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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获得第三届“做出突出贡献的工程硕士学位获得者” 

荣誉称号名单的通知 

 

工程教指委[2018]5 号 

 

有关培养单位： 

根据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

委）“关于做出突出贡献的工程硕士学位获得者评选办法”，经专家

组评审，教指委审定与公示，共有 119名工程硕士获得第三届“做

出突出贡献的工程硕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现对获得荣誉称号

的人员名单予以公布（名单见附件）。 

附件：获得第三届“做出突出贡献的工程硕士学位获得者”

荣誉称号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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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获得第三届“做出突出贡献的工程硕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的名单 

 

培养单位名称 工程领域 姓  名 

清华大学 计算机技术 甘玉玺 

清华大学 航空工程 黄  锐 

清华大学 航天工程 聂海胜 

北京交通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 张  庆 

北京交通大学 车辆工程 崔志国 

北京工业大学 材料工程 魏  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械工程 程火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天工程 李志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天工程 周  立 

北京理工大学 兵器工程 王绍慧 

北京理工大学 车辆工程 曹福辉 

北京科技大学 矿业工程 徐  渊 

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韦峻峰 

天津大学 化学工程 银  波 

天津大学 化学工程 刘  钺 

天津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孙敬来 

天津科技大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 李志军 

天津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 王  娜 

天津科技大学 食品工程 安  骏 



 
 

培养单位名称 工程领域 姓  名 

天津工业大学 控制工程 史立洲 

华北电力大学 动力工程 王忠渠 

华北电力大学 计算机技术 邬玉良 

石家庄铁道大学 机械工程 李东升 

哈尔滨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 王书铭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材料工程 侯会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环境工程 姜  旭 

燕山大学 机械工程 肖永力 

燕山大学 控制工程 李长安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农业工程 王  鑫 

同济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 董学武 

华东理工大学 动力工程 翟金国 

华东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 王洪福 

华东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 王  栋 

上海海事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 吴鹏程 

东华大学 材料工程 李文强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 龚杜弟 

南京大学 制药工程 范新华 

东南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 杨江金 

东南大学 项目管理 喻云龙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工程 张  炜 



 
 

培养单位名称 工程领域 姓  名 

南京理工大学 光学工程 任  益 

南京理工大学 兵器工程 何  龙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吴西彤 

南京邮电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王星昌 

河海大学 水利工程 樊继永 

河海大学 水利工程 徐建军 

河海大学 水利工程 季红飞 

江南大学 食品工程 周人楷 

江南大学 食品工程 徐振波 

南京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 詹先旭 

江苏大学 农业工程 李建钢 

江苏大学 环境工程 杜甫义 

浙江大学 电气工程 许国东 

浙江工业大学 控制工程 倪洪杰 

浙江工业大学 计算机技术 谢  榛 

安徽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陶永芹 

安徽理工大学 地质工程 陈泉霖 

安徽理工大学 矿业工程 唐永志 

厦门大学 材料工程 吴天华 

集美大学 食品工程 肖  琼 

东华理工大学 地质工程 邢拥国 



 
 

培养单位名称 工程领域 姓  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地质工程 吴昌吉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地质工程 刘君林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贾庆升 

济南大学 材料工程 王广东 

河南理工大学 动力工程 孟祥哲 

河南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李  超 

河南科技大学 材料工程 刘治军 

武汉大学 水利工程 杨泽艳 

武汉大学 水利工程 杨启贵 

武汉科技大学 材料工程 罗  军 

武汉科技大学 化学工程 王胜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测绘工程 申朝永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质工程 姜  晓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质工程 陈仲超 

中南大学 材料工程 胡祥龙 

中南大学 冶金工程 蔡练兵 

中南大学 矿业工程 汪长祥 

长沙理工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 杨如刚 

长沙理工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 张良奇 

华南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 陈  冰 

华南理工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 罗赤宇 



 
 

培养单位名称 工程领域 姓  名 

华南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 吕运容 

西南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 戚广枫 

西南交通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 陈海锋 

电子科技大学 控制工程 姜  兵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陈立明 

成都理工大学 地质工程 李正兵 

重庆交通大学 工业工程 井  然 

贵州大学 电气工程 齐  岳 

昆明理工大学 冶金工程 史谊峰 

昆明理工大学 冶金工程 周廷熙 

昆明理工大学 环境工程 杨逢乐 

西安交通大学 项目管理 李辉康 

西北工业大学 材料工程  周小军 

西北工业大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 张存发 

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工程 程宇峰 

西安理工大学 仪器仪表工程 张永武 

西安理工大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 李彦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 王  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李开添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矿业工程 连民杰 

西安科技大学 控制工程 徐建军 



 
 

培养单位名称 工程领域 姓  名 

西安科技大学 地质工程 谢相军 

西安科技大学 矿业工程 陈建强 

西安石油大学 材料工程 毕宗岳 

西安石油大学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解永刚 

长安大学 地质工程 王信文 

兰州大学 地质工程 孙  伟 

青岛大学 纺织工程 朱起宏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地质工程 包书景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地质工程 白旭明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马德胜 

广东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 孟  超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白  阳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计算机技术 赵盛烨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原解放军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张欲保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原解放军理工大学） 
电子与通信工程 聂新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 核能与核技术工程 葛  强 

注：按照学校代码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