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性别年级 学校 导师 电子邮箱 手机号码杨文彬 男 2009级硕士 陕西师范大学 李艳玲 yangwenbin-007@163.com 18702920584李啸月 男 2010级硕士 陕西师范大学 吴建华 lxylxy1232@126.com 13572008475白学利 男 2008级博士 大连理工大学 郑斯宁 mybx1110@163.com 15941167245曲程远 男 2007秋博士 大连理工大学 郑斯宁 quchengyuan@hotmail.com 15504245563周双双 男 2006秋博士 大连理工大学 郑斯宁 sg_zss@163.com 15042440838杨金戈 男 2009秋博士 大连理工大学 郑斯宁 171324406@qq.com 15842493183杨春晓 女 2009春博士 大连理工大学 郑斯宁 164637498@qq.com 15042490695曹欣茹 女 2010春博士 大连理工大学 郑斯宁 caoxinru@gmail.com 13889656270何晓 男 2011直博士 大连理工大学 郑斯宁 11762559@qq.com 18940935263徐宾 女 2009研究生 中国科技大学 梁兴 binrui@mail.ustc.edu.cn 13075580292丁维维 男 2009级硕士 中国科技大学 梁兴 dingww@mail.ustc.edu.cn 15855154676祝英杰 女 2010级博士 吉林大学 从福仲 zhuyingjie2004@sina.com.cn 13943053496赵琳 女 2010级硕士 兰州大学 王智诚 zhaoandzhang@126.com 13919354757孙旭光 男 2010级硕士 兰州大学 王智诚 sunxg10@lzu.cn 13893475350孙建文 男 2010级博士 兰州大学 李万同 jiveysean@gmail.com 13669355854李亚宁 女 2008级硕士 兰州大学 孙红蕊 lien04@st.lzu.edu.cn 18993170665牛荟玲 女 2008级硕士 兰州大学 王智诚 niuhling08@lzu.cn 18919879951王玉霞 女 2010级博士 兰州大学 李万同 yxwang_10@lzu.edu.cn 13993125463张丽 女 硕士 兰州大学 李万同 zhnag_110@lzu.edu.cn 13993125463包雄雄 男 硕士 兰州大学 王智诚 baoxx09@lzu.edu.cn 13919048659杨飞英 女 2010级博士 兰州大学 李万同 yangfy10@lzu.edu.cn 13893358753代国伟 男 2010级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 马如云 daiguowei@nwnu.edu.cn 13893146110蒋名超 女 2010级硕士 哈尔滨师范大学 刘萍 jmc123123@126.com 13664610554杨彦思 女 2010级硕士 哈尔滨师范大学 刘萍 yang.yansi.1987@163.com 15045054717华丽妍 女 2009级硕士 哈尔滨师范大学 王玉文 apple9830627@163.com 15846316156曹义伟 女 2009级硕士 哈尔滨师范大学 王玉文 dupi.doudou@163.com 15244765848陈丽波 女 2009级硕士 哈尔滨师范大学 王玉文 eeyre@126.com 13766971037张洋 男 2008级硕士 哈尔滨师范大学 王玉文 602166437@qq.com 13946027735李燕 女 2009级博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明新 liyan@upc.edu.cn 13895746796赵景服 女 2010级博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明新 zhengqing1102@163.com 13836194461徐闯 男 2009级硕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 魏俊杰 chuangxu@rocketmail.com 13895776732孙兴国 男 2010级博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 魏俊杰 sxgbeyond@163.com 15124581992王雪臣 男 2010级博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 魏俊杰 wxchen008@163.com 13754610330常笑源 女 2009级硕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 