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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学院 专业

顾雪龙 文法学院本 法学（国际经济法）

刘云霄 文法学院本 法学（经济法）

吴　杰 电气学院本 电子信息工程

郭小川 电气学院本 电子信息工程

钟　静 环境学院本 环境工程

费　超 环境学院本 环境工程

徐玉慧 工商学院本 工商管理

李志明 工商学院本 工商管理

张震宇 工商学院本 人力资源管理

闫亦飞 财经学院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潘璐璐 化工学院本 化学

王　慧 外语学院本 日语

王　荣 马克思主义学院本 历史学

杨　佩 教师学院本 教育学

江　航 土力学院本 土木工程（交通土建工程）

于　杨 土力学院本 工程管理

高　真 土力学院本 工程管理

（撰稿人：刘正兴　审稿人：李洪波）

２０１２届博士毕业生名单

固体力学专业

姜海波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朱小蓉　黄　舒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纪敬虎　罗开玉　郭立强　金卫凤

张立强

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

王新忠　王成军

车辆工程专业

孙　丽　刘存香　张孝良　胡春花

材料学专业

石凤健　陈　杨　陈登斌　吉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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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敏　陈　丰　林　雪　张　伟
赵　谦　贺敏强　李保家

工程热物理专业

胡自成　于海群　李　晖

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

李小华　李秀莲　许广举

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

陈　斌　李　伟　田　飞　王　超
王秀礼　杨孙圣　董　亮　骆　寅

清洁能源与环境保护专业

欧红香　黄艳菊　李江华　刘　纯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专业

沈　跃　周云红　张　涛　王伟然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

盛碧琦　吕继东　于　霜

系统工程专业

余丽琴　王秀红　臧庆佩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刘　哲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专业

郑建祥　李丽群　李　美

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

刘俊萍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专业

赵青松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

秦　云　李发忠　纪　滨　郑　博

环境工程专业

刘朝莹　潘建明　韩　娟　何华纲
徐秀泉　戴志聪　尹　盛

食品科学专业

刘继斌　李　芳　石吉勇　赵延胜
周兴华　黄六容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专业

郭丹钊　吴瑞梅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专业

郑　杰

食品营养与安全专业

戈延茹　覃吕高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陈德玉　杨佩芳　王海波　谢立苹
史利宁　徐会娟　杜　鸿　李　皓
林　江　王　梅　吴　亮　易承学
童珊珊　党胜春　李　伟　熊御云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章晓懿　刘素霞　陈景岭　梁　俊
范丽红　凌　峰　周正嵩　黄雪丽
孟庆敏

创新管理与中小企业发展专业

李林生

经济系统分析与管理专业

孙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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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届普通硕士毕业生名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陈　洁　张　敏　朱　叶　郭　亭

国际贸易学专业

刘　芳　王丽琼

统计学专业

戴丽亚　范晓林　郝玉芳　刘　茜
苏文华　孙晨虹　伍新雷　武玉凤
夏　蒙　杨卫华　张体委　周星星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周　媛　赵　鹰　蔡　健　储晓雷
郭　磊　蒋　晗　李小洁　刘新媛
马　励　冉双全　施於辰　孙安平
汤丽丽　万小红　薛　鹏　张春梅
朱梦盼　陈亚兰　庄倩如　姜红梅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陈　艳　房旬旬　李　桦　王　惠
王晓莉　赵星星　周宏伟　周治中
王超君　徐　婷　许　兵　张　超
王晨玮　李海宁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胡继云　张　钰　郭　立　秦　静
吴小五　尹婧红　陈丹丹　陈　薇
董海燕　耿甜甜　管玉华　郭　娟
韩文君　胡艳红　黄　鹭　贾玉婷
琚世颖　卢　炜　马佳佳　沈李颖
陶雪杰　王　琚　王佑嘉　张春燕
仲夏阳　毛　瓒　季丽臖　王亚萍

