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院
北林研发〔2022〕29 号

北京林业大学 2022 年研究生

导师遴选结果

各院、部、处：

根据《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导师遴选办法》（北林研发

〔2020〕12 号）《北京林业大学关于开展 2022 年研究生导师遴

选工作的通知》（北林研办发〔2022〕9 号），我校 2022 年导

师遴选工作，经本人申请、学院基本素质测评、院学位分委员会

审议、博导校外专家评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和公示环节，

共遴选出 50 位博士生导师和 99 位硕士生导师（具体名单见附

件）。

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院

二○二二年七月五日



附件：北京林业大学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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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文吉 研究员 博导 林业工程/木材科学与技术 材料学院

2 何正斌 副教授 博导 木材科学与技术 材料学院

3 马尔妮 教授 博导 木材科学与技术 材料学院

4 张扬 教授 博导 木材科学与技术 材料学院

5 边静 副教授 博导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材料学院

6 孙卓华 教授 博导/科硕导/专硕导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材料与化工 材料学院

7 庾强 研究员 博导/科硕导/专硕导 草学/农艺与种业 草业与草原学院

8 李俊生 研究员 博导/科硕导/专硕导 草学/农艺与种业 草业与草原学院

9 程朋乐 副教授 博导 机械工程 工学院

10 郑嫦娥 副教授 博导 机械工程 工学院

11 曲丹 副教授 博导 生态环境工程 环境学院

12 梁帅 副教授 博导 生态环境工程 环境学院

13 付亦重 教授 博导 农林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14 李小勇 教授 博导 农林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15 张洋 副教授 博导 农林经济管理 经管学院

16 张璐 副教授 博导 森林土壤学 林学院

17 王海燕 教授 博导 森林土壤学 林学院

18 孟京辉 教授 博导 森林经理学 林学院

19 彭祚登 教授 博导 森林培育 林学院

20 侯智霞 教授 博导 森林培育 林学院

21 田地 副教授 博导/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学/林业 林学院

22 杨清 副教授 博导/专硕导 森林学/林业 林学院

23 金灿灿 教授 博导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24 吴守蓉 教授 博导 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25 王鹤松 副教授 博导 生态学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26 雷霆 副教授 博导 生态学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27 司静 副教授 博导 生态学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28 侯继华 副教授 博导 生态学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29 沐先运 副教授 博导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30 李中海 教授 博导 植物学 生物学院

