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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校学位〔2022〕1 号 

 
 

 

关于新增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通知 
 

 

校直各单位： 

根据《华北电力大学外聘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及管理办法》

（华电校研〔2019〕20 号）要求，经个人申报、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初评，经学校第五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 17 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新增马欢等 92 位教师为华北电力大学外聘硕士生指导教

师。 

 

附件：华北电力大学新增外聘硕士生指导教师名单 

 

2022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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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华北电力大学新增外聘硕士生指导教师名单 
序号 姓名 类别（领域） 类别（领域）所属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1 马欢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2 蒋哲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3 李宽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4 李玉敦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5 刘辉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6 李程启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7 杨祎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8 朱庆东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9 张皓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0 段玉兵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1 李杰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2 王建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3 师伟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4 朱文兵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5 刘嵘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6 张林利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7 王士柏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8 陈勇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19 程志万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20 彭庆军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21 许守东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22 谭向宇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23 唐立军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24 杨家全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25 周仿荣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26 邹德旭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27 钱国超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28 覃日升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 3 - 

29 牛林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30 王涛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31 王仕韬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32 王磊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33 王金亮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34 高广玲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35 周博曦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36 赵永志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37 韩克俊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38 李军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39 张立国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40 万伟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41 刘远龙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42 吴克彦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43 梁健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44 傅磊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45 杨光宇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46 张志强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47 臧英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48 沙志成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49 郭鹏鸿 电气工程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50 姜雨泽 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51 赵瑞 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52 姜宇 工商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53 俞石洪 工商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54 周保中 工商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55 王宣元 工商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56 王宇 工商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57 车彬 工商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58 郭光华 工业工程与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59 方建筠 工业工程与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60 鞠文利 工业工程与管理 经济与管理学院 

61 马艳 计算机技术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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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于灏 计算机技术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63 李锐 计算机技术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64 李庚达 控制工程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65 王富强 控制工程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66 梁凌 控制工程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67 王振利 控制工程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68 肖鹏 控制工程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69 陈斌 控制工程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70 张峰 控制工程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71 王万国 软件工程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72 罗清彩 软件工程 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73 张都清 材料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74 樊志彬 材料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75 王晓明 材料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76 杜宝帅 材料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77 杜晋峰 材料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78 高文君 材料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79 周超 材料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80 卞峰 材料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81 祝令凯 动力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82 余学海 动力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83 张帅 动力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84 黄军 动力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85 王鹏 动力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86 乔加飞 动力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87 温新宇 动力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88 徐震 动力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89 于希明 动力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90 岳增智 动力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91 李健 机械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92 田福兴 机械工程 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华北电力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