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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 2018 年研究生

导师遴选结果
各院、部、处：

我校 2018 年导师遴选经本人申请、学科评审、院学位分委

员会审议和博导校外专家评议，2019 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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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位博士生导师和

53 位硕士生导师，其中 25 人为学术型硕导，12 人为专业学位硕

导，16 人为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硕导。按照有关规定，对以上申

请人进行了为期 7 天的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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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四月九日



附件：

北京林业大学 2018 年博导、硕导遴选结果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 申请导师类型 申请学科专业名称 申请院系名称

1 徐道春 副教授 博导 森林工程 工学院

2 闫磊 副教授 博导 机械工程 工学院

3 郑一力 副教授 博导 林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工学院

4 樊坤 教授 博导 农林经济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5 侯方淼 教授 博导 农林经济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6 鲁莎莎 副教授 博导 农林经济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7 李素艳 教授 博导 土壤学 林学院

8 常智慧 教授 博导 草学 林学院

9 王丰俊 教授 博导 森林生物资源与利用 生物学院

10 杜庆章 副教授 博导 林木遗传育种 生物学院

11 王延伟 副教授 博导 林木遗传育种 生物学院

12 钮世辉 副教授 博导 林木遗传育种 生物学院

13 张平冬 副教授 博导 林木遗传育种 生物学院

14 毛建丰 副教授 博导 林木遗传育种 生物学院

15 李运远 教授 博导 风景园林学（工学） 园林学院

16 孙丽丹 教授 博导 风景园林学（农学） 园林学院

17 张钢民 教授 博导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自然保护区学院

18 罗芳丽 副教授 博导 湿地生态学 自然保护区学院

19 李红丽 副教授 博导 湿地生态学 自然保护区学院

20 刘静 副教授 科硕导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材料学院

21 孙少妮 讲师 科硕导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材料学院

22 王望 讲师 科硕导 木材科学与技术 材料学院

23 颜小飞 讲师 科硕导 林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工学院

24 高露双 副教授 科硕导 森林经理学 林学院

25 王娟 副教授 科硕导 生态学 林学院

26 郝正春 副教授 科硕导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27 孙立炜 副教授 科硕导 植物学 生物学院

28 薛华 副教授 科硕导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学院

29 韩莹莹 讲师 科硕导 动物学 生物学院

30 刘小敏 讲师 科硕导 植物学 生物学院

31 国辉 讲师 科硕导 微生物学硕士 生物学院

32 刘平丽 副教授 科硕导 植物学 生物学院

33 赵媛媛 讲师 科硕导 植物学 生物学院

34 及金楠 副教授 科硕导 结构工程 水保学院



35 齐元静 副教授 科硕导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水保学院

36 杨文涛 讲师 科硕导 地理学 水保学院

37 戈晓宇 副教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工学） 园林学院

38 丛丽 副教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工学） 园林学院

39 钟原 副教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农学） 园林学院

40 向岚麟 副教授 科硕导 城乡规划 园林学院

41 刘祎绯 副教授 科硕导 城乡规划 园林学院

42 段威 副教授 科硕导 建筑学 园林学院

43 肖蓉 讲师 科硕导 湿地生态学 自然保护区学院

44 董必成 讲师 科硕导 湿地生态学 自然保护区学院

45 任学勇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木材科学与技术/林业工程 材料学院

46 刘毅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木材科学与技术/林业工程 材料学院

47 谢将剑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林业电气化与自动化/电子

信息
工学院

48 赵玥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林业电气化与自动化/电子

信息
工学院

49 王会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林业经济管理/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50 张英杰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物业管理/ 工商管理硕士 经济管理学院

51 游崇娟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保护学/林业 林学院

52 程小琴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生态学/林业 林学院

53 段劼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培育/林业 林学院

54 李昂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心理学/应用心理 人文学院

55 赵宏飞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农产品加工与贮藏工程/食

品加工与安全
生物学院

56 李巨虎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

程
信息学院

57 靳晶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动画艺术学/艺术设计 艺术学院

58 赵媛媛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林

业硕士
水保学院

59 王平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林

业硕士
水保学院

60 李正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风景园林学（工学）/风景园

林
园林学院

61 朱婕 讲师 专硕导 林业工程 材料学院

62 黄青青 讲师 专硕导 电子信息 工学院

63 罗海风 讲师 专硕导 机械 工学院



64 罗长林 讲师 专硕导 会计专硕 经济管理学院

65 杜为民 讲师 专硕导 食品加工与安全 生物学院

66 王少荣 讲师 专硕导 计算机技术 信息学院

67 苏晓慧 讲师 专硕导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信息学院

68 李方正 讲师 专硕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69 黄河 副教授 专硕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70 李秉玲 讲师 专硕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71 肖遥 讲师 专硕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72 高健洲 讲师 专硕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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