美术学专业

张　文　刘瑞连　张　静　范冠伟
冯　琰　黎贤斌　刘冰冰　刘立云

王　秦　杨贝贝　张永彬

设计艺术学专业

华建业　白　羽　陈转清　胡佳宁
刘庆立　沈　篧　王　欢　魏秀洁
杨文静　张　璐　赵　新　朱国立
纪　黎

基础数学专业

刘丽丽　孙洪林　徐园园　朱敏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专业

王逢佳　徐鸿洋　徐伟卿　于　伟
赵　阳

应用数学专业

胡莹晶　蔡超英　蔡　杨　曹　龙
陈　莉　陈雯雯　范　艳　高小燕
郭佳鑫　贺莹环　黄娟娟　蒋召萍
康宗学　李绍龙　李亚伟　凌婷婷
刘海燕　刘新进　孙源源　陶兴红
王小芳　夏毛毛　谢　勇　徐　剑
许　皎　延晚枫　杨守祥　姚　琴
于好洁　岳　杨　云广亮　张　芳
张文丽　张秀娟　朱　莎

无机化学专业

曹建翠　陈　晨　陈　静　单　驰
丁海辉　冯永海　顾晓仙　李建鑫
李艳峰　刘爱燕　柳金花　吕爱香
潘慧琦　秦慧儒　石雪娇　孙　亮
王平立　王倩倩　吴多林　吴金华
吴寅寅　肖芸芸　燕　云　袁莉弟
朱　敏　朱　禹

物理化学专业

田　婷　王申堂　邢　敏　杨晓露
周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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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专业

蓝　婷　李　
)

　马　静　张　严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

安丽梅　曹　青　陈修文　党春望
段云飞　冯　凡　付进刚　葛　军
顾守来　郭旭丽　黄　艳　贾彦辉
姜姗彤　李光田　李　萌　李　骁
刘　永　毛浪勇　王　斌　王秋叶
王玉珏　王真真　徐琳琳　杨自言
于晓莉　张修文　赵东华　朱守林
诸葛锐军

生态学专业

高　蓓　牛慧样　吴丽云　赵红鹏

固体力学专业

吴天一　陈学华　李鹏飞　刘　锐
孙昌洋　武国玉　薛春霞

流体力学专业

郑晨晖　潘永琛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高兴东　白立刚　陈　浩　陈　楼
成　城　丁　盛　董超杰　范金荣
范祥伟　费震旦　高　彬　高豪荣
何　艺　何玉中　何振良　皇甫喁卓
黄　勤　黄志辉　蒋满国　孔德英
李炳男　李　辉　李康文　李钦生
李　威　李尊栋　刘春春　刘国芳
罗　勇　聂贵锋　潘国平　沈玉杰
盛新兰　宋　涛　唐万羿　王彩俊
王恩博　王俊伟　王　凯　王耀民
王忠领　王祖权　位　朵　熊勇华
徐国锋　徐增闯　许　华　杨东燕
杨　欣　叶海炜　叶红英　张保刚
张　成　张　虎　张　绘　张建文

张　军　赵　昊　赵　倩　赵　燕
郑远远　周鹏程　朱　伟　庄　宏
王荣茂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鲍红力　曹　敏　陈　飞　陈孝山
樊继开　何玉娴　吉彬斌　姜顺先
蒋楠楠　李　培　林爱国　刘金亮
卢　超　沈　琪　王　欢　王晓亮
姚　庆　于浩源　张建刚　张　龙
张体峰　邹　涛

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

杜志华　高文祥　管春松　胡典传
胡　友　黄国全　李志宝　廖　茜
吕世杰　戚洪强　沈燕敏　师二产
唐　宁　王浩田　王　鹏　谢娟娟
谢李华　徐瑞丽　许　俊　许可诚
杨　锋　翟跃华　张　丛　张　俊
赵广红　钟俊伟　朱德帅　朱小兵
安贵仁　陈文坊　仇华铮　韩　旭
季欣宇　李　成　刘　艳　卢　强
吕佐朝　宋克涛　孙　磊　王　静
王　勋　吴福华　张永良　朱俊奇
邹　升　潘玉凯　陈俊平

车辆工程专业

李　光　陈少梁　欧昌杰　潘新福
史益朋　廉　飞　曹　冲　陈冬冬
陈国涛　陈建军　陈利东　陈禹至
董晶晶　董孝虎　杜滢君　樊　婷
符　凯　高宏范　高　龙　郭继伟
黄　宇　蒋建发　金　栋　金　梁
李　超　李德华　李茂林　李　楠
梁琳林　梁辛欣　刘一夫　陆佩瑛
马先萌　茅峻杰　聂发勇　牛庚森
秦少隽　沈旭峰　时枭鹏　陶　杰
田　刚　王继磊　王　雷　王寅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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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刚　王志勇　吴　凯　严才宝
杨　楠　杨兆永　喻　力　张金超
张　利　张清鲁　张小波　张振宇
周　航　左燕群

