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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 2019 年研究生

导师遴选结果
各院、部、处：

我校 2019 年导师遴选经本人申请、材料审核、院学位分委

员会审议和博导校外专家评议，2019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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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位博士生导师

和 30 位硕士生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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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附件：

北京林业大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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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甲龙 副教授 博导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材料学院

2 康峰 教授 博导 林业装备与信息化 工学院

3 伦小秀 教授 博导 生态环境工程 环境学院

4 党岩 教授 博导 生态环境工程 环境学院

5 邱斌 教授 博导 生态环境工程 环境学院

6 薛永基 教授 博导 农林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7 贾忠奎 教授 博导 森林培育学 林学院

8 王佳 教授 博导 林业装备与信息化 林学院

9 席本野 副教授 博导 森林培育学 林学院

10 孟冬 无 博导 森林经理学 林学院

11 刘晓东 教授 博导 生态学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12 杜芳 教授 博导 生态学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13 张振明 副教授 博导 湿地生态学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14 何双辉 副教授 博导 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15 张英 副教授 博导 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16 张守红 教授 博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土保持学院

17 陈立欣 副教授 博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土保持学院

18 许福 教授 博导 林业信息工程 信息学院

19 姚朋 副教授 博导 风景园林学（工） 园林学院

20 何昉 教授 博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21 尹豪 教授 博导 风景园林学 园林学院

22 郭巍 教授 博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23 马超 副教授 博导 森林生物资源利用 生物学院

24 陈金焕 副教授 博导 林木遗传育种 生物学院

25 谢剑波 副教授 博导 林木遗传育种 生物学院

26 宋跃朋 副教授 博导 林木遗传育种 生物学院

27 董世魁 教授 博导/科硕导/专硕导 草学/农艺与种业 草学院

28 曹宏斌 研究员 博导/科硕导/专硕导
生态环境工程/资源与环

境
环境学院

29 雷相东 研究员 博导/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经理学/林业硕士 林学院

30 刘国良 研发科学家 博导/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经理学/林业硕士 林学院



31 吴连海 高级研究员 博导/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土壤学/林业硕士 林学院

32 刘红光 讲师 科硕导 木材科学与技术 材料学院

33 黄青青 讲师 科硕导 林业装备与信息化 工学院

34 高艳珊 讲师 科硕导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学院

35 赵明慧 副教授 科硕导 数学 理学院

36 司静 副教授 科硕导 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37 吴芳 讲师 科硕导 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38 肖建伟 副教授 科硕导 细胞生物学 生物学院

39 姜立波 讲师 科硕导 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 生物学院

40 薄文浩 讲师 科硕导 林木遗传育种 生物学院

41 孟鑫淼 讲师 科硕导 土木工程 水土保持学院

42 于明含 讲师 科硕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土保持学院

43 李方正 讲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 园林学院

44 包菲 讲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 园林学院

45 韩瑜 讲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农） 园林学院

46 郑唐春 讲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农） 园林学院

47 平晓燕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草学/农艺与种业 草学院

48 晁跃辉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草学/农艺与种业 草学院

49 胡春鹤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林业电气化与自动化/电

子信息（控制方向）
工学院

50 孙凤娥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会计学/会计专硕 经管学院

51 向玮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经理学/林业硕士 林学院

52 曹云峰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林业硕士
林学院

53 陈仲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培育学/林业硕士 林学院

54 孙少妮 讲师 专硕导 材料与化工 材料学院

55 刘静 副教授 专硕导 材料与化工 材料学院

56 颜小飞 副教授 专硕导 电子信息（控制方向） 工学院

57 王远 讲师 专硕导 电子信息（控制方向） 工学院

58 张新娜 讲师 专硕导 林业硕士 林学院

59 田赟 讲师 专硕导 林业硕士 水土保持学院

60 孙漪南 讲师 专硕导 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学院

61 林辰松 讲师 专硕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