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 学年第二学期硕士学位论文盲审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 科 导师 学院 类型 

1 20141100305 王洋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田立欣 电力 全日制学术 

2 20141100309 史芳芳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刘广忱 电力 全日制学术 

3 20141100317 王慧 控制科学与工程 凌呼君 电力 全日制学术 

4 20141100163 韩旭 材料科学与工程 董俊慧 材料 全日制学术 

5 20141100168 马海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刘向东 材料 全日制学术 

6 20141100172 张宇 金融学 凤兰 管理 全日制学术 

7 20141100173 李彩霞 金融学 郑治华 管理 全日制学术 

8 20141100174 孙茜 金融学 陈夕红 管理 全日制学术 

9 20141100175 宋晓宇 金融学 张永正 管理 全日制学术 

10 20141100176 李扬 金融学 长青 管理 全日制学术 

11 20141100177 杨自兰 产业经济学 王科唯 管理 全日制学术 

12 20141100178 陈宝新 产业经济学 巩芳 管理 全日制学术 

13 20141100179 白伊娜 产业经济学 韩炜宏 管理 全日制学术 

14 20141100180 贾婧雯 产业经济学 韩炜宏 管理 全日制学术 

15 20141100181 王瑞蔓 产业经济学 陈玉宏 王科唯 管理 全日制学术 

16 20141100182 李婷 产业经济学 杭栓柱 文宗川 管理 全日制学术 

17 20141100183 王昊元 产业经济学 李长青 管理 全日制学术 

18 20141100184 刘婷 产业经济学 郝晓燕 管理 全日制学术 

19 20141100185 张真怡 产业经济学 杨新吉勒图 管理 全日制学术 

20 20141100186 董天棋 数量经济学 郝晓燕 管理 全日制学术 

21 20141100187 张宇佳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赵岩 管理 全日制学术 

22 20141100188 包阿古达木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杨新吉勒图 管理 全日制学术 

23 20141100189 董悦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段瑞刚 管理 全日制学术 

24 20141100190 韩青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巩芳 管理 全日制学术 

25 20141100191 王佳佳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赵斌杰 管理 全日制学术 

26 20141100192 陈玉凤 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学) 徐睿琛、牟占军 管理 全日制学术 

27 20141100193 王玉兵 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学) 周文学 管理 全日制学术 

28 20141100194 朱英 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学) 段瑞刚 管理 全日制学术 

29 20141100195 洪伟立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学） 李弘 管理 全日制学术 

30 20141100196 郭志坚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学） 刘俊华 管理 全日制学术 

31 20141100197 汤小勇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学） 周黎 管理 全日制学术 

32 20141100198 刘利建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学） 李长青 管理 全日制学术 

33 20141100199 沈悦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 肇先 管理 全日制学术 

34 20141100200 王雪丽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 峻峰 管理 全日制学术 

35 20141100201 丛笑笑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 王秀丽 管理 全日制学术 

36 20141100202 白丽丽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 陈树清（长青） 管理 全日制学术 



37 20141100203 徐广林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 符亚男 管理 全日制学术 

38 20141100204 孙文燕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 冯银虎 管理 全日制学术 

39 20141100205 薛菁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 赵红梅 管理 全日制学术 

40 20141100206 李楠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 峻峰 管理 全日制学术 

41 20141100207 樊晨 工商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 朝克 管理 全日制学术 

42 20141100208 李嫚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 刘艳秋 管理 全日制学术 

43 20141100209 刘彦亭 工商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 王建国 管理 全日制学术 

44 20141100210 王庆瑜 工商管理（旅游管理） 刘丽娟 管理 全日制学术 

45 20141100211 秦蓉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 侯二秀 管理 全日制学术 

46 20141100212 施必翔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 王秀丽 管理 全日制学术 

47 20141100213 梁婷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 颜实 管理 全日制学术 

48 20141100214 陶日根珠拉 工商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 朝克 管理 全日制学术 

49 20141100215 张杨杨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 李长青 管理 全日制学术 

50 20141100217 杜芳 工商管理（会计学） 邵东伟 管理 全日制学术 

51 20141100218 王晓静 工商管理（会计学） 李崇刚 管理 全日制学术 

52 20141100219 李燕 工商管理（会计学） 梁春（谢晓燕） 管理 全日制学术 

53 20141100220 张娇娇 工商管理（会计学） 谢晓燕 管理 全日制学术 

54 20141100221 孟亚欣 工商管理（会计学） 李晓红 管理 全日制学术 

55 20141100222 崔垚 工商管理（企业管理） 长青 管理 全日制学术 

56 20141100223 王秀青 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学） 李长青 管理 全日制学术 

