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级本研一体班（石油工程类）学生专业分流和配备专业导师情况公示 

根据学校《关于做好 2020 级本研一体班学生专业分流的通知》有关精神，按照

《关于做好 2020 级本研一体班（石油工程类）学生专业分流和配备专业导师的工作

方案》要求，通过学生自主报名，遵循导师和学生双向选择的原则，经学院专业分流

工作组审核，现将分流专业和配备专业导师结果予以公示，详见附件 1。 

公示期为 3 月 30日—3 月 31日。若对结果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学院本科

教学办公室反映，联系电话：0532-86981380。 

石油工程学院 

2022年 3 月 30日 

 

 

附件 1：2020 级本研一体班（石油工程类）导师指导学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学生姓名 研究方向 

授予学士学

位证书的本

科专业名称 

导师姓

名 
导师工号 职称 

是

否 

博

导 

1 2002010125 沈子尧 油气井工程 石油工程 孙金声 20160048 教授 是 

2 2002010421 孙宇泽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吴一宁 20170067 副教授 否 

3 2002010433 张倬玮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董长银 20030058 教授 是 

4 2002010608 冯润泽 油气储运工程 油气储运工程 曹学文 19890002 教授 是 

5 2002010616 马思源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崔传智 19960002 教授 是 

6 2002010621 饶国平 油气井工程 石油工程 廖华林 19960062 教授 是 

7 2002010703 王铭鉴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李蕾 20170105 副教授 否 

8 2002010722 唐楷文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王文东 20180050 副教授 否 

9 2002010725 王晓龙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戴彩丽 19930007 教授 是 

10 2002010801 丁红雨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丁名臣 20140035 副教授 否 

11 2002010806 冯嘉航 油气储运工程 油气储运工程 刘刚 20040114 教授 是 

12 2002010826 于梓涵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杨永飞 20100035 教授 是 

13 2002010827 原禄宸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孙致学 20080034 副教授 否 

14 2002030113 刘瑞欣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侯健 19960058 教授 是 

15 2002030115 齐英翔 海洋油气工程 海洋油气工程 徐加放 20010006 教授 是 

16 2002030220 王哲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贾寒 20130073 副教授 否 



17 2006020107 张语桐 油气储运工程 油气储运工程 寇杰 19910009 教授 否 

18 2006020115 刘泽宇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齐宁 20070084 教授 是 

19 2006020121 颜铖 油气储运工程 油气储运工程 朱建鲁 20150076 副教授 否 

20 2006020122 易海江 油气井工程 石油工程 刘敬平 20160038 副教授 否 

21 2006020129 周匡东 油气储运工程 油气储运工程 刘刚 20040114 教授 是 

22 2006020221 王子正 油气井工程 石油工程 柳华杰 20180037 副教授 否 

23 2006020515 林吴胤 油气储运工程 油气储运工程 李玉星 19970001 教授 是 

24 2002010107 白英箫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杨永飞 20100035 教授 是 

25 2002010127 唐啟航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孙海 20160041 教授 是 

26 2002010215 李腾飞 海洋油气工程 海洋油气工程 王志远 20090070 教授 是 

27 2002010307 郭楠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齐宁 20070084 教授 是 

28 2002010318 刘雨鑫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李宾飞 20070066 教授 是 

29 2002010401 侯慧琳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袁彬 20200052 教授 是 

30 2002010429 张础巍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董长银 20030058 教授 是 

31 2002010502 杜昕鸽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姚传进 20160051 副教授 是 

32 2002010520 王卓聪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李亚军 20110050 副教授 否 

33 2002010629 张俊豪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李宾飞 20070066 教授 是 

34 2002010831 张铭文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袁彬 20200052 教授 是 

35 2002030116 曲敬轩 海洋油气工程 海洋油气工程 徐加放 20010006 教授 是 

36 2002030219 王新皓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苏玉亮 19950002 教授 是 

37 2002030221 吴俊儒 油气田开发工程 石油工程 宫厚健 20110046 副教授 否 

38 2006020108 陈若飞 油气储运工程 油气储运工程 李玉星 19970001 教授 是 

39 2006020109 胡喆 油气储运工程 油气储运工程 罗小明 20080002 教授 是 

40 2006020126 张芮嘉 油气储运工程 油气储运工程 王武昌 20080028 教授 否 

41 2006020209 柏伟震 油气储运工程 油气储运工程 吕宇玲 19950062 教授 是 

42 2006020322 吴林骏 油气储运工程 油气储运工程 寇杰 19910009 教授 否 

43 2006020404 史慧敏 油气储运工程 油气储运工程 杨飞 20070030 教授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