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级理科实验班专业导师指导学生名单 

学号 姓名 班级 分流专业 导师 

1602010930 朱厚征 理科（石油）1602 石油工程 杜殿发 

1602010923 孙建国 理科（石油）1601 石油工程 苏玉亮 

1603010407 刘雪美 理科（化工）1605 化学工程与工艺 陈金庆 

1603010103 舒玉美 理科（化工）1605 化学工程与工艺 刘会娥 

1603010121 姚赫 理科（化工）1605 化学工程与工艺 刘会娥 

1603010110 张宇琪 理科（化工）1605 化学工程与工艺 陈爽 

1603010102 陈占恒 理科（化工）1605 化学工程与工艺 张颖 

1603010420 李海龙 理科（化工）1605 化学工程与工艺 刘振 

1609070103 董雪敏 理科（化工）1605 化学工程与工艺 刘欣梅 

1603060106 杨军 理科（化工）1605 化学工程与工艺 白鹏 

1603010303 袁越 理科（化工）1605 化学工程与工艺 陈金庆 

1603030201 王昊喆 理科（化工）1605 应用化学 刘东 

1603040224 付佳音 理科（化工）1605 应用化学 赵瑞玉 

1603030412 徐韵婷 理科（化工）1605 应用化学 刘东 

1603010117 张美茜 理科（化工）1605 应用化学 殷长龙 

1602010920 孟令童 理科（石油）1601 应用化学 殷长龙 

1603010204 王松霖 理科（化工）1605 应用化学 郭爱军 

1604010103 纪毓杨 理科（机械）16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纪仁杰 

1604010123 朱红旭 理科（机械）16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伟 

1604010211 柳雨生 理科（机械）16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伟 

1602011029 赵有乐 理科（石油）16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立军 

1606020419 曹诚 理科（石油）16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立军 

1606040229 周强 理科（石油）160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陈国明 

1604010612 刘旭保 理科（机械）16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陈国明 

1604010605 丁少楠 理科（机械）16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贾星兰 

1602020106 马国锐 理科（机械）16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贾星兰 

1604010221 许传宝 理科（机械）16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增亮 

1604010102 顾倍康 理科（机械）16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增亮 

1604010118 许林涛 理科（机械）16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刘永红 

1602010922 尚彦均 理科（石油）160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刘永红 

1604010417 吕文昊 理科（机械）16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旱祥 

1604010518 王德新 理科（机械）16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旱祥 

1604010210 柳铄 理科（机械）16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徐兴平 

1606020323 孙旭东 理科（石油）160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徐兴平 

1604010614 刘振鹏 理科（机械）16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彦廷 

1604010229 鲍秋潼 理科（机械）16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彦廷 

1604010226 张瑜 理科（机械）16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赵永瑞 



1604010509 李雪伟 理科（机械）16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赵永瑞 

1609020225 段会竹 理科（石油）1602 安全工程 王海清 

1604020105 郝彦栋 理科（机械）1603 安全工程 章博 

1603030108 郭亚东 理科（化工）1605 工业设计（转到 2017 级） 金涛 

1605010305 苏洪昕 理科（电信）1604 自动化 王宇红 

1605010426 赵子淇 理科（电信）1604 自动化 刘宝 

1604020301 蔡羿 理科（电信）1604 自动化 陈鸿龙 

1605030524 闫增朝 理科（电信）1604 自动化 张晓东 

1605030117 李元良 理科（电信）160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赵仁德 

1604010128 冯山 理科（电信）160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陈继明 

1605030525 张子超 理科（电信）160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王艳松 

1603050201 邵慧芸 理科（电信）160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马文忠 

1605030206 杜明阳 理科（电信）160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王艳松 

1604070202 崔乘祥 理科（电信）160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马文忠 

1605030114 李承泽 理科（电信）160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薛永端 

1605010208 徐喆 理科（电信）160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薛永端 

1605030313 毕官正 理科（电信）160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赵仁德 

1605010302 刘翰林 理科（电信）160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康忠健 

1607020125 张伟杰 理科（电信）160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徐海亮 

1605030429 韩绪冬 理科（电信）160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康忠健 

1604050114 宋野 理科（电信）160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张丽霞 

1605030413 王永强 理科（电信）160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张丽霞 

1609020127 李亚楠 理科（电信）160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王玉彬 

1605020111 姜金印 理科（电信）1604 电子信息工程 王延江 

1602010513 徐哲锴 理科（石油）1601 能源与动力工程 徐明海 

1602010504 郝昊 理科（石油）1602 能源与动力工程 王照亮 

1602010929 郑兵兵 理科（石油）1602 能源与动力工程 林日亿 

1602010904 曾凡昱 理科（石油）1602 能源与动力工程 冯洪庆 

1606030404 石家凯 理科（石油）1602 油气储运工程 吕宇玲 

1602010928 王赛磊 理科（石油）1602 油气储运工程 李玉星 

1601020125 张颖龙 理科（石油）1602 油气储运工程 李玉星 

1606020321 辛建旭 理科（石油）1602 油气储运工程 李传宪 

1602011007 鲍豪杰 理科（石油）1601 油气储运工程 何利民 

1602011006 安少恒 理科（石油）1602 油气储运工程 李传宪 

1602011004 黄科翰 理科（石油）1601 油气储运工程 何利民 

1606020322 张天翼 理科（石油）1602 油气储运工程 寇杰 

1602010916 孟令帅 理科（石油）1602 油气储运工程 刘刚 

1603020210 田诗豪 理科（机械）1603 工程力学 刘建林 

1607010321 邵世宽 理科（电信）160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徐九韵 

1607010324 孙海龙 理科（电信）160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徐九韵 

1607010209 管言玺 理科（电信）160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村合 



1607010112 顾广浩 理科（石油）160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村合 

1606020401 李若晨 理科（石油）160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淑栋 

1607010318 兰松柏 理科（石油）16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淑栋 

1602011003 王秀霞 理科（石油）1602 软件工程 张俊三 

1606020108 许翰林 理科（石油）1601 软件工程 张俊三 

1602010902 李刘鹏 理科（石油）1601 软件工程 吴春雷 

1602011026 邹成街 理科（石油）1601 软件工程 吴春雷 

1604010305 姜浩 理科（机械）1603 材料物理 孙霜青 

1606040213 迟克浩 理科（机械）1603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焦志勇 

1603040203 王玉起 理科（化工）1605 化学 周炎 

1603010101 孟云龙 理科（化工）1605 化学 宋林花 

1603010221 陈芸 理科（化工）1605 化学 王荣明 

1602011012 金田 理科（石油）16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宋允全 

1604010321 徐嘉远 理科（机械）1603 数学与应用数学 宋允全 

1602011001 孙阳阳 理科（石油）1601 信息与计算科学 闫统江 

1602011023 吕德勇 理科（石油）16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王健 

1606020205 魏钰 理科（石油）1601 信息与计算科学 闫统江 

1602010905 陈飞 理科（石油）1601 信息与计算科学 陈飞 

1606020128 张鑫州 理科（石油）1602 信息与计算科学 王健 

1602011027 杨纪正 理科（石油）1601 信息与计算科学 陈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