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级论文开题附表----开题分组 

第一组（14 人） 答辩地点：第一教学楼 430 

 

学号 姓名 专业 导师 

0215270 陈辅斌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忠学 

0215271 崇富权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苏程 

0215272 段爱玲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艳龙 

0215273 何吉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溥 

0215274 颉俊杰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赵志刚 

0215275 李彪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艳龙 

0215276 李承宇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小荣 

0215277 李维维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赵志刚 

0215278 李笑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小荣 

0215279 梁铭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高溥 

0215280 刘江涛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艳龙 

0215281 刘洋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赵志刚 

0215282 祁鹏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武福 

0215283 商克栋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郑韶先 

 

 

 

 

 

 



 

 

第二组（15 人）答辩地点：第一教学楼 428 

 

学号 姓名 专业 导师 

0215284 孙艳春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小平 

0215285 王栋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艳龙 

0215286 王小斌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红 

0215287 吴雪琪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宗刚 

0215288 严健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宗刚 

0215289 杨博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武福 

0215290 叶佳楠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赵志刚 

0215291 张戈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宗刚 

0215292 张华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爱娇 

0215293 赵振乾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宗刚 

0215294 陈朋刚 机械电子工程 彭珍瑞 

0215295 李秉权 机械电子工程 孟建军 

0215296 梁星星 机械电子工程 苏程 

0215297 刘小霞 机械电子工程 彭珍瑞 

0215299 王彦博 机械电子工程 殷红、彭珍瑞 

 

 

 

 

 

 



 

 

第三组（14 人）答辩地点：第一教学楼 426 

 

学号 姓名 专业 导师 

0215300 冀庆恩 机械设计及理论 高溥 

0215301 马东宝 机械设计及理论 梅元贵 

0215303 张玺 机械设计及理论 杨晋 

0215304 白欢 车辆工程 孟建军 

0215305 冯映科 车辆工程 张金敏 

0215306 高艺 车辆工程 丁旺才 

0215307 巩友飞 车辆工程 王良璧 

0215308 郭建宏 车辆工程 丁旺才 

0215309 郭文志 车辆工程 卫晓娟 

0215310 何天杰 车辆工程 刘艳妍 

0215311 何燕 车辆工程 武福 

0215312 霍小刚 车辆工程 寸立岗 

0215313 李晨曦 车辆工程 商跃进 

0215314 李海泉 车辆工程 罗冠炜 

 

 

 

 

 

 

 

 



 

 

第四组（13 人） 答辩地点：第一教学楼 424 

 

学号 姓名 专业 导师 

0215315 李欣 车辆工程 李刚 

0215316 李新泉 车辆工程 罗冠炜 

0215317 厉佳 车辆工程 丁旺才 

0215318 刘建东 车辆工程 孟建军 

0215319 刘鑫鹏 车辆工程 汪诤 

0215320 卢鑫 车辆工程 武振锋 

0215321 卢越 车辆工程 孟建军 

0215322 吕博 车辆工程 梅元贵 

0215323 罗惠峰 车辆工程 石广田 

0215324 王丹 车辆工程 李万祥 

0215325 王二虎 车辆工程 丁旺才 

0215326 王花 车辆工程 孟建军 

0215327 王钧 车辆工程 石广田 

 

 

 

 

 

 

 

 

 

 

 



 

 

第五组（12 人）答辩地点：第一教学楼 422 

 

学号 姓名 专业 导师 

0215328 杨宏 车辆工程 王红 

0215329 杨孟珂 车辆工程 商跃进 

0215330 张楠 车辆工程 彭珍瑞 

0215332 张悦 车辆工程 同长虹、郭齐升 

0215333 赵凯凯 车辆工程 石广田 

0215334 赵文斌 车辆工程 车军 

0215335 郑有梁 车辆工程 丁旺才 

0215336 朱秋成 车辆工程 许建林 

0215337 韩金岳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祁文哲 

0215338 杨杏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孟建军 

0215339 张晓康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李小平 

0215354 张富贵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殷红、彭珍瑞 

 

 

 

 

 

 

 

 

 

 

 

 



 

 

第六组（14 人）答辩地点：第一教学楼 420 

 

学号 姓名 专业 导师 

0615140 陈敬旭 机械工程 梅元贵 

0615141 程丹丹 机械工程 常立民 

0615142 刘晓玲 机械工程 罗冠炜 

0615143 张峰 机械工程 彭珍瑞 

0615144 张荣勤 机械工程 杨晋 

0615145 张瑞 机械工程 罗冠炜 

0615156 陈丽媛 车辆工程 梅元贵 

0615157 段修平 车辆工程 梅元贵 

0615158 郭东晖 车辆工程 车军 

0615159 胡亚军 车辆工程 宋克伟 

0615160 姬烽烽 车辆工程 金花 

0615161 李陶 车辆工程 周朝晖 

0615162 刘池 车辆工程 罗冠炜 

0615163 娄云飞 车辆工程 梅元贵 

 

 

 

 

 

 

 

 



 

 

第七组（13 人）答辩地点：第一教学楼 336 

 

学号 姓名 专业 导师 

0215349 艾雄杰 工程热物理 王良璧 

0215350 郝小龙 工程热物理 王良璧 

0215351 王萍 工程热物理 王良璧 

0215352 黄晨 热能工程 张永恒 

0215353 谢金鹏 热能工程 常立民 

0615150 安芳源 动力工程 许建林 

0615152 杜思琪 动力工程 李刚 

0615153 刘奇 动力工程 宋克伟 

0615154 张小娥 动力工程 张永恒 

0615174 王伟源 车辆工程 李刚 

0615176 魏宁宁 车辆工程 寸立岗 

0615177 张宏亮 车辆工程 李刚 

2014BSZ546 费浩云 热能工程 王良璧 

 

 

 

 

 

 

 

 

 

 

 



 

 

第八组（14 人）答辩地点：第一教学楼 334 

 

学号 姓名 专业 导师 

0215340 卞耀辉 材料物理与化学 冯利邦 

0215341 芦骏山 材料物理与化学 冯利邦 

0215342 马宗红 材料物理与化学 王新伟 

0215343 郭等锋 材料学 王彦平 

0215344 李彬彬 材料学 强小虎 

0215345 王晶 材料学 冯利邦 

0215346 薛生利 材料学 徐卫军 

0215347 赵翰文 材料学 冯利邦 

0215348 汪倩 材料加工工程 牛卫中 

0615146 霍磊 材料工程 王顺花 

0615147 姜爱雄 材料工程 徐立新 

0615148 刘增家 材料工程 郑韶先 

0615149 张立新 材料工程 耿中荣 

2014BSZ526 司马赋 材料学 冯利邦 

 

 

 

 

 

 

 

 

 



 

 

第九组（12 人）答辩地点：第一教学楼 330 

 

学号 姓名 专业 导师 

0615164 芦宽宽 车辆工程 李宁洲 

0615165 孟兴 车辆工程 石广田 

0615166 牟晓斌 车辆工程 牛卫中 

0615167 蒲富鹏 车辆工程 赵军 

0615168 任杰 车辆工程 许建林 

0615169 邵帅 车辆工程 李万祥 

0615170 王林轩 车辆工程 李万祥 

0615171 王龙军 车辆工程 苏程 

0615172 王露 车辆工程 宋克伟 

0615173 王甜 车辆工程 常立民 

0615175 王雪 车辆工程 王良璧 

2014BSZ526 唐思贤 机械设计及理论 石广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