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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林 业 大 学 文 件

北林研发〔2021〕31 号

北京林业大学

关于公布 2021 年研究生导师遴选结果的通知

各院、部、处：

按照《北京林业大学关于开展 2021 年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

的通知》,经个人申请，满意度测评、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审，

研究生院复核、组织同行专家评议等工作，2021 年 6 月 24 日召

开了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经与会人员投票表决，遴选出 46 位博

士生导师和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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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期间，师生均无异议。根据我校研究

生导师遴选办法，以下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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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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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1 年新增博士生、硕士生导师名单

北京林业大学

2021 年 7 月 1 日

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院 主动公开 2021 年 7 月 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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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新增博士生、硕士生导师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申请导师类型 申请学科专业名称 申请院系名称

1 李明飞 男 教授 博导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2 薛智敏 女 副教授 博导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3 高颖 女 教授 博导 木材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4 孙少妮 女 副教授 博导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5 李方正 男 副教授 博导 风景园林学（工） 园林学院

6 李倞 男 教授 博导 风景园林学（工） 园林学院

7 李庆卫 男 副教授 博导 风景园林学（农） 园林学院

8 陆鹏飞 男 教授 博导 森林保护学 林学院

9 张乃莉 女 副教授 博导 森林学 林学院

10 陶静 女 副教授 博导 森林保护学 林学院

11 杨华 女 教授 博导 森林经理学 林学院

12 樊大勇 男 研究员 博导 城市林业 林学院

13 段劼 男 副教授 博导 森林培育 林学院

14 唐亮 女 副教授 博导 机械设计及理论 工学院

15 文剑 男 副教授 博导 机械电子工程 工学院

16 赵玥 女 副教授 博导 林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工学院

17 宋桂龙 男 教授 博导 草学 草业与草原学院

18 朱洪涛 男 教授 博导 生态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9 黄凯 男 副教授 博导 生态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 刘永泽 男 副教授 博导 生态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1 刘晶岚 女 教授 博导 自然保护区学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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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申请导师类型 申请学科专业名称 申请院系名称

22 李建强 男 副教授 博导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23 肖辉杰 男 教授 博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土保持学院

24 王平 男 副教授 博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土保持学院

25 信忠保 男 副教授 博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土保持学院

26 韩玉国 男 副教授 博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土保持学院

27 王彬 男 副教授 博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土保持学院

28 贾国栋 男 副教授 博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土保持学院

29 巩前文 男 教授 博导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30 李莉 女 教授 博导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31 张连伟 男 教授 博导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32 张秀芹 女 教授 博导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33 周国文 男 教授 博导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34 李媛辉 女 教授 博导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35 杨朝霞 男 教授 博导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36 李冬梅 女 教授 博导 林业信息工程 信息学院

37 程瑾 女 教授 博导 植物学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38 郭惠红 女 教授 博导 植物学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39 王若涵 女 副教授 博导 植物学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40 彭霞薇 女 副教授 博导 微生物学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41 何晓青 女 副教授 博导 微生物学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42 李瑞丽 女 副教授 博导 细胞生物学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43 盖颖 女 副教授 博导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44 马宁 男 教授 博导 农林经济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45 庞新生 男 教授 博导 农林经济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46 余吉安 男 教授 博导 农林经济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47 朱婕 女 副教授 科硕导 木材科学与技术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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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申请导师类型 申请学科专业名称 申请院系名称

48 郝翔 男 讲师 科硕导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49 张逊 男 讲师 科硕导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50 游婷婷 女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51 王望 男 讲师 专硕导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52 彭尧 男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木材科学与技术/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53 刘红光 男 副教授 专硕导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54 罗斌 男 讲师 专硕导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55 张诗阳 男 讲师 专硕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56 魏方 女 讲师 专硕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57 郑唐春 男 副教授 专硕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58 袁存权 男 讲师 专硕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59 黄晓 男 副教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工） 园林学院