魏俊杰 changxiaoyuan82@gmail.com 13465226965饶凤 女 2009级博士 温州大学 王玮明 weimingwang2003@163.com 13957755621蔡永丽 女 2009级硕士 温州大学 王玮明王溪溪 女 2010级硕士 温州大学 王玮明严淑灵 女 2010级硕士 温州大学 王玮明祝雅娜 女 2010级硕士 温州大学 王玮明王胜 男 2010级硕士 温州大学 王玮明刘海东 男 2010级博士 首都师范大学 刘兆理 liuhaidong@mail.zjxu.edu.cn13736831213黄志平 男 硕士 首都师范大学 刘兆理 hzpmath@sina.cn 13401117503王维 女 硕士 首都师范大学 刘兆理 wang_weinihao87@126.com 13810273477赵宇华 男 博士 东北师范大学 王玉文 zhaoyuhua1980@gmail.com 15804519804刘建康 男 2009级博士 中南大学 郑洲顺 liujk189@163.com 15874290663类成霞 女 2010级硕士 扬州大学 林之桂 leichengxia001@163.com 18762321518方国贝 女 2009级硕士 徐州师范大学 刘祖汉 beibei19870820@126.com 15150083742曹婷婷 女 2009级硕士 徐州师范大学 刘祖汉 caott2009@126.com 15150091848罗伟 男 2009级硕士 徐州师范大学 刘祖汉 luowei1988@sina.com 13912031628



邓丹霞 女 2010级硕士 湖南师范大学 周树清 359769265@qq.com 1354964583沙袁辰 男 2010级硕士 西安交通大学 李亦 syc@stu.xjtu.edu.cn 15829304904王彪 男 2010级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 李亦 wang.biao@stu.xjtu.edu.cn 13429777170黎艳艳 女 2009级硕士 西安交通大学 张正策 liyan86911@126.com 15029205047李振杰 女 2009级硕士 西安交通大学 张正策 lizhenjie1113@sina.com 18729279141陈爽 女 2010级硕士 西安交通大学 张正策 chenshuang8794@126.com 18700408468杨俊元 男 博士 北京信息与控制研究所李学志 yangjunyuan00@126.com 18737685271李安然 女 2010级硕士 鲁东大学 辛杰 lncylianran@126.cn 15864059589崔洪勇 男 2010级硕士 鲁东大学 辛杰 cuihongyong0321@sina.com 15806446086周贝贝 女 2010级硕士 鲁东大学 王琳琳 zhoubei1102@126.com 18953541756张建明 男 硕士 天津理工大学 417759501@qq.com 13512942533李哲 男 硕士 天津理工大学 lizhe86@163.com 13752683637陆海华 男 2008级博士 东南大学 王明新 lhh_xznu@yahoo.com.cn 13809087573韦煜明 男 博士 北京理工大学 葛渭高 ymwei@gxnu.edu.cn 13737708822鲍岩 男 2010级硕士 天津理工大学 张春秋 baoy1123@163.com 13821553276张国洪 博士 西南大学崔仁浩 男 青年教师 哈尔滨师范大学 renhaocui@gmail.com 13946126498王金凤 女 青年教师 哈尔滨师范大学 jfwangmath@gmail.com 15124525238刘萍 女 青年教师 哈尔滨师范大学 liuping506@gmail.com 15134548008张晋珠 女 青年教师 太原工业学院 zhangjinzhu2@yahoo.com.cn 15035103698王姝 女 青年教师 太原科技大学 lwsh80@sohu.com 18935119800梁波 男 青年教师 大连交通大学 cnliangbo@163.com 13591182534姬瑞红 女 青年教师 成都理工大学 jiruihong09@cdut.cn 18980593086孙杰宝 男 青年教师 哈尔滨工业大学 sunjiebao@126.com 15046664644王彩贤 女 青年教师 太原理工大学 张建文 wangcaixian@tyut.edu.cn 15110359922张海峰 男 青年教师 太原理工大学 张建文 l2391@sina.com 18635125603任永华 女 青年教师 太原理工大学 张建文 renyonghua@tyut.edu.cn 15235373559牛丽芳 女 青年教师 太原理工大学 张建文 niulifangfly@163.com 