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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 2017 年研究生指导

教师遴选结果
各院、部、处：

我校 2017 年导师遴选经本人申请、学科评审、院学位分委员

会审议和校外专家评议，12 月 28 日召开了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经

与会人员投票表决，遴选出 30 名博士生指导教师、54 名硕士生指

导教师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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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个工作日的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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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一月十日



附件：

北京林业大学 2017 年博导、硕导遴选结果名单

一、博士生导师名单

序号 姓 名 申报学科 职称 学院

1 张帆 木材科学与技术 教授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2 王堃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副教授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3 杨俊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副教授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4 袁同琦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副教授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5 高强 木材科学与技术 副教授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6 马伟芳 生态环境工程 教授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7 程翔 生态环境工程 副教授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8 米锋 林业经济管理 教授 经济管理学院

9 秦涛 林业经济管理 教授 经济管理学院

10 陈凯 林业资源经济与环境管理 教授 经济管理学院

11 张春雨 森林经理学 教授 林学院

12 李国雷 森林培育 教授 林学院

13 同小娟 生态学 教授 林学院

14 王永林 森林保护学 副教授 林学院

15 杨智辉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6 李颖岳 林木遗传育种 教授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7 李强 森林生物资源利用 教授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8 赵国柱 微生物学 副教授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9 李晓娟 植物学 副教授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20 冀晓东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教授 水土保持学院

21 史明昌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教授 水土保持学院

22 吴秀芹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教授 水土保持学院

23 贾昕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副教授 水土保持学院

24 李翅 风景园林学 教授 园林学院

25 郑曦 风景园林学 教授 园林学院

26 孙明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教授 园林学院

27 袁涛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教授 园林学院

28 郭玉民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教授 自然保护区学院

29 时坤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教授 自然保护区学院

30 谢磊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副教授 自然保护区学院



二、硕士生导师名单

序号 姓 名 申报学科 职称 学院

1 文甲龙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副教授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2 陈惠 木材科学与技术 副教授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3 漆楚生 木材科学与技术 副教授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4 王西鸾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讲师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5 曹学飞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讲师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6 林剑 木材科学与技术 讲师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7 何正斌 木材科学与技术 讲师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8 文剑 机械电子工程 副教授 工学院

9 徐向波 机械电子工程 副教授 工学院

10 梁帅 环境科学与工程 副教授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1 邱斌 环境科学与工程 讲师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2 刘永泽 环境科学与工程 讲师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3 党岩 环境科学与工程 讲师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4 于畅 国际贸易学 副教授 经济管理学院

15 秦光远 国际贸易学 副教授 经济管理学院

16 顾雪松 金融学 副教授 经济管理学院

17 杨桂红 林业经济管理 副教授 经济管理学院

18 张洋 物业管理 副教授 经济管理学院

19 李凌超 国际贸易学 讲师 经济管理学院

20 黄季夏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副教授 林学院

21 陶静 森林保护学 副教授 林学院

22 席本野 森林培育 副教授 林学院

23 姜超 生态学 副教授 林学院

24 王鹤松 生态学 副教授 林学院

25 栾亚宁 土壤学 副教授 林学院

26 张璐 土壤学 讲师 林学院

27 徐保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28 庄乾龙 法学理论 副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9 孙宇 法学理论 副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30 陈佳 行政管理 副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31 钮世辉 林木遗传育种 副教授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32 朱保庆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副教授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33 谢剑波 遗传学 讲师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34 高广磊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副教授 水土保持学院

35 王彬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副教授 水土保持学院

36 黄建坤 结构工程 讲师 水土保持学院

37 马超 山地灾害防治工程 讲师 水土保持学院

38 贾国栋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讲师 水土保持学院

39 孙钰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副教授 信息学院

40 孙俏 计算机应用技术 副教授 信息学院

41 蒋东辰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讲师 信息学院

42 王晗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讲师 信息学院

43 上官大堰 动画艺术学 副教授 艺术设计学院

44 房钰栋 设计学 副教授 艺术设计学院

45 丁可 设计学 副教授 艺术设计学院

46 高丽娜 设计学 副教授 艺术设计学院

47 殷炜达 城市规划与设计 副教授 园林学院

48 郝培尧 风景园林学 副教授 园林学院

49 赵晶 风景园林学 副教授 园林学院

50 王思元 风景园林学 副教授 园林学院

51 张云路 风景园林学 副教授 园林学院

52 罗乐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副教授 园林学院

53 孙丽丹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副教授 园林学院

54 王玉玉 湿地生态学 副教授 自然保护区学院



三、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硕士导师名单

序号 姓 名 相关学科 职称 学院

1 崔庆伟 风景园林学 讲师 园林学院

2 吴丹子 风景园林学 讲师 园林学院

3 王鑫 风景园林学 讲师 园林学院

4 于超 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讲师 园林学院

5 徐桐 城乡规划学 讲师 园林学院

主题词：2017年 研究生 导师 遴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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