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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校学位[2022]09号

关于公布北京理工大学 2022 年度

新增列博士生导师名单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资格评定工作实施办法》（校

学位[2021]03 号）有关规定，经北京理工大学第十一届学位评定

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审定，同意王辉等 78人获得学术型博士

生导师资格，同意温求遒等 6人获得专业型博士生导师资格。名

单见附件。

附件：2022 年度新增列博士生导师名单

北京理工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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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理工大学2022年度新增列博士生导师名单（学术型）

序号 学科 学院 姓名 备注

1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宇航学院 王辉

2 宇航学院 孟军辉

3

力学

宇航学院 叶金蕊

4 机电学院 张晓伟

5 先进结构技术研究院 杨恒

6

安全科学与工程

机电学院 王涛

7 机电学院 韩志跃

8 机电学院 孙渊博

9

兵器科学与技术

机电学院 马峰

10 机电学院 门建兵

11 机电学院 隋丽

12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机械与车辆学院 黄渭清

13 机械与车辆学院 赵雅楠

14 机械与车辆学院 宋盼盼

15

机械工程

机电学院 李辉

16 机械与车辆学院 胡耀光

17 机械与车辆学院 王文伟

18 机械与车辆学院 董明明

19 机械与车辆学院 刘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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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科 学院 姓名 备注

20

光学工程

光电学院 刘克

21 光电学院 王庆

22

仪器科学与技术

光电学院 王姗姗

23 光电学院 程阳

24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息与电子学院 刘飞峰

25 信息与电子学院 李云杰

26 信息与电子学院 郇浩

27 信息与电子学院 王俊岭

28

电子科学与技术

集成电路与电子学院 高美静

29 集成电路与电子学院 任仕伟

30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集成电路与电子学院 陈娣

31 集成电路与电子学院 王兴华

32

控制科学与工程

自动化学院 周志强

33 自动化学院 黄艺

34 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 吕跃祖

3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学院 计卫星

36 计算机学院 杨旭

37

网络空间安全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叶能

38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丁瑶玲

http://arims.b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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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科 学院 姓名 备注

39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学院 陈为为

40 材料学院 李向梅

41 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 李博权

42

化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刘湃

43 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 张媛媛

44

化学工程与技术

化学与化工学院 樊铖

45 化学与化工学院 马小莉

46 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 李响

47

生物学

生命学院 王燕峰

48 生命学院 陈振娅

49

生物医学工程

生命学院 徐远清

50 生命学院 张永谦

51 医学技术学院 范应威

52 医学技术学院 邵瑞文

53 医学技术学院 陈德福

54

数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陈露

55 数学与统计学院 史东华

56

物理学

物理学院 张博

57 物理学院 刘贵斌

58 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 李娟

http://arims.bit.edu.cn/
http://arims.bit.edu.cn/
http://arims.b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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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科 学院 姓名 备注

59
工商管理

管理与经济学院 邓剑伟

60 管理与经济学院 刘宁悦

61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与经济学院 贾琳

62 管理与经济学院 陈虹枢

63
应用经济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 沈智扬

64 管理与经济学院 卓小杨

65
教育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李明磊

66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杨春梅

67
理论经济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韩燕

68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钟惠波

69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大伟

70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存福

71 法学 法学院 彭海青

72

外国语言文学

外国语学院 徐嘉

73 外国语学院 王蓓

74 外国语学院 王彦会

75

设计学

设计与艺术学院 周岩

76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巩超

77 设计与艺术学院 乔宇

78 设计与艺术学院 林茂 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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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2022年度新增列博士生导师名单（专业型）

序号 专业类别 学院 姓名

1

机械

宇航学院 温求遒

2 机电学院 龙仁荣

3

电子信息

信息与电子学院 陈德峰

4 自动化学院 韩勇强

5 计算机学院 张华平

6 材料与化工 材料学院 叶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