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本科毕业学校 博士毕业学校 专业 学历、学位 岗位类型 毕业时间 

1 王 甜 女 1988.05 湖北大学 法国图卢兹国立应用科学学院 材料物理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3 

2 刘 阳 女 1988.01 北方民族大学 白俄罗斯国立文化艺术大学 艺术理论与历史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1 

3 薛 静 女 1986.08 山西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土壤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6.07 

4 何文涛 男 1986.08 烟台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5.06 

5 李天娥 女 1987.07 燕山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结构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5 

6 尚瑞华 女 1986.03 昆明理工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建筑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1 

7 秦鹏举 男 1986.03 中国石油大学 同济大学 地质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7 

8 潘晓兰 女 1987.08 燕山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结构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12 

9 王  立 男 1984.01 忻州师范学院 中山大学 人文地理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6.06 

10 陈晋瑜 女 1990.12 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运筹学与控制论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6 

11 闫玉龙 男 1988.12 福州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力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8.01 

12 梁东岳 男 1982.1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计算数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6 

13 刘 军 男 1984.0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基础数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4.01 

14 刘爱芳 女 1985.11 忻州师范学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基础数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6 

15 孙秀丽 女 1986.10 郑州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基础数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6 

16 焦志明 男 1987.11 郑州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固体力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11 

17 辛立彪 男 1988.10 黑龙江科技学院 北京交通大学 力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6 

18 王  菡 女 1986.0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6.12 

19 崔晓磊 男 1986.09 湖南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5.09 

20 高  洁 女 1989.12 河南理工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6 

21 张尚斌 男 1989.0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6 

22 焦少妮 女 1986.05 华侨大学 厦门大学 机械电子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9 

23 钮晨光 男 1987.03 太原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材料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12 

24 李聪明 男 1985.07 大连交通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精密仪器及机械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12 

25 李窦哲 男 1983.09 山西大学 天津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1 

26 赵红燕 女 1990.06 中北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信号与信息处理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12 



27 乔丽君 女 1991.0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 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7 

28 李向前 男 1989.04 河南理工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理论物理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7 

29 刘卫玲 女 1987.09 太原理工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6 

30 刘一凡 男 1991.08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6 

31 王文艳 女 1986.12 大同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物理电子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12 

32 吴 昊 男 1988.11 兰州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凝聚态物理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6 

33 王龙生 男 1987.07 太原理工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物理电子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12 

34 郭  红 女 1987.08 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 化学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5.05 

35 夏丹玉 女 1989.12 湖北大学 浙江大学 化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6 

36 米  捷 男 1987.12 中国地质大学 南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6 

37 高立青 女 1987.11 山东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12 

38 魏彦锋 男 1984.07 中国海洋大学 广岛大学 社会经济系统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3.09 

39 赵金仙 女 1987.07 大连交通大学 日本九州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3 

40 徐梓源 男 1984.03 长春税务学院 韩国全南大学 英语教育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8 

41 陈海涛 女 1985.07 青岛科技大学 日本国立九州大学 语言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6 

42 张立伟 男 1987.01 内蒙古大学 日本大阪大学 语言文化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9 

43 梁高燕 女 1974.10 山西经济管理学院 南开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6 

44 李晓光 男 1987.12 长春理工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物理电子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12 

45 吴  鹏 男 1987.09 哈尔滨工业大学 韩国汉阳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8 

46 李宏亮 男 1988.12 安徽理工大学 圣路易斯波托西自治大学 矿物加工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8 

47 张玉江 男 1986.09 山东科技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矿业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6 

48 付  翔 男 1986.12 太原理工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矿业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7 

49 李文璞 男 1986.06 河北科技大学 重庆大学 矿业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4.12 

50 韩艳娜 女 1983.05 郑州大学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化学工艺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6 

51 郝瑞卿 女 1989.04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 岩土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6 

52 杨  颂 男 1987.01 太原理工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7 

53 徐  娜 女 1983.01 兰州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6.12 



54 田文娟 女 1989.02 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大学 无机化学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7 

55 刘建新 男 1989.05 吉林化工学院 太原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7 

56 刘西林 男 1986.12 东华理工大学 东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06 

57 韩华翔 女 1984.03 燕山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学科研 2017.12 

58 麻晶晶 女 1983.12 四川大学 北京大学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博士研究生 教辅 2017.07 

59 李付江 男 1982.03 太原理工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电路与系统 博士研究生 教辅 2011.06 

60 宋志伟 男 1983.02 山西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岩土工程 博士研究生 教辅 2017.11 

61 常丽芳 女 1987.08 长治学院 南开大学 分析化学 博士研究生 教辅 2017.06 

62 田保华 男 1985.03 江西农业大学 山西大学 生物学 博士研究生 教辅 2016.12 

63 张晓引 女 1990.03 山西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博士研究生 辅导员 2017.07 

64 崔绍朋 男 1987.10 东北林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生态学 博士研究生 辅导员 2017.06 

65 闫丽丽 女 1986.10 济南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博士研究生 辅导员 2017.07 

66 贾宇琦 女 1988.01 忻州师范学院 山西大学 无机化学 博士研究生 辅导员 2017.07 

67 王艳花 女 1988.04 安徽农业大学 青海大学 作物遗传育种 博士研究生 教辅 2017.06 

68 冯军鹏 男 1990.01 太原理工大学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工业催化 博士研究生 教辅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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