57 20141100224 王鼎 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学） 长青 管理 全日制学术 

58 20141100225 陈韶飞 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学） 李弘 管理 全日制学术 

59 20141100226 赵春莲 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学） 杨菁（赵岩） 管理 全日制学术 

60 20141100227 高宇 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学） 董进全 管理 全日制学术 

61 20141100228 张树山 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学） 文宗川 管理 全日制学术 

62 20141100229 李蒙 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学） 木仁 管理 全日制学术 

63 20141100230 刘亚静 管理科学与工程（管理学） 吉格迪 管理 全日制学术 

64 20131100364 连怡婷 公共管理 马军 商院 全日制学术 

65 20141100352 刘 浏 公共管理 
丁孝智 

白宝光 
商院 全日制学术 

66 20141100353 孙 瑞 公共管理 白宝光 商院 全日制学术 

67 20141100354 陈 岚 公共管理 马军 商院 全日制学术 

68 20141100355 吴 昊 公共管理 马军 商院 全日制学术 

69 20141100356 郭明利 公共管理 白宝光 商院 全日制学术 

70 20141100357 王 渊 公共管理 白宝光 商院 全日制学术 

71 20141100358 张雨滢 公共管理 任慧 商院 全日制学术 

72 20141100359 雷 洋 公共管理 张昭俊 商院 全日制学术 

73 20141100360 孙 悦 公共管理 任慧 商院 全日制学术 

74 20141100361 李艳玲 公共管理 刘宇霞 商院 全日制学术 

75 20141100363 刘婷婷 公共管理 张昭俊 商院 全日制学术 

76 20141100364 菅 妮 公共管理 马军 商院 全日制学术 

77 20141100100 卜爱明 化工过程机械 冀国俊 化工 全日制学术 



78 20141100107 郭凯彬 化学工程与技术 韩利民 化工 全日制学术 

79 20141100127 郭首君 化学工程与技术 白杰 化工 全日制学术 

80 20141100005 高雅楠 机械工程 胡志勇 机械 全日制学术 

81 20141100014 田文昊 机械工程 刘文芝 机械 全日制学术 

82 20141100023 郭宇鸿 机械工程 赵卫国 机械 全日制学术 

83 20141100252 崔恒竞 道路与铁道工程 苏跃宏 土木 全日制学术 

84 20141100253 桂婉妹 道路与铁道工程 王岚 土木 全日制学术 

85 20141100254 赵琳 道路与铁道工程 崔亚楠 土木 全日制学术 

86 20141100365 张雪松 地下工程与地质技术 密文天 矿业 全日制学术 

87 20141100366 荆磊 地下工程与地质技术 刘曙光 矿业 全日制学术 

88 20141100367 郭建磊 地下工程与地质技术 刘曙光 矿业 全日制学术 

89 20141100033 韩雁清 数学 苏道毕力格 理学院 全日制学术 

90 20141100054 季丹丹 统计学 闫在在 理学院 全日制学术 

91 20141100055 李强 统计学 洪志敏 理学院 全日制学术 

92 20141100057 杨佳敏 统计学 汪丽娜 理学院 全日制学术 

93 20141100060 杨素青 统计学 张颖 理学院 全日制学术 

94 20141100061 王磊 物理电子学 关玉琴 理学院 全日制学术 

95 20141100063 张佳利 物理电子学 朱景程 理学院 全日制学术 

96 20141100065 贾晓丹 物理电子学 李继军 理学院 全日制学术 

97 20141100071 杨茂生 物理电子学 丁昌江 理学院 全日制学术 

98 20141100074 张智莹 力学 郭俊宏 理学院 全日制学术 

99 20141100077 超力德 力学 李卓 理学院 全日制学术 

100 20131100282 李海凤 思想政治教育 陈虹 马院 全日制学术 

101 20141100267 黄格尔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布和朝鲁 马院 全日制学术 

102 20141100271 曾超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王雪松 马院 全日制学术 

103 20141100272 尹佳 思想政治教育 于翠红 马院 全日制学术 

104 20141100130 候兴霞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谭春青 能动 全日制学术 

