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 2013级理科实验班 

导师指导学生名单的通知 

 

各专业导师、2013级理科实验班学生： 

经导师、学生双向选择，现确定 2013 级理科实验班专业导师指

导学生名单，并公布如下： 

 

2012 级理科实验班导师指导学生名单 

导师姓名 指导学生姓名 指导学生学号 学生转入专业 

林承焰 蔺嘉玮 1309000312 资源勘查工程 

徐守余 兰天宇 1309000209 资源勘查工程 

张立强 刘源 1309000413 资源勘查工程 

张世奇 张沫 1309000323 资源勘查工程 

陈钢花 翟星雨 1309000422 勘查技术与工程（测井） 

范宜仁 于帅帅 1309000421 勘查技术与工程（测井） 

唐晓明 赵腾 1309000424 勘查技术与工程（测井） 

步玉环 曹雪超 1309000205 石油工程 

程远方 李泽 1309000411 石油工程 

崔传智 王瀚 1309000317 石油工程 

戴彩丽 姜建峰 1309000408 石油工程 

董长银 闫切海 1309000121 石油工程 

杜殿发 王天任 1309000417 石油工程 

冯其红 唐慧 1309000117 石油工程 

谷建伟 赵亮 1309000324 石油工程 

侯健 姬长方 1309000308 石油工程 

姜瑞忠 原建伟 1309000222 石油工程 

雷光伦 张鑫 1309000423 石油工程 

李爱芬 赵萱 1309000125 石油工程 

李明忠 高志宾 1309000407 石油工程 

李淑霞 张根凯 1309000223 石油工程 

李兆敏 徐正晓 1309000320 石油工程 

刘威 范立君 1309000201 石油工程 

吕爱民 孟维然 1309000115 石油工程 

蒲春生 张崇瑞 1309000123 石油工程 



曲占庆 陈旭 1309000405 石油工程 

任韶然 山佳一君 1309000203 石油工程 

孙仁远 刘家炜 1309000213 石油工程 

孙致学 席典涵 1309000319 石油工程 

王海文 曹萌萌 1309000105 石油工程 

姚军 李辉 1309000202 石油工程 

张贵才 王雪涛 1309000218 石油工程 

张亮 杨帅 1309000321 石油工程 

张卫东 钟玄 1309000126 石油工程 

张艳玉 刘鸿瑞 1309000113 石油工程 

王振波 林雅军 1309000212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陈国明 蒲开全 130900031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贾星兰 钟燕燕 130900030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伟 李小龙 130900031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增亮 郭烨 130900010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刘永红 史聪聪 130900021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旱祥 崔健 130900010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徐兴平 李天一 130900021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彦廷 许源 130900042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作龙 王彦娟 13090003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赵永瑞 李源 130900021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陈国明 周欢 1309000404 安全工程 

王海清 李娜 1309000402 安全工程 

徐长航 张斯琪 1309000204 安全工程 

石永军 刘建 1309000313 车辆工程 

耿艳峰 李保庆 1309000309 自动化 

华陈权 高原 1309000307 自动化 

刘宝 吕何 1309000214 自动化 

王宇红 金川 1309000109 自动化 

陈继明 岳强 130900032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何新霞 李旋 130900011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康忠健 
杜松浩 130900030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吴涛 130900041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马文忠 
李广 130900040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孙鹏 130900041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薛永端 刘洪帅 130900041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张加胜 陈焕璋 130900030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张丽霞 王宇 130900031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赵仁德 钱刚 130900041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俞然刚 田力 1309000217 土木工程 



曹学文 
李星標 1309000410 油气储运工程 

夏清志 1309000419 油气储运工程 

何利民 
梁宪超 1309000112 油气储运工程 

辛胜超 1309000120 油气储运工程 

寇杰 石钦元 1309000116 油气储运工程 

李传宪 
徐庆功 1309000220 油气储运工程 

武亚楠 1309000403 油气储运工程 

李玉星 
杨昊 1309000221 油气储运工程 

宋存永 1309000316 油气储运工程 

李自力 
张永成 1309000124 油气储运工程 

周嘉瑜 1309000127 油气储运工程 

刘刚 
潘雨晴 1309000103 油气储运工程 

奚永超 1309000219 油气储运工程 

吕宇玲 
李娇 1309000302 油气储运工程 

吕鹏鹏 1309000314 油气储运工程 

冯洪庆 郭雯 1309000401 能源与动力工程 

王淑栋 
袁发有 130900012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朱信杰 130900012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郭文跃 骆兴东 1309000114 材料物理 

张军 侯全刚 1309000208 材料物理 

蒋达清 杜秋宁 13090001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