光学工程专业

付晓霞　姜守望　吴　忠　邢　博
杨小平　周祝生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专业

曹丹丹　方根根　胡静芳　刘运峰
沈科承　王　成　闻　武　赵丽娟
郑世宇　钟　馨

材料物理化学专业

陈征辉　顾　鹏　吕　伟　杨宇飞

材料学专业

陈露露　都　红　费玲娟　冯　暖
韩俊华　花海堂　华祝元　黄　燕
江　笑　焦志达　井晓静　李　波
梁庆荣　刘明权　任树霞　孙海峰
孙　磊　滕昆鹏　王宏亮　王荣荣
王太斌　王　香　王月民　韦春余
吴敏捷　吴维维　许君尉　杨华静
杨　坤　尹　君　翟　瑞　张　学
赵广志　赵　南　郑陈超　郑晓谦
朱秉莹　朱君君　朱志雯　邹　阳
茅奕舒

材料加工工程专业

金　花　李庆宝　贲云飞　陈　帅
陈文云　陈学美　陈志愿　崔会杰
丁　亮　郭文选　孔　洋　李　闯
李振南　梁国山　钱春苗　任闻杰
邵　阳　沈　政　石成伟　舒华记
孙琦昊　田　辉　王星罡　吴江敬
夏木建　袁　博　张笑笑　张　勇

张志坚　朱　锐

钢铁冶金专业

吕盛夏　谈盛康

有色金属冶金专业

黄军庆　谢伟峰　韩世启

工程热物理专业

陈　波　黄云龙　蒋花红　刘菊燕
娄中士　亓　平　王一冰　徐　楠
杨进华　周　俊

热能工程专业

焦自京　李秉昕　王　磊　杨　琳
张团庆　张银丽　何晓

*

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

陈　林　崔慧峰　段瑞学　方小军
葛建林　关　涛　韩文赫　何文剑
胡　鹏　黄晨春　吉　炎　李晓东
刘　聪　刘海涛　吕宏宏　齐海成
秦江涛　桑艳平　沈　贝　孙少林
汪家全　王　斌　王　琦　翁乙文
吴伟平　徐　刚　徐一心　闫亚洲
张　凯　张　　赵红兵　郑荣耀
宗轶琦　韩晓静　闫春宁　张程程

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

付志远　高　一　何小可　胡　俐
李　昌　李　浩　李俊杰　李　帅
李小龙　刘二会　刘　静　刘亮亮
罗　鹏　邱　宁　沈良滨　司乔瑞
田莹莹　王　川　王　韬　向宏杰
徐宇平　薛　玲　杨东升　余志顺
张　华　张　磊　张文静　张晓娣
张新鹏　张　勇　朱利凯　庄海飞
庄宿国　霍元平　李雯瑜　林清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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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　王　泽　吴荣珍　禚洪彩
李通通　刘东喜

化工过程机械专业

陈景俊　李敏敏　刘　威　王国涛
恽强龙　张伟捷　金　荣　梁　俊

电机与电器专业

丁　茜　付向东　胡维超　嵇尚华
李元飞　刘娟娟　吕艳博　徐青松
周应旺　左文全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

史玉立　王　楠　王新迪　吴　丹
周丽红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专业

谷　川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专业

陈　功　陈明易　丁　玲　高亚军
巩世昌　黄　健　蒋颖亮　刘　虎
刘锦娟　刘　志　卢立户　陆建国
邵小艳　施　涛　宋中奇　唐　琳
魏明洋　吴　俊　徐高红　严　鸣
杨　亮　杨兆银　曾　成　张　波
张立生　张　鹏　张　强　张　颖
钟剑飞　周青晖　朱　彬

物理电子学专业

陈安麒　陈丽娟　孟增辉　沈　强
岳去畏　徐桂东　徐媛媛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

成　超　丁大维　倪　静　汪　杰
王彩霞　颜　晓　于萍萍

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

陈　隨　陈　媛　崔振萍　单凯丽
郭秋月　黄福春　李善荣　刘　超
刘丽发　刘　颖　孟文娟　施　展
宋啸天　唐　曼　王冬冬　王　君
王　亮　吴和生　张君怡　朱捷健
韩晓艳

