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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琦　 华东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蔡燕燕　 华侨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陈　 浚　 浙江工业大学环境学院

陈　 明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陈旭梅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

陈增强　 南开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程赐胜　 长沙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崔继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邓红卫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邓