13403406995张素方 女 青年教师 太原理工大学 张建文 zsfczg@163.com 13753117770杨明俊 男 青年教师 太原理工大学 张建文 yangmingjun@tyut.edu.cn 15535149889张玲梅 女 青年教师 太原理工大学 张建文 zhanglingmei100100@yahoo.cm13734008350王旦霞 女 青年教师 太原理工大学 张建文 danxia.wang@163.com 15834152448赵书芬 女 青年教师 昭通师专 zhaoshufen@gmail.com 15126659689徐西安 男 青年教师 徐州师范大学 15996929089郭婷婷 女 青年教师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guotingting2002@126.com 15035158267李慧玲 女 青年教师 东南大学 huilingli@seu.edu.cn 13505154693姜亦成 青年教师 齐齐哈尔大学 hitjyc@126.com 15845667189王小六 男 青年教师 东南大学 xlwang.seu@gmail.com 15195929397张丽娜 女 青年教师 西北师范大学 linazhang@nwnu.edu.cn 13893615105李得福 男 硕士一年级 中北大学 张  广 defuli@163.com 18734917660胡杨林 男 硕士一年级 中北大学 张  广 huyanglin_2005@163.com 18734922350候  强 男 博士一年级 中北大学 靳  祯 houqiang@nuc.edu.cn 13934550363张晓光 男 博士一年级 中北大学 靳  祯 zhxg0320@gmail.com 13753175164张振宇 男 2010级硕士 中北大学 张风琴连欣欣 女 2010级硕士 中北大学 张风琴张文英 女 2010级硕士 中北大学 张风琴孙桂全 男 2008级博士 中北大学 靳祯 gquansun@yahoo.com.cn 13994273587



张  娟 女 2009级硕士 中北大学 靳祯 zhangjuan841020@sina.com 15536036266张孝冲 男 2010级硕士 中北大学 靳祯 benguochong@163.com 18734916989潘  玮 女 2010级硕士 中北大学 靳祯 onlyone_betty@yahoo.com.cn 18734922382王佩秋 女 2010级硕士 中北大学 靳祯 wpqdaly@yahoo.cn 18734856367聂  静 女 2010级硕士 中北大学 靳祯 5zishuijing5@163.com 13754858037刘希霞 女 2010级硕士 中北大学 薛亚奎 liuxixia4464@163.com 18734911256刘红敏 女 2010级硕士 中北大学 薛亚奎 liuhmlov@163.com 18734913586原新鹏 男 2010级硕士 中北大学 薛亚奎 yuanxinpeng@yahoo.com.cn 18734916890郭欢 女 2010级硕士 太原科技大学 崔小朝 573428452@qq.com 18734865976张健 男 2009级硕士 太原科技大学 崔小朝 orient_ivy@126.com 15135154232汪靓 男 2008级硕士 太原科技大学 崔小朝 right628@126.com 15364611675李艳 女 2010级硕士 山西师范大学 康淑瑰 liyan19870815@126.com 13546527581赵小红 女 2010级硕士 山西师范大学 康淑瑰 569454245@qq.com 15536704514岳亚卿 女 2010级硕士 山西师范大学 康淑瑰 yueyaqing0503@163.com 15835762556赵围围 女 2008级硕士 河南理工大学 杨国英 zhaoweiwei336699@163.com 13693910834冯佳佳 女 2010级硕士 河南理工大学 杨国英 fjj2563879@126.com 13782854517宋丹丹 女 2009级硕士 河南理工大学 原保全 songdandan02@163.com 13623910524朱华 男 2009级硕士 河南理工大学 原保全 zhuhuahpu@163.com 13523919925马丽 女 2010级硕士 河南理工大学 原保全 malihpu@163.com 15939115792殷子健 女 2010级博士 西安交通大学 陈红斌 zjian_yin@126.com 15991435621王楠 男 2010级硕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 蒋卫华 wangnan100319@126.com 15846527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