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大学2020年硕博连读研究生拟录取名单

序号 博士研究生招生单位 学号 姓名 硕士就读专业
博士拟录取专业（方

向）名称
拟接收

博士导师
1 管理学院 2017022310 张婷 工业设计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王红蕾

2 生命科学学院 2017022822 胡冯彬 兽医学 遗传学 冉雪琴

3 生命科学学院 2017021401 陈爽 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周英

4 生命科学学院 2017023039 常灵乐 生物医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王嘉福

5 生命科学学院 2017021452 陈进 生态学 植物生态学 喻理飞

6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2018021552 陈满志 地质学 地球化学 吴攀

7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2017021537 魏步青 地质学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杨兴莲

8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2018021562 罗朝坤 地质学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杨瑞东

9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2017022492 隋昊 矿业工程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李希建

10 化学与化工学院 2018021757 杨晓彤 化学 无机化学 袁强

11 化学与化工学院 2018021805 罗阳 化学工程与技术 无机化学 肖昕

12 化学与化工学院 2018021803 张威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分析化学 倪新龙

13 化学与化工学院 2017021742 方玉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材料化学工程 陈前林

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8021899 李沓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安全工程与密码学 田有亮

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8021858 许德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安全工程与密码学 彭长根

16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7021973 高越 电子与通信工程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谢泉

17 大数据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7023250 袁荔 物理学 物理电子学 邓朝勇

18 土木工程学院 2017022161 刘灯凯 土木工程 结构工程 陈红鸟

19 土木工程学院 2018023026 张瀚铭 结构工程 结构工程 肖建春

20 土木工程学院 2017022197 田兴朝 建筑与土木工程 桥梁与隧道工程 陶铁军

21 土木工程学院 2017021551 韦韬 地质工程 岩土工程 赵瑜

22 机械工程学院 2017022262 邹子川 机械工程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何林

23 机械工程学院 2017022251 余芳 机械工程 机械设计及理论 李家春

24 机械工程学院 2018023073 李传江 机械工程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少波

25 机械工程学院 2018022405 郑文海 工业设计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张大斌

26 机械工程学院 2018022390 刘畅 机械工程 车辆工程 赵津

27 机械工程学院 2018022360 张超 机械工程 机械设计及理论 陶猛

28 材料与冶金学院 2018022522 王干干 冶金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陈朝轶

29 材料与冶金学院 2017022395 王余瑛 材料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郑德一

30 材料与冶金学院 2017022376 张世鑫 冶金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黄润

31 材料与冶金学院 2018022444 刘卜金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何力

32 农学院 2017022573 张 越 植物保护 动物学 戴仁怀

33 农学院 2017022504 李凤娥 生物学 动物学 陈祥盛

34 农学院 2018022678 丁 怡 植物保护 农产品质量安全 李明

35 农学院 2017022559 申修贤 植物保护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杨茂发

36 农学院 2017022503 李洞洞 生物学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金道超

37 农学院 2017022548 韦小了 农业资源与环境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何腾兵

38 农学院 2017023347 莫泽君 作物学 作物遗传育种 刘仁祥

39 农学院 2018022725 张竹竹 资源利用与植物保
护

农产品质量安全 龙友华

40 农学院 2017022506 赵 帅 生物学 动物学 郭建军

41 林学院 2017022684 陈敬忠 生态学 生态学 刘济明

42 林学院 2017022705 方乾 林学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赵龙山

43 林学院 2017022587 陆春云 作物学 林木遗传育种学 赵杨

44 林学院 2017022688 韩勖 生态学 生态学 何跃军

45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2017021787 何思琪 化学工程 农药学 宋宝安

46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2018022978 聂桂花 有机化学 农药学 池永贵

47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2017022938 任晓丽 农药学 农药学 宋宝安

48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2018023013 王治佳 应用化学 农药学 宋宝安

49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2018022987 牟红兰 有机化学 农药学 宋宝安

50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2018022988 吕洁 有机化学 农药学 池永贵

51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2018022999 黄俊杰 农药学 农药学 郝格非



序号 博士研究生招生单位 学号 姓名 硕士就读专业
博士拟录取专业（方

向）名称
拟接收

博士导师
52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2018022979 吕亚 有机化学 农药学 池永贵

53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2018022983 杨小群 有机化学 农药学 池永贵

54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2018022989 刘婷 有机化学 农药学 宋宝安

55 精细化工研究开发中心 2018021530 朱梅 制药工程 植物调控化学与生物学 欧阳贵平

56
现代制造技术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
2018023078 范青松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 黄海松

57 医学院 2018023135 杨云 生物医学 生物医学 胡荣贵

58 医学院 2018023152 文娅 生物医学 生物医学 高山

59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2017023123 陈漠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陈艳波

60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17023210 刘露萍 数学 应用数学 贾文生

61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18023308 肖官礼 应用数学 应用数学 王锦荣

62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18023295 张弦 运筹学与控制论 应用数学 彭定涛

63 物理学院 2017023231 杨毅 物理学 数学物理 隆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