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关于开展 2017 年湖北大学教师招收研究生申请审核工作的通知》，2017 年 3 月，

学校启动了 2017 年湖北大学教师招收研究生申请审核工作。经学院审核，院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审议表决，同意沈君凤等 21 名教师获得 2017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资格，认定余敦辉等

46 名教师具备 2017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资格。现将审核结果公布如下： 

一、获得 2017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资格的教师 

 

二、认定具备 2017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资格的教师 

序号 姓名 所在学院 
类别（学

术/专业） 
一级学科 

1 余敦辉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统科学 

2 胡婕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王时绘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统科学 

4 曾诚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统科学 

5 艾芳菊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 黄耀锋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空间安全 

序号 姓名 所在学院 类别（学

术/专业） 

一级学科 

1 沈君凤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2 何鹏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胡书山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范清风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 叶波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 工程 

6 鲁晓成 信息学院（湖北经济学院） 专业 工程 

7 高刃 信息学院（湖北经济学院） 专业 工程 

8 蒋国银 信息学院（湖北经济学院） 专业 工程 

9 田浩 信息学院（湖北经济学院） 专业 工程 

10 孙宝林 信息学院（湖北经济学院） 专业 工程 

11 桂超 信息学院（湖北经济学院） 专业 工程 

12 胡胜红 信息学院（湖北经济学院） 专业 工程 

13 张学敏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湖北工程学院） 专业 工程 

14 王曙霞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湖北工程学院） 专业 工程 

15 叶从欢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湖北工程学院） 专业 工程 

16 李纪平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湖北工程学院） 专业 工程 

17 徐方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湖北工程学院） 专业 工程 

18 刘桂涛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湖北工程学院） 专业 工程 

19 夏洪星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湖北工程学院） 专业 工程 

20 郭海如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湖北工程学院） 专业 工程 

21 王维虎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湖北工程学院） 专业 工程 



7 游兰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 徐婕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统科学 

9 张䶮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统科学 

10 陈智军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 陈昊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统科学 

12 梁俊杰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 宋建华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空间安全 

14 崔海波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 郑巧仙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 吕顺营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 马传香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统科学 

18 戴翰波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统科学 

19 周双娥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统科学 

20 刘斌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统科学 

21 潘永才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 

22 黄秋安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23 李璋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24 杨维明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25 陈侃松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26 胡东红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27 田茂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 

28 廖斌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统科学 

29 钟志峰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30 王雷春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空间安全 

31 张伟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32 黄辰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33 杨超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空间安全 

34 谌雨章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35 胡学敏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36 周艳玲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37 许乔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 

38 朱国胜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空间安全 

39 曾张帆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学术 
电子科学与技术、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 

40 熊曾刚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 （湖北工程学院） 专业 工程 

41 朱晓钢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 工程 

42 郭琳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 工程 

43 姚静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 工程 

44 余日季 艺术学院 专业 工程 

45 杨丽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 工程 

46 王旭光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 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