105 20141100132 闫萌萌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高志鹰 能动 全日制学术 

106 20141100136 马铭泽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谭春青 能动 全日制学术 

107 20141100141 牛亚全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宋长忠 能动 全日制学术 

108 20141100144 孙凯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汪建文 能动 全日制学术 

109 20141100149 张秋萍 环境工程 刘建国 能动 全日制学术 

110 20141100150 张鹏 环境工程 美  英 能动 全日制学术 

111 20141100153 王志强 环境工程 李春丽 能动 全日制学术 

112 20131100265 李如华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郭晓芳 轻纺 全日制学术 

113 20141100257 张诺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闫亦农 轻纺 全日制学术 

114 20141100259 杨家森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陈晓东 轻纺 全日制学术 

115 20141100344 张艳玲 民族学 九月 人文 全日制学术 

116 20141100345 杜星怡 民族学 王奇昌 人文 全日制学术 

117 20141100346 舒继东 民族学 特日格乐 人文 全日制学术 

118 20141100347 袁维平 民族学 范景武 人文 全日制学术 

119 20141100348 齐子杨 民族学 王俊霞 人文 全日制学术 



120 20141100349 范航 民族学 苏米雅 人文 全日制学术 

121 20141100350 王丹 民族学 范景武 人文 全日制学术 

122 20141100351 赵佩 民族学 莫彩蓉 人文 全日制学术 

123 20131100347 李娜 城乡规划学 杨永胜 建筑 全日制学术 

124 20141100322 张源 建筑学 张鹏举 建筑 全日制学术 

125 20141100333 宋主丹 建筑学 韩秀华 建筑 全日制学术 

126 20131100292 刘玉琼 外国语言文学 李烨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27 20141100277 马依娜 外国语言文学 李烨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28 20141100278 安慧 外国语言文学 张白桦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29 20141100279 王进进 外国语言文学 张红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30 20141100280 管月 外国语言文学 张白桦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31 20141100281 吴雷 外国语言文学 阿拉坦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32 20141100282 李鹏娟 外国语言文学 张红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33 20141100283 李云 外国语言文学 栗霞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34 20141100285 马召攀 外国语言文学 王晓利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35 20141100286 刘昌蕊 外国语言文学 王晓利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36 20141100287 卫绍君 外国语言文学 陈亚杰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37 20141100288 蒋婉 外国语言文学 冯洁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38 20141100289 吕翠莉 外国语言文学 姜伊敏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39 20141100290 林丽敏 外国语言文学 李梅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40 20141100291 高蕾 外国语言文学 栗霞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41 20141100292 张辰阳 外国语言文学 董君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42 20141100293 刘素芳 外国语言文学 张红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43 20141100294 马义 外国语言文学 陈亚杰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44 20141100296 焦晓容 外国语言文学 栗霞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45 20141100297 宝力春 外国语言文学 陈亚杰 外语 全日制学术 

146 20141100078 师磊 信息处理与智能控制 纪松波 信息 全日制学术 

147 20141100079 李俊伟 信息处理与智能控制 李巴津 信息 全日制学术 

148 20141100080 王驰 信息处理与智能控制 黄平平 信息 全日制学术 

149 20141100081 陈克忠 信息处理与智能控制 房建东 信息 全日制学术 

150 20141100082 芮光耀 信息处理与智能控制 李春明 信息 全日制学术 

151 20141100083 吴磊 信息处理与智能控制 房建东 信息 全日制学术 

152 20141100084 狄鹏慧 信息处理与智能控制 吕芳 信息 全日制学术 

153 20141100085 张莉 信息处理与智能控制 孟克其劳 信息 全日制学术 

154 20141100086 杜晓娟 计算机应用技术 田保军 信息 全日制学术 

155 20141100087 张格菲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万剑雄 信息 全日制学术 

156 20141100088 窦保媛 计算机应用技术 苏依拉 信息 全日制学术 

157 20141100089 张雍 计算机应用技术 徐宝清 信息 全日制学术 

158 20141100090 吉亚图 计算机应用技术 苏依拉 信息 全日制学术 

159 20141100091 张志林 计算机应用技术 刘利民 信息 全日制学术 

160 20141100092 贾乐乐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白云 信息 全日制学术 

161 20141100093 张维庭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杨宏业 信息 全日制学术 



162 2014110094 肖思思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杨宏业 信息 全日制学术 

163 20141100095 吴永芳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孟克其劳 信息 全日制学术 