31 韩莹莹 副教授 博导 细胞生物学 生物学院

32 鲍伟东 教授 博导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学院

33 范俊峰 教授 博导 森林生物资源利用 生物学院

34 孙宇涵 副教授 博导 林木遗传育种 生物学院

35 朱保庆 副教授 博导 森林生物资源利用 生物学院

36 李晔 副教授 博导/专硕导 细胞生物学/林业 生物学院

37 薛华 副教授 博导/专硕导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林业 生物学院

38 高广磊 副教授 博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保学院

39 张会兰 教授 博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保学院



40 杨建英 教授 博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保学院

41 马超 副教授 博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保学院

42 马岚 副教授 博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保学院

43 赵媛媛 副教授 博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保学院

44 罗乐 副教授 博导 风景园林学（农） 园林学院

45 黄河 副教授 博导 风景园林学（农） 园林学院

46 郑唐春 副教授 博导 风景园林学（农） 园林学院

47 郑小东 教授 博导 风景园林学（工） 园林学院

48 于超 副教授 博导 风景园林学（农） 园林学院

49 何恒斌 副教授 博导 风景园林学（农） 园林学院

50 张晋石 教授 博导 风景园林学（工） 园林学院

51 罗斌 副教授 科硕导 木材科学与技术 材料学院

52 吉骊 讲师 科硕导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材料学院

53 陈阁谷 讲师 科硕导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 材料学院

54 陈胜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生物质能源与材料/材料与化工 材料学院

55 宋莎莎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木材科学与技术/材料与化工 材料学院

56 龚珊珊 讲师 专硕导 材料与化工 材料学院

57 李京超 讲师 专硕导 材料与化工 材料学院

58 徐一鸣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草学/农艺与种业 草业与草原学院

59 李耀明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草学/农艺与种业 草业与草原学院

60 李富翠 讲师 专硕导 农艺与种业 草业与草原学院

61 田野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机械工程/电子信息（控制方向） 工学院

62 韩巧玲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林业电气化与自动化/电子信息 工学院

63 董蕊芳 讲师 专硕导 电子信息 工学院

64 史雪松 讲师 专硕导 机械 工学院

65 王亚雄 讲师 专硕导 机械 工学院

66 王振北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环境科学与工程/资源与环境 环境学院

67 黄亮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环境科学与工程/资源与环境 环境学院

68 方良 讲师 科硕导 应用经济学 经管学院

69 王晶 副教授 科硕导 数学 理学院

70 靳豪杰 讲师 科硕导 森林学 林学院

71 陶思齐 讲师 科硕导 森林学 林学院

72 孙妍 讲师 科硕导 城市林业 林学院

73 李松卿 讲师 科硕导 森林保护学 林学院

74 王军辉 研究员 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培育/林业 林学院

75 耿燕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经理学/林业 林学院

76 王轶夫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经理学/林业 林学院

77 熊典广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保护学/林业 林学院

78 孙永江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培育/林业 林学院

79 王佳茜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培育/林业 林学院

80 漆建波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森林经理学/林业 林学院

81 高露双 副教授 专硕导 林业 林学院

82 侯泽海 讲师 专硕导 林业 林学院



83 兰俏枝 副教授 科硕导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84 郎洁 讲师 科硕导 哲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85 刘广超 教授 科硕导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86 杨哲 副教授 科硕导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87 李成茂 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共管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88 杨金融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共管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89 韩静茹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法学 人文学院

90 孙世月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心理学/应用心理 人文学院

91 杨阳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心理学/应用心理 人文学院

92 王健铭 讲师 科硕导 生态学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93 闫利平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林业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94 董文攀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林业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95 王清春 副教授 专硕导 林业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96 徐洁 讲师 专硕导 林业 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97 张浩林 副教授 科硕导 动物学 生物学院

98 叶梅霞 副教授 科硕导 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 生物学院

99 王厚领 讲师 科硕导 植物学 生物学院

100 张曦 讲师 科硕导 细胞生物学 生物学院

101 董树斌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植物学/林业 生物学院

102 杨珺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林木遗传育种/林业 生物学院

103 国辉 副教授 专硕导 林业 生物学院

104 刘小敏 副教授 专硕导 林业 生物学院

105 李慧 副教授 专硕导 林业 生物学院

106 赵媛媛 副教授 专硕导 林业 生物学院

107 薄文浩 副教授 专硕导 林业 生物学院

108 李赟 讲师 专硕导 林业 生物学院

109 权明洋 讲师 专硕导 林业 生物学院

110 崔亚宁 讲师 专硕导 林业 生物学院

111 杨悠笛 讲师 专硕导 食品加工与安全 生物学院

112 张艳 讲师 科硕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保学院

113 万龙 讲师 科硕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保学院

114 田赟 讲师 科硕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水保学院

115 吕立群 讲师 科硕导 土木工程 水保学院

116 程一本 副教授 科硕导 自然地理学 水保学院

117 吴新亮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林业 水保学院

118 王京学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土木工程/林业 水保学院

119 刘鹏 讲师 科硕导/专硕导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林业 水保学院

120 黄建坤 副教授 专硕导 林业 水保学院

121 郝蕊芳 副教授 专硕导 林业 水保学院

122 关颖慧 副教授 专硕导 林业 水保学院

123 及金楠 副教授 专硕导 林业 水保学院

124 刘问 副教授 专硕导 林业 水保学院

125 于明含 讲师 专硕导 林业 水保学院



126 吕晓轩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外国语言文学/翻译 外语学院

127 苏晓慧 副教授 科硕导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学院

128 付红萍 讲师 专硕导 电子信息 信息学院

129 王新阳 讲师 专硕导 电子信息 信息学院

130 卢昊 讲师 专硕导 电子信息 信息学院

131 辛贝妮 讲师 科硕导 设计学 艺术设计学院

132 王渤森 讲师 专硕导 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学院

133 姚璐 讲师 专硕导 艺术设计 艺术设计学院

134 陈子丰 副教授 专硕导 美术 艺术设计学院

135 李慧 副教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工） 园林学院

136 林辰松 副教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工） 园林学院

137 袁存权 副教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农） 园林学院

138 魏方 副教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工） 园林学院

139 张诗阳 讲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工） 园林学院

140 张曼 讲师 科硕导 风景园林学（农） 园林学院

141 马开峰 副教授 科硕导/专硕导 风景园林学（农）/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142 范舒欣 讲师 专硕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143 胡楠 讲师 专硕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144 毕波 讲师 专硕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145 洪艳 副教授 专硕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146 边思敏 讲师 专硕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147 王晞月 讲师 专硕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148 马嘉 讲师 专硕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149 高雪 讲师 专硕导 风景园林 园林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