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

黄义振　康黄津　黎　宏　彭　镇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

安明建　陈　超　陈　浩　褚　益
丁威威　高　琛　洪杨英　黄赛帅
李慧慧　李衍超　刘　莉　刘志慧
阮　颖　沈芳霞　沈慧良　王　威
吴　波　杨保磊　杨惠慷　杨　晶
杨　爽　于海峰　于　　张　静
赵励强　郑海滨　张东娟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专业

陈　林　陈　玲　戴陈云　李　森
刘春国　万石磊　汪燕倩　王青青
王　莹　徐礼龙　许　莉　许　璇
杨正东　殷步文　张　建

系统工程专业

高琳琳　石　恋　席　浩　杨晓慧
朱训松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专业

李　佳　李珊珊　鲁　敏　任鑫博
晏燕华　王丽丽　赵　翔

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

常　蕾　常志恒　郭　磊　王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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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

陈　霖　顾坤鹏　王环环　熊秋燕
许祥虎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白　露　薄兆军　曹　
%

　陈　波
陈俊霞　程建国　笪　伟　代东锋
丁文军　房军祥　费洪哲　冯　江
顾文晓　管星星　杭正波　何　念
胡金金　霍　杰　鉴保瑞　江玉八
姜顺荣　姜　涛　金　玲　李　红
李志国　刘　峰　刘海燕　刘扬宽
刘　姚　陆耀强　罗　磊　骆　薇
毛小明　明瑞玲　彭　钊　濮　群
屈洪雪　孙　博　孙启艳　孙淑敏
汤　洋　王昌海　王聪聪　王建红
王同罕　王　伟　王治锋　魏丽娟
魏林峰　谢伟国　徐小刚　玄双华
杨传振　尹　光　战立青　张海均
张　娟　张明才　张小丽　张晓明
赵宏亮　赵吉庆　郑　东　周　琦
朱　佳　朱健生　朱凯泉　邹宝军
丁　伟　吴秀琳

结构工程专业

黄　成　李明君　陶宁燕　魏崇灼
余秋林　张邵峰　张　瑶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专业

李　欢　温龙伟　徐小兵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王　慧

应用化学专业

柏　嵩　丁　艳　龚玉珍　关庆猛
韩　利　何　娟　纪美茹　剧　场
李茂营　李　伟　李小霞　李　阳

廖喜慧　刘　凌　潘国波　祁　艳
王春杰　王如雪　王　星　王　园
王志登　吴　君　许和平　杨聪明
杨秀菊　张志珍　朱　罛　朱佳丽
庄宗瑾　徐龙城

工业催化专业

丁玉晓　胡仕平

安全技术及工程专业

肖　伟　张　寅　张于祥　郑荣虎

道路与铁道工程专业

邓　元　毛竹君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专业

吕　学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

郑明伟　石双玲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专业

陈蓉蓉　范嫦娥　范方强　郭丽娜
黄　珍　李　超　李　千　孟　新
裴紫嵘　沈钰贵　唐　梁　王立振
姚宇伟　张金文　赵水平　周园园

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

张莹莹　靳永超　刘　伟　綦春晖
徐　剑　许太白　张　红　邹华东

农业水土工程专业

郭晓君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专业

崔　波　江笑丹　饶　勇　杨　波
张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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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

程立强　常　宇　仇　毅　褚　俊
丁琴琴　樊少波　胡燕娇　娄德成
沙国荣　宋士鹏　王保恒　王　彬
王　禄　王　其　于　雯　曾秋萍
张井超　张　燕　张　颖　赵　璐
周　振　朱树礼　白欣欣　蒋　杉
刘　飞　徐秀琼　殷　磊　王　浩

生物机电工程专业

周　莹

环境工程专业

蔡裕领　陈微微　戴杨叶　董小波
窦金亮　段明飞　范翠萍　何　锋
洪　霞　黄　凯　黄婷婷　冷学义
厉　青　卢小丽　吕　宾　马　帅
任　雁　苏小明　孙先超　田　艳
王丹丹　韦媛媛　吴远翔　谢炳坤
徐灿灿　徐明力　徐相君　张贝贝
张浩琪　郑　伟　朱伯乐　杜明辉
王晨希　俞俏翠　仲　蕾　蒋小民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陈永侠　刘　磊　刘苓苓

食品科学专业

裴　洋　曹丽娟　陈正伟　崔树茂
但晓雅　郭东山　靳莎莎　李　波
李向菲　刘丽丽　马善丽　秦　宇
申王莉　孙宝胜　孙海波　孙　平
童明珠　王　婷　武传芹　严　蕊
杨艳阳　姚　萍　余　琳　张　龙
赵利娜　朱美如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专业