1 20141800216 邢凤民 电气工程 赵桂廷 电力 全日制专业 

2 20141800225 杨海龙 电气工程 王生铁 电力 全日制专业 

3 20141800129 武永利 材料工程 陈芙蓉 材料 全日制专业 

4 20141800133 佟乃强 材料工程 白朴存 材料 全日制专业 

5 20141800198 黄乃君 物流工程 韩丽萍 管理 全日制专业 

6 20141800207 杨君帅 物流工程 颜实 管理 全日制专业 

7 20141800064 贾伟 化学工程 李彩虹 化工 全日制专业 

8 20141800082 刘士祥 化学工程 吴瑞凤 化工 全日制专业 

9 20141800083 聂旭春 化学工程 张永锋 化工 全日制专业 

10 20141800094 田晓璐 制药工程 洪海龙 化工 全日制专业 

11 20131800064 葛晖 化学工程 刘进荣 化工 全日制专业 

12 20141800010 李俊峰 机械工程 崔昭霞 机械 全日制专业 

13 20141800012 付昆 机械工程 岑海堂 机械 全日制专业 

14 20141800020 马智彬 机械工程 刘文芝 机械 全日制专业 

15 20141800022 巩昊瑞 机械工程 乌日图 机械 全日制专业 

16 20141800166 韩燕 建筑与土木工程 郝贠洪 土木 全日制专业 

17 20141800172 郭振华 建筑与土木工程 于文艳 土木 全日制专业 

18 20141800179 丁楠 建筑与土木工程 宋云连 土木 全日制专业 

19 20141800181 顾恩阳 工程管理 李建雄 土木 全日制专业 

20 20141800097 于苗苗 动力工程 常泽辉 能动 全日制专业 

21 20141800098 史盼敬 动力工程 杨晓宏 能动 全日制专业 

22 20141800102 张肖 动力工程 王亚辉 能动 全日制专业 

23 20141800110 王占洋 动力工程 张立茹 能动 全日制专业 

24 2014180118 刘念念 动力工程 郑  培 能动 全日制专业 

25 20141800120 李佩林 动力工程 马剑龙 能动 全日制专业 

26 20141800125 郭晓东 动力工程 包道日娜 能动 全日制专业 

27 20141800190 王晶晶 纺织工程 解芳 轻纺 全日制专业 

28 20141800258 王蒙 建筑学 韩秀华 建筑 全日制专业 

29 20141800254 申丛军 建筑学 韩瑛 建筑 全日制专业 

30 20141800250 王秋晨 建筑学 韩瑛 建筑 全日制专业 

31 20141800256 刘羽 建筑学 刘铮 建筑 全日制专业 

32 20141800255 宋晓芸 建筑学 韩瑛 建筑 全日制专业 

33 20141800244 连正昊 建筑学 孟春荣 建筑 全日制专业 

34 20141800037 于婷婷 计算机技术 马晓波 信息 全日制专业 

35 20141800041 赵紫微 计算机技术 包力 信息 全日制专业 

36 20141800048 季丹 计算机技术 李健 信息 全日制专业 

37 20141800042 王艳芳 计算机技术 田永红 信息 全日制专业 

1 20111200057 王强 电气功臣 郭力萍 电力 在职工程硕士 

2 20111200061 孟佳 电气工程 顾秀芳 电力 在职工程硕士 

3 20111200065 高璐 电气工程 杨炳元 电力 在职工程硕士 



4 2011120084 季长劼 控制工程 凌呼君 电力 在职工程硕士 

5 20111200087 赵淑娟 控制工程 席东民 电力 在职工程硕士 

6 20111200099 董汉娇 控制工程 张健欣 电力 在职工程硕士 

7 20111200102 王栋 控制工程 王生铁 电力 在职工程硕士 

8 20121200245 范正宇 电气工程 徐涛 电力 在职工程硕士 

9 20121200259 贺鹏 电气工程 肖志云 电力 在职工程硕士 

10 20121200300 王静 电气工程 徐涛 电力 在职工程硕士 

11 20121200305 王婷 电气工程 田立欣 电力 在职工程硕士 

12 20121200322 袁桂凤 电气工程 刘利强 电力 在职工程硕士 

13 20121200338 朱永清 电气工程 郭力萍 电力 在职工程硕士 

14 20121200346 高磊 控制工程 王林 电力 在职工程硕士 

15 20121200369 王桐 控制工程 张健欣 电力 在职工程硕士 

16 20131200204 胡珈玮 控制工程 王林 电力 在职工程硕士 