60 洪艳 女 讲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农） 园林学院

61 刘利刚 男 副教授 科硕导 建筑学 园林学院

62 王应临 女 副教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工） 园林学院

63 吴丹子 女 副教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工） 园林学院

64 徐桐 男 讲师 科硕导 城乡规划学 园林学院

65 许晓明 男 副教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工） 园林学院

66 于长明 男 副教授 科硕导 城乡规划学 园林学院

67 于超 男 副教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农） 园林学院

68 孙佳楠 女 副教授 科硕导 数学 理学院

69 李扉 女 副教授 科硕导 数学 理学院

70 侯正阳 男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学/林业 林学院

71 李品 女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林学/林业 林学院

72 王明刚 男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学/林业 林学院

73 张新娜 女 讲师 科硕导 城市林业 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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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申请导师类型 申请学科专业名称 申请院系名称

74 史宏亮 男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保护学/林业 林学院

75 于强 男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林学院

76 范鑫磊 男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保护学/林业 林学院

77 李爱宁 女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保护学/林业 林学院

78 闫飞 男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林学院

79 陈玲 女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经理学 林学院

80 杨清 女 讲师 科硕导 森林学 林学院

81 张宏业 男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 工学院

82 罗海风 男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 工学院

83 刘素梅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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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梁浩 男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林业电气化与自动化/电子信息 工学院

85 王远 男 副教授 科硕导 机械电子工程 工学院

86 林长存 男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草学/农艺与种业 草业与草原学院

87 张静 女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草学/农艺与种业 草业与草原学院

88 王铁梅 女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草学/农艺与种业 草业与草原学院

89 高艳珊 女 副教授 专硕导 资源与环境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90 杜子文 男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环境科学与工程/资源与环境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91 徐洁 女 讲师 科硕导 自然保护区学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92 员瑗 女 讲师 科硕导 湿地生态学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93 王清春 男 副教授 科硕导 自然保护区学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94 何双辉 男 副教授 专硕导 林业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95 于洋 男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林业 水土保持学院

96 吴旭东 男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林业 水土保持学院

97 侯健 男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林业士 水土保持学院

98 冯薇 女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林业 水土保持学院

99 关颖慧 女 讲师 科硕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土保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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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申请导师类型 申请学科专业名称 申请院系名称

100 郝蕊芳 女 讲师 科硕导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水土保持学院

101 刘学彦 男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土木工程/林业 水土保持学院

102 关红杰 男 讲师 专硕导 林业 水土保持学院

103 张艳 女 讲师 专硕导 林业 水土保持学院

104 万龙 男 讲师 专硕导 林业 水土保持学院

105 程一本 男 讲师 专硕导 林业 水土保持学院

106 吕立群 男 讲师 专硕导 林业 水土保持学院

107 孟鑫淼 男 讲师 专硕导 林业 水土保持学院

108 李珺 女 讲师 专硕导 林业 水土保持学院

109 张婕 女 副教授 专硕导 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学院

110 曾洁 女 副教授 专硕导 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学院

111 崔晓晖 男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 信息学院

112 段瑞枫 女 讲师 专硕导 电子信息 信息学院

113 李慧 女 副教授 科硕导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14 权明洋 男 讲师 科硕导 遗传学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15 崔亚宁 女 讲师 科硕导 细胞生物学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16 杜亮 男 讲师 科硕导 细胞生物学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17 李晔 女 讲师 科硕导 细胞生物学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18 甘芝霖 男 讲师 专硕导 食品加工与安全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19 赵健 男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林木遗传育种/林业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20 方良 男 讲师 专硕导 应用统计 经济管理学院

121 侯建 男 讲师 科硕导 工商管理 经济管理学院

122 侯一蕾 女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农林经济管理/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123 李芳芳 女 副教授 科硕导 应用经济学 经济管理学院

124 王卫东 男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农林经济管理/农村发展 经济管理学院

125 杨超 男 讲师 科硕导 应用经济学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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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申请导师类型 申请学科专业名称 申请院系名称

126 张名扬 女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工商管理/国际商务 经济管理学院

127 刘猛 男 副教授 科硕导 法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