蒋　培　胡　浩　钱　媚　杨　鑫
赵　莉　赵淑娟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专业

刘锦伟　陈　哲　丁　姣　管叶峰
蒋飞燕　李永转　刘　兵　刘长峰
欧阳琴　彭　蕾　苏　丽　许名强
杨　敏　曾昕鑫　张天真　赵守敬

免疫学专业

陈东东　陈艳红　高　升　纪晓岚
解鸿翔　秦　伟

内科学专业

艾宽宽　陈　芹　陈　星　胡一明
惠璐璐　李　皎　李　文　刘继柱
刘　侃　龙璐璐　吕　鹏　潘建业
苏红玲　孙海波　王　欢　王　笑
许　清　许　群　杨海兵　杨海涛
杨宏琼　姚志新　叶　姗　张　金
张　林　郑东海　钟晓敬　朱立宁
朱清艳　朱小兰　顾　琳　朱涛峰
吴　玲

儿科学专业

杨　勇　赵文生　朱广丽　张晓鸣
潘小晶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

陈　琪　魏红辉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

葛宇曦　耿兴东　刘红阳　朱　彦
陈宝定　傅建华　刘文华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丁小青　顾建美　韩清珍　胡三强
蒋砚秋　李　礼　李婷芬　刘嫣方
罗欲承　孟彦辰　潘　红　沈　俐
史云燕　孙梦怡　王　菲　王　君
魏衍财　吴乐乐　徐会涛　严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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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梅　赵崇晖　赵　阳　周中卫
朱晨露　顾益凤

外科学专业

季航宇　史国振　俞仲伟　陈　琛
陈海宁　陈　亮　董　晓　樊玉龙
冯子旺　胡　旭　李　敏　梁云佳
刘宏伟　刘树坤　刘燕美　卢旷逸
马小艳　毛卫江　欧　亮　石立科
石　潇　王万之　徐灵军　许慧中
杨伟现　张春雷　张连升　赵铁安
钟务学　周凤英　周　健　周　庆
朱　国　朱现玮　仇雪枫　沈　峻
唐爱国　夏　云

肿瘤学专业

蒋日月　孙倩茹　汪茜茜　余云鹏
赵　坤　赵　远　龚丹丹

麻醉学专业

陈　盼　葛家希　濮健峰　魏云伟

药剂学专业

曹　升　何　浩　黄　健　居丽娜
李厚兵　吕　敏　牛成成　潘　如
申　升　吴青青　吴　云　张　甜
周　蕾

生药学专业

崔文霞　杜向萍　葛海燕　雷海艳
李　峰　刘　淼　马利华　钱　浅
施海英　唐　亮　王静静　杨海冬
杨小丽　赵凯迪

中药学专业

陈　婷　付文艳　曲洪媛　王庆庆
邬　瞡　吴　燕　杨　兵　张冰涛
郑智音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杨娅媛　陈彩霞　陈　燕　代永立
戴园园　丁　魏　杜潇婕　葛翠翠
郭玲玲　黄钦炎　李　文　林晓彬
刘小玲　罗艳楠　马雪杰　孟然然
漆晓宇　宋延雪　陶　静　陶　茜
田艳艳　王乐乐　王　敏　王　薇
王　跃　徐克进　杨　琴　游亚楠
曾月凤　张　超　张　洁　张利梅
张　林　张赞赞　赵　言　周元敏
周媛媛　朱孔华　庄金翠　仇兆明
袁旭元　邵夫林　李启菊　程　栋

企业管理专业

白宁宁　蔡　静　陈　凯　陈　欣
程佳伟　邓婷婷　付鲜凤　高文燕
郭　芳　花文超　靳丹丹　况世宝
李　慧　李　爽　李　钊　史贺霞
宋根平　陶　欣　万　青　王进玲
王世坤　王　旭　吴　昊　向洪玉
徐　鑫　许　成　杨晓静　殷　志
余　乐　张　蕾　朱　琳

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

戴　琴　金志成　刘　超　宋慧娟
宋晓慧　孙继跃　王松顶　魏宝明
云　飞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徐志文　曹　磊　陈小芳　高凌静
胡进秋　胡锡坚　李晓娟　李亚静
沈思思　宋　淼　孙　翠　王　琳
杨　扬　邹玲红　孙寅秋

情报学专业

胡文广　桂　勇　徐　静　朱　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