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级学业导师名单及联系方式
序号 导师 系别 联系电话 办公地点 邮箱
1 荣起国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4175 力学楼303 qrong@pku.edu.cn
2 陶建军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6151 1#305 jjtao@pku.edu.cn
3 杨延涛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5285 1#405 yantao.yang@pku.edu.cn
4 刘谋斌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66982 廖凯原楼511室 mbliu@pku.edu.cn
5 刘剑飞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8899 力学楼527 liujianfei@pku.edu.cn
6 韦小丁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65844 力学楼421 xdwei@pku.edu.cn
7 李水乡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3603 力学楼503 lsx@pku.edu.cn
8 熊春阳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7940 力学楼217 cyxiong@pku.edu.cn
9 励争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4624 力学楼419 lizheng@pku.edu.cn
10 王金枝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4032 力学楼307 jinzhiw@pku.edu.cn
11 朱驰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13522951992 环科楼423 chi.zhu@pku.edu.cn
12 黄建永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18210233599 力学楼317 hjy@pku.edu.cn
13 徐克 能源与资源工程系 15724704082 王克桢楼10楼 kexu1989@pku.edu.cn
14 张信荣 能源与资源工程系 15801301668 王克桢楼812室 xrzhang@pku.edu.cn
15 周超 航空航天工程系 62751825 技物楼东202 czhou@pku.edu.cn
16 吕本帅 航空航天工程系 15620283937 王克桢楼908 b.lyu@pku.edu.cn
17 刘才山 航空航天工程系 62756177 力学楼313 liucs@pku.edu.cn
18 濮国梁 航空航天工程系 62769277 遥感楼207 pgl@pku.edu.cn
19 王启宁 先进制造与机器人系 62766527 1#管理用房 qiningwang@pku.edu.cn
20 喻俊志 先进制造与机器人系 62755022 力学楼323 yujunzhi@pku.edu.cn
21 王龙 先进制造与机器人系 62754388 力学楼233 longwang@pku.edu.cn 
22 谢广明 先进制造与机器人系 62754083 力学楼232 xiegming@pku.edu.cn
23 楚天广 先进制造与机器人系 62752737 力学楼234 chutg@pku.edu.cn 
24 王勇 先进制造与机器人系 62757946 力学楼319 yongwang@mech.pku.edu.cn 
25 李阿明 先进制造与机器人系 - 资源西楼2319 liaming@pku.edu.cn
26 王雪峰 先进制造与机器人系 - 资源西楼2319 wang_xf@pku.edu.cn
27 席建忠 未来技术学院 6276 0698 廖凯原楼2-203 jzxi@pku.edu.cn
28 陈匡时 未来技术学院 62768343 综合科研楼112 chenak@pku.edu.cn
29 谢天宇 未来技术学院 6275 4241 廖凯原楼2-101 tianyu_xie@pku.edu.cn
30 李长辉 未来技术学院 62767894 王克桢楼912 chli@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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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级学业导师名单及联系方式
序号 导师 系别 联系电话 办公地点 邮箱
31 段小洁 未来技术学院 62745972 综合科研楼401室 xjduan@pku.edu.cn
32 戴志飞 未来技术学院 62767059 老生物楼221 zhifei.dai@pku.edu.cn
33 葛子钢 未来技术学院 62756736 廖凯原楼2-303 gez@pku.edu.cn
34 陈海峰 未来技术学院 62754396 北京大学廖凯原楼2-104 haifeng.chen@pku.edu.cn
35 席鹏 未来技术学院 62767155 资源西楼2513室 xipeng@pku.edu.cn
36 谢天宇 未来技术学院 6275 4241 廖凯原楼2-101 tianyu_xie@pku.edu.cn
37 任秋实 未来技术学院 62767580 王克桢楼906 renqsh@coe.pku.edu.cn
38 侯仰龙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62753115 廖凯原楼2-105室 hou@pku.edu.cn
39 雷霆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 化学院B区518室 tinglei@pku.edu.cn
40 刘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 圆明园校区3号楼207室 leiliu1@pku.edu.cn
41 夏定国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62767962 力学大院1号楼508室 dgxia@pku.edu.cn
42 占肖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62766835 力学大院力学楼517室 xwzhan@pku.edu.cn
43 张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62752555 化学院A区409室 jinzhang@pku.edu.cn
44 张艳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62751728 王克桢楼1006室 yanfengzhang@pku.edu.cn
45 郑玉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62767411 力学大院力学楼301室 yfzheng@pku.edu.cn
46 邹如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62760532 综合科研楼403室 rzou@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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