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2018年拟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公示名单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龚旭日 北京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龚世泽 北京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陈跃毅 北京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邢潇月 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鲍毅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信息工程

贾晨 武汉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杨冬偶 北京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郭金鑫 北京大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黄翔 北京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吴梦彤 北京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运乃丹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贾博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赵琰喆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葛天雨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吴永祺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周杰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刘如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勘查技术与工程

张琦 吉林大学 地球物理学(李四光试验班)

王静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李俊秀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球物理学

固体地球物理学

曹博男 吉林大学 地球物理学

汪颖 北京大学 空间科学与技术

赵玖桐 北京大学 空间科学与技术空间物理学

朱瑞 武汉大学 电波传播与天线

姜雪薇 吉林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吴定 吉林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石爱国 吉林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温涛 吉林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陈梦瑶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张云迪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资源勘查工程(固体矿产)

崔帅 吉林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雷豪 长安大学 地质学

明波 北京大学 地质学

徐汇 中国矿业大学 地质工程

地球化学

李芳洲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质学

朱伟鹏 太原理工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李昆鹏 北京大学 地质学

齐晓婕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海洋科学

戴岩林 吉林大学 地质学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王凯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资源勘查工程

刘晓旭 吉林大学
勘查技术与工程(国家卓越
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硕士

构造地质学
彭玉恒 北京大学 地质学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仲启蒙 北京大学 地质学

张旗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勘查技术与工程

孟芸西 东北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韩露 北京大学 地质学

吴嘉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质学

构造地质学

冯琳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资源勘查工程(能源)

刘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葛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地质学（材料及环境矿物学）

李搛倬 西安科技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高旭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石油工程

郭春安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资源勘查工程(石油与天然
气地质方向)

李世恩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资源勘查工程

强伟帆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资源勘查工程(固体矿产方
向)

李严 西北大学 勘查技术与工程

张驰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资源勘查工程

刘璇 北京大学 地质学

地质学（石油地质学）

魏韧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资源勘查工程(新能源地质
与工程)

杨婉婷 东北大学 测绘工程

杨斯棋 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刘永欣 武汉大学 地球物理学

李搏扬 北京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吴伟伟 兰州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韩海姣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地理信息科学

李芹 南京师范大学 测绘工程

常潇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张瑞华 吉林大学 测绘工程

吴浩波 北京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退役大学生
计划

硕士

摄影测量与遥感

邓景浩 武汉大学 测绘工程

刘波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遥感科学与技术

修格致 北京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叶光冉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采矿工程

温景充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任春美 吉林大学 地球物理学(李四光试验班)

张逸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石油工程

杨礼萌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石永祥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肖万博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固体地球物理学

汪龙潭 中国海洋大学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刘志扬 北京大学 空间科学与技术

高鸿宇 北京大学 空间科学与技术空间物理学

谭光钰 北京大学 空间科学与技术

直博生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刘文祥 吉林大学 资源勘查工程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乔锦燃 吉林大学 地质学

刘杰 北京大学 地质学

王美慧 兰州大学 地质学

刘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资源勘查工程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陈雪倩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质学

梁琳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王超 中南大学 地质工程

王淑真 西北大学 地质学基地班
地球化学

章美希 北京大学 地质学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黄天正 北京大学 地质学

杨屹洲 浙江大学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古大祥 吉林大学 地质学

张昊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质学

黄保有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资源勘查工程

张怀惠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资源勘查工程

构造地质学

李能韬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地质学（材料及环境矿物学）贾昊凝 北京大学 地质学

关旭同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资源勘查工程(能源)

于进鑫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资源勘查工程(新能源地质
与工程)

李臻超 北京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徐金波 上海交通大学 资源环境科学

地质学（石油地质学）

唐钰开 北京大学 地球化学

季勍雯 武汉大学 测绘工程

张志亮 吉林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刘晓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直博生

摄影测量与遥感

赵明乐 武汉大学 物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