮俊 王德鲁 王德青

王迪 王锋 1 王慧 3 王文宾 王晓珍 王新宇 1 王艳丽 王智宁 温晓慧 夏青

谢梅 谢守祥 许士春 许正权 姚圣 姚伟坤 于海淼 张磊 张明 1 张明慧

赵莉 周梅华 周敏 周莹莹 祝木伟

理学院

白冬梅 白龙 曹德欣 陈雷鸣 陈毅 程纪鹏 仇亮 董海明 段益峰 段滋明

范胜君 付乳燕 盖艳琴 郭三栋 郭治天 韩奎 郝大鹏 贾传磊 江龙 李海鹏 1

李会超 李金玉 凌思涛 刘海顺 刘记川 刘文斌 苗连英 祁永强 秦海华 邵虎

沈晓鹏 沈义峰 石礼伟 宋晓秋 孙永征 唐刚 唐军 1 田记 田守富 王登银

王海军 王建利 王敏 1 王月花 吴钢 夏辉 夏往所 寻之朋 严兴杰 杨先清

姚香娟 易志军 殷春浩 于桂丽 张朝文 张慧星 张杰 张丽萍 张兴永 张玉峰

周圣武

文学与 曹明 陈博 陈长利 戴惠 邓心强 丁恒星 段鑫星 高淮生 李全彩 刘超捷



法政学

院
刘雪凤 齐建东 邱雪玫 史修永 宋迎法 孙慧 1 汤道路 王超 1 王成礼 王锋

王青 王义保 魏凤娥 许超 许迎春 闫续瑞 杨思留 尹保华 张如成 张长立

张万红

外国语

言文化

学院

崔化 关家玲 黄敏 黄莹 蒋栋元 李文梅 刘丰 刘韶方 刘文 孟庆波

钱春花 苏新连 王会娟 王克强 王丽明 吴格非 徐剑 袁辉 翟石磊 章礼霞

赵虹 祖大庆

体育学

院
孟献峰 王朝军 王军利 王晓贞 项立敏 许彩明 杨家坤 翟丰 张清华 张玉超

安全工

程学院

陈开岩 程健维 程远平 窦国兰 季经纬 贾福音 蒋承林 蒋静宇 蒋曙光 康建宏

李伟 1 李增华 李忠辉 林柏泉 刘海波 2 刘宏 刘洪永 刘晓斐 刘应科 刘贞堂

罗新荣 秦波涛 任万兴 邵昊 沈荣喜 王德明 王恩元 王海锋 1 王凯 王亮

王雁鸣 魏连江 吴冬梅 吴征艳 杨胜强 杨威 杨永良 翟成 仲晓星 周福宝

周红星 周延 朱传杰 朱国庆

电力工

程学院

陈更林 陈宁 段雄 耿凡 郭成龙 郭楚文 郭飞强 韩东太 何光艳 胡影影

黄丛亮 李宝玉 李意民 刘颀 彭伟 饶中浩 申双林 宋正昶 万波 王珂 1

王利军 1 辛成运 袁隆基 张保生 赵培涛 赵鹏飞 周忠宁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边和平 曹洪军 程志波 池忠军 丛占修 丁三青 丁戎 甘永宗 胡可涛 焦金波

李金齐 李绍伟 1 梁庆婷 罗肖泉 牛俊美 亓光 吴红 阎国华 周岩 邹放鸣

环境与

测绘学

院

卞正富 查剑锋 陈报章 陈浮 陈国良 陈龙乾 单爱琴 邓喀中 董霁红 范洪冬

冯启言 高井祥 郭广礼 何士龙 侯湖平 雷少刚 李钢 李松年 李向东 李效顺

刘汉湖 刘志平 路平 毛缜 孟磊 裴宗平 秦凯 渠俊峰 谭琨 谭志祥

田立江 汪应宏 汪云甲 王辉 王坚 王立章 王丽萍 王潜心 王晓 王永波

吴侃 吴立新 熊集兵 闫志刚 杨德军 杨虹 杨化超 余接情 袁丽梅 湛含辉

张传义 张海荣 张华 1 张洁 张明青 张绍良 张书毕 张雁秋 赵银娣 郑南山

计算机 鲍宇 曹天杰 陈岱 陈朋朋 陈伟 丁世飞 江海峰 姜淑娟 姜秀柱 林果园



科学与

技术学

院

刘兵 刘厚泉 刘晋 孟凡荣 牛强 苏成 王珂 王新 王志晓 夏士雄

夏阳 夏战国 许新征 闫秋艳 尤著宏 袁冠 张爱娟 张凤荣 张磊 2 张艳

张永平 赵作鹏 周勇 2

材料科

学与工

程学院

曹希传 陈正 崔永莉 樊宇 范贺良 冯培忠 顾修全 郭立童 黄飞 1 鞠治成

康学勤 刘洪涛 刘章生 罗勇 牛继南 欧雪梅 亓健伟 强颖怀 沈承金 史月丽

隋艳伟 孙智 陶庆 陶雪钰 滕淑华 王庆良 王晓虹 王延庆 委福祥 徐杰

徐磊华 许程 闫爱华 应鹏展 张德坤 张含卓 张生辉 赵宇龙 朱亚波 庄全超

艺术与

设计学

院

陈功 丁昶 杭咏新 贺孝梅 洪缨 矫苏平 井渌 李爱真 罗萍嘉 孙亚云

唐军 徐刚 杨勇 姚君 叶莉 张红江 张昆 赵警卫 钟厦 朱翔

研究生院

2015年 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