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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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伟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6575 力学楼409 w.chen@pku.edu.cn
2 陈默涵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7475 1#510 mohanchen@pku.edu.cn
3 陈   帜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13786402968 资源西楼2328 chenzhi@pku.edu.cn
4 符策基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3675 力学楼505 cjfu@pku.edu.cn
5 黄建永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1879 力学楼317 jyhuang@pku.edu.cn
6 李水乡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3603 力学楼503 lsx@pku.edu.cn
7 李忠奎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6575 力学楼326 zhongkli@pku.edu.cn
8 满  怡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18519169903 资源西楼2325 yiman@pku.edu.cn
9 梅文俊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 力学楼309 mei@pku.edu.cn
10 裴永茂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7417 力学楼320 peiym@pku.edu.cn
11 荣起国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4175 力学楼303 qrong@pku.edu.cn
12 史一蓬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3546 1#306  ypshi@coe.pku.edu.cn
13 苏卫东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9674 1#303 swd@pku.edu.cn
14 唐少强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5410 技物楼1-101 maotang@pku.edu.cn
15 陶建军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6151 1#305 jjtao@pku.edu.cn
16 王圣凯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6575 资源西楼2303 sk.wang@pku.edu.cn
17 韦小丁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65844 力学楼421 xdwei@pku.edu.cn
18 肖左利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4977 1#308 z.xiao@pku.edu.cn
19 杨    越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45328 1号楼310 yyg@pku.edu.cn
20 杨延涛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5285 1#405 yantao.yang@pku.edu.cn
21 易  新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5995 力学楼403 xyi@pku.edu.cn
22 袁子峰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3944 资源西楼2319 yuanzifeng@pku.edu.cn
23 赵耀民 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6275 9536 资源西楼2319 yaomin.zhao@pku.edu.cn
24 徐   克 能源与资源工程系 15724704082 王克桢楼1008 kexu1989@pku.edu.cn
25 宋   柏 能源与资源工程系 82529060 方正大厦301 songbai@pku.edu.cn
26 何冠楠 能源与资源工程系 82524866 王克桢楼1004 gnhe@pku.edu.cn
27 邓   航 能源与资源工程系 18223303103 王克桢楼1010 hangdeng@pku.edu.cn
28 周   超 航空航天工程系 62751825 技物楼东202 czhou@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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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导师 系别 联系电话 办公地点 邮箱
29 吕本帅 航空航天工程系 15620283937 王克桢楼908 b.lyu@pku.edu.cn
30 赵   皓 航空航天工程系 18560647175 王克桢楼1004 h.zhao@pku.edu.cn
31 朱   驰 航空航天工程系 13522951992 资源西楼2325 chi.zhu@pku.edu.cn
32 李阿明 先进制造与机器人系 力学楼222 liaming@pku.edu.cn
33 王雪峰 先进制造与机器人系 资源西楼2319 wang_xf@pku.edu.cn
34 陈   光 先进制造与机器人系 18117229963 资源西楼2319 guangc@pku.edu.cn
35 刘   畅 先进制造与机器人系 18186176886 资源西楼2325 changliucoe@pku.edu.cn
36 刘   珂 先进制造与机器人系 15718894690 资源西楼2325 liuke@pku.edu.cn
37  吴建国　 工业工程与管理系 82529021 王克桢楼901　 j.wu@pku.edu.cn
38 陈匡时 未来技术学院 62768343 综合科研楼112 chenak@pku.edu.cn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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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林  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3146461768 综合科研楼305 linli-cnc@pku.edu.cn
41 窦锦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8810522048 综合科研楼224 doujinhu@pku.edu.cn
42 赵晓续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3718656690 综合科研楼307 xiaoxuzhao@pku.edu.cn
43 王永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3466573667 综合科研楼334 ygw@pku.edu.cn
44 邵元龙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5599016026 综合科研楼304 shaoyuanlong@plu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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