17 20111200218 诺敏 项目管理 文宗川 管理 在职工程硕士 

18 20111200228 白靖 项目管理 格日乐 管理 在职工程硕士 

19 20111200234 张楠 项目管理 巩芳 管理 在职工程硕士 

20 20111200239 朱璘 项目管理 王建国 管理 在职工程硕士 

21 20111200242 赵琦 项目管理 孙振 管理 在职工程硕士 

22 20111200245 朱圣龙 项目管理 冯银虎 管理 在职工程硕士 

23 20111200246 冯永军 项目管理 颜实 管理 在职工程硕士 

24 20121200201 李雪霞 项目管理 段瑞刚 管理 在职工程硕士 

25 20121200210 刘伟 项目管理 李晓红 管理 在职工程硕士 

26 20121200215 石巍 项目管理 李弘 管理 在职工程硕士 

27 20121200227 原海峰 项目管理 侯二秀 管理 在职工程硕士 

28 20131200408 王婧 项目管理 陈玉宏 管理 在职工程硕士 

29 20111200005 李志刚 机械工程 刘文芝 机械 在职工程硕士 

30 20131200025 包永胜 机械工程 武建新 机械 在职工程硕士 

31 20131200028 李海波 机械工程 杨涛 机械 在职工程硕士 

32 2011120174 李昕辉 建筑与土木工程 林敏 土木 在职工程硕士 

33 2012120176 杨润 建筑与土木工程 李建雄 土木 在职工程硕士 

34 2011120184 贺国雄 建筑与土木工程 冯斌 土木 在职工程硕士 

35 2011120185 杨勇 建筑与土木工程 林敏 土木 在职工程硕士 

36 2011120189 翟世超 建筑与土木工程 李建雄 土木 在职工程硕士 

37 20111200194 杨妍 建筑与土木工程 郝贠洪 土木 在职工程硕士 

38 20111200031 张雷 动力工程 宋长忠 能动 在职工程硕士 

39 20111200040 张晓飞 动力工程 包俊江 能动 在职工程硕士 

40 20111200041 王鑫 动力工程 刘占峰 能动 在职工程硕士 

41 20131200082 安祥 动力工程 田瑞 能动 在职工程硕士 

42 20131200084 战忠伟 动力工程 温高 能动 在职工程硕士 

43 20131200102 孟晓敏 动力工程 刘智安 能动 在职工程硕士 

44 20121200405 赵廷 建筑与土木工程 荣丽华 建筑 在职工程硕士 

45 20111200164 邬学芳 建筑与土木工程 荣丽华 建筑 在职工程硕士 



46 20111200169 王超 建筑与土木工程 荣丽华 建筑 在职工程硕士 

47 20111200159 张静 建筑与土木工程 范桂芳 建筑 在职工程硕士 

48 20111200167 贾鹏里 建筑与土木工程 郑庆和 建筑 在职工程硕士 

49 20111200170 贾舒婷 建筑与土木工程 韩秀华 建筑 在职工程硕士 

50 20111200163 李达敕 建筑与土木工程 李鹏涛 建筑 在职工程硕士 

51 20111200125 翟志 计算机技术 王钢 信息 在职工程硕士 

52 20111200136 杨海龙 计算机技术 苏依拉 信息 在职工程硕士 

53 20111200139 刘溪雯 计算机技术 李健 信息 在职工程硕士 

54 20111200145 顾晓宁 计算机技术 王钢 信息 在职工程硕士 

55 20111200151 韩杰 计算机技术 刘伟 信息 在职工程硕士 

56 20121200042 郎海洋 计算机技术 徐宝清 信息 在职工程硕士 

57 20121200060 石占军 计算机技术 苏依拉 信息 在职工程硕士 

58 20121200063 乌吉乐图 计算机技术 王钢 信息 在职工程硕士 

59 20121200071 张伟龙 计算机技术 刘利民 信息 在职工程硕士 

60 20131200032 尹琳 计算机技术 董志学 信息 在职工程硕士 

61 20131200034 刘博 计算机技术 苏依拉 信息 在职工程硕士 

62 20131200074 李璐 化学工程 智科端 张建国 化工 在职工程硕士 

 

           请被抽到盲审的同学于 4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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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