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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 2016 年研究生指导

教师遴选结果
各院、部、处：

我校 2016 年导师遴选经本人申请、学科评审、学院学位分委

员会审议和博导校外专家评议，7 月 12 日召开了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经与会人员投票表决，遴选出 20 名博士生指导教师、41 名硕

士生指导教师和 8 名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硕士指导教师。按照有关规

定，对以上申请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公示，现争议期结束，无任何

疑义；根据我校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以下教师将获得北京林

业大学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资格（具体名单见附件）。

北京林业大学

二○一六年九月四日



附件：

北京林业大学 2016 年博导、硕导遴选结果名单

一、博士生导师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科专业名称

1 金小娟 教授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2 郭洪武 教授 木材科学与技术

3 张世锋 教授 木材科学与技术

4 张军国 教授 机械工程

5 封莉 教授 生态环境工程

6 陈文汇 教授 林业经济管理

7 李华晶 教授 林业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

8 曹芳萍 教授 农业经济管理

9 尹淑霞 教授 草学

10 林善枝 教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1 荆艳萍 教授 细胞生物学

12 翁强 教授 细胞生物学

13 程金花 教授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14 饶良懿 教授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15 王云琦 教授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16 张岩 教授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17 刘志成 教授 风景园林学

18 赵惠恩 教授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19 洪喻 副教授 环境科学与工程

20 王君 副教授 林木遗传育种

二、硕士生导师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科专业名称

1 边静 副教授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2 段久芳 副教授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3 张扬 副教授 木材科学与技术

4 陈忠加 副教授 车辆工程

5 苏勋文 副教授 机械设计及理论

6 于春战 副教授 机械设计及理论

7 徐康宁 副教授 环境工程

8 杜德斌 副教授 行政管理

9 刘雯雯 副教授 企业管理

10 侯鹏 副教授 统计学

11 张兰 副教授 统计学

12 贾薇 副教授 物业管理

13 巩前文 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理论



14 仲亚东 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理论

15 宦盛奎 副教授 法学理论

16 李明 副教授 心理学

17 项锦晶 副教授 心理学

18 袁峥嵘 副教授 动物学

19 孙宇涵 副教授 林木遗传育种

20 赵瑞 副教授 植物学

21 张守红 副教授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22 杨猛 副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23 蔡东娜 副教授 动画艺术学

24 彭月橙 副教授 动画艺术学

25 韩鹏 副教授 设计学

26 李冠衡 副教授 风景园林学

27 王美仙 副教授 风景园林学

28 郦大方 副教授 建筑学

29 邵隽 副教授 旅游管理

30 蔡明 副教授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31 黄河 副教授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32 沐先运 副教授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33 王璐莹 讲师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34 薛智敏 讲师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35 黄艳辉 讲师 木材科学与技术

36 张伟 讲师 木材科学与技术

37 赵健 讲师 机械设计及理论

38 杜庆章 讲师 林木遗传育种

39 宋跃朋 讲师 林木遗传育种

40 陈立欣 讲师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41 蔡祥 讲师 软件工程

三、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硕士导师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科专业名称

1 王应临 讲师 风景园林学

2 于长明 讲师 城乡规划学

3 刘祎绯 讲师 城乡规划学

4 李慧 讲师 风景园林学

5 戈晓宇 讲师 风景园林学

6 段威 讲师 建筑学

7 丛丽 讲师 旅游管理

8 许晓明 讲师 风景园林学

主题词：2016年 研究生 导师 遴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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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 2016 年

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结果
各院、部、处：

我校 2016 年导师遴选经本人申请、学科评审、学院学位分

委员会审议和博导校外专家评议，7 月 12 日召开了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经与会人员投票表决，遴选出 20 名博士生指导教师、

41 名硕士生指导教师和 8 名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硕士指导教师。

按照有关规定，对以上申请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公示，现争议期

结束，无任何疑义；根据我校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以下教

师将获得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资格（具体名单

见附件）。

北京林业大学

二○一六年九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