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硕士学位论文盲审名单 

序

号 
学号 姓名 领  域 导师 学院 类型 

1 20141100315 张洪亮 控制科学与工程 尹岗 电力 全日制学术学位 

2 20141100216 李敏 工商管理 赵俊梅 管理 全日制学术学位 

3 20141100339 曹志博 城乡规划学 杨永胜 建筑 全日制学术学位 

4 20141100337 刘龙 城乡规划学 荣丽华 建筑 全日制学术学位 

5 20141100322 张源 建筑学 张鹏举 建筑 全日制学术学位 

6 20141100327 王龙 建筑学 范桂芳 建筑 全日制学术学位 

7 20141100331 高敏 建筑学 张鹏举 建筑 全日制学术学位 

8 20141100326 呼啸 建筑学 王卓男 建筑 全日制学术学位 

9 20141100323 苏勤 建筑学 刘铮 建筑 全日制学术学位 

10 20141100073 胡全德 力学 周承恩 理学院 全日制学术学位 

11 20141100277 马依娜 外国语言文学 李烨 外语 全日制学术学位 

12 20141100094 肖思思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杨宏业 信息 全日制学术学位 

1 20151800122 康志凯 材料工程 董俊慧 材料 全日制专业学位 

2 20151800124 尚珺虓 材料工程 刘向东 材料 全日制专业学位 

3 20151800133 白玉龙 材料工程 白玉 材料 全日制专业学位 

4 20141800211 李海兵 电气工程 刘广忱 电力 全日制专业学位 

5 20141800052 袁米军 化学工程 刘丽华 化工 全日制专业学位 

6 20141800253 袁媛 建筑学 郑庆和 建筑 全日制专业学位 

7 20141800257 高艳莉 建筑学 王卓男 建筑 全日制专业学位 

8 20141800249 张宁馨 建筑学 王卓男 建筑 全日制专业学位 

9 20141800264 董雅 建筑学 贾晓浒 建筑 全日制专业学位 

10 20141800148 赵思远 建筑与土木工程 王岚 土木 全日制专业学位 

11 20141800151 吴伦渊 建筑与土木工程 苏跃宏 土木 全日制专业学位 

12 20141800154 王小娇 建筑与土木工程 于文艳 土木 全日制专业学位 

13 20141800159 周子昂 建筑与土木工程 王玉清 土木 全日制专业学位 

14 20141800178 张慧敏 建筑与土木工程 唐汝宁 土木 全日制专业学位 

15 20141800188 左建慧 工程管理 冯斌 土木 全日制专业学位 

16 20141800182 祁星 工程管理 冯斌 土木 全日制专业学位 

17 20141800037 于婷婷 计算机技术 马晓波 信息 全日制专业学位 

18 20141800044 候圣 计算机技术 赵俊生 信息 全日制专业学位 

19 20141800022 巩昊瑞 机械工程 乌日图 机械 全日制专业学位 

20 20141800023 李运来 机械工程 吕金华 机械 全日制专业学位 

1 2013120137 高博 材料工程 董俊慧 材料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2 20121200262 侯强胜 电气工程 肖志云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3 20121200263 蒋兵 电气工程 栗文义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4 20121200287 乔舒晗 电气工程 徐涛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5 20121200298 佟娜 电气工程 李春明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6 20121200300 王静 电气工程 徐涛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7 20121200314 乌兰 电气工程 刘利强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8 20121200367 王金岗 控制工程 张健欣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9 20131200194 林强 控制工程 肖志云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10 20131200202 范成龙 控制工程 张健欣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11 20131200229 杜旭洁 控制工程 王林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12 20131200247 周超 电气工程 顾秀芳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13 20131200252 郭莉 电气工程 顾秀芳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14 20121200272 邬鹏 电气工程 栗文义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15 20131200275 任春雨 电气工程 栗文义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16 20131200298 王石柱 电气工程 田立欣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17 20131200300 陈静 电气工程 顾秀芳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18 20131200303 赵敏 电气工程 田桂珍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19 20131200321 陈俊旭 电气工程 肖志云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20 20131200348 张廷瑞 电气工程 徐涛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21 20141200158 郝嘉苗 电气工程 任永峰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22 20141200165 金国峰 电气工程 李华 电力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23 20121200190 冯炜 项目管理 冯银虎 管理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24 20121200200 李俊卿 项目管理 杜锐 管理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25 20121200217 苏波 项目管理 刘俊华 管理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26 20121200226 于璟 项目管理 格日乐 管理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27 20121200231 赵博 项目管理 任慧 管理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28 20131200369 海伦娜 项目管理 冯银虎 管理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29 20131200370 白桦 项目管理 赵红梅 管理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30 20131200379 韩宁 项目管理 段瑞刚 管理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31 20131200381 李振 项目管理 郑治华 管理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32 20131200387 郑有程 项目管理 韩炜宏 管理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33 20131200402 张风 项目管理 陈夕红 管理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34 20131200412 白宇 项目管理 符亚男 管理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35 20121200079 张瑄 化学工程 李春萍 高飞飞 化工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36 20121200081 李文娟 化学工程 竺宁 曹宝亮 化工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37 20121200085 高波 化学工程 李利军 张敬宇 化工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38 20121200086 刘岩 化学工程 刘丽华 包玉英 化工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39 20131200065 刘凤媛 化学工程 刘俞辰 华永才 化工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40 20131200071 张敏 化学工程 刘俞辰 华永才 化工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41 20131200075 张虎林 化学工程 刘俞辰 华永才 化工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42 20131200184 赵晶晶 建筑与土木工程 范桂芳 建筑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43 20121200382 奥迪 建筑与土木工程 王卓男 建筑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44 20121200403 张清华 建筑与土木工程 王卓男 建筑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45 20121200401 张磊 建筑与土木工程 荣丽华 建筑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46 20121200119 王峰 动力工程 刑世禄 能动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47 20141200090 王天博 动力工程 张子敬 能动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48 20121200184 张萍 纺织工程 陈晓东 轻纺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49 20121200185 徐微 纺织工程 麻文效 轻纺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50 20121200172 王石磊 建筑与土木工程 王玉清 土木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51 2012120156 黄强 建筑与土木工程 姜丽云 土木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52 20121200039 侯凯文 计算机技术 田保军 信息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53 20121200048 刘红霞 计算机技术 赵俊生 信息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54 20131200044 孙静 计算机技术 苏依拉 信息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55 20141200016 徐建忠 计算机技术 冯永祥 信息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56 20141200030 高倩男 计算机技术 苏依拉 信息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57 20121200009 王  慧 机械工程 张秀芬 机械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58 20121200019 张  鹏 仪器仪表工程 孔庆忠 机械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59 20131200004 许  慧 仪器仪表工程 白福忠 机械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60 2013120025 包永胜 机械工程 武建新 机械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请被抽到盲审的同学于 10 月 13 日上午 12 点前将论文评阅书 2 份及盲

审费用由学院教学秘书统一交教研楼 304 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                       

                                      

                                      内蒙古工业大学研究生院                              

                                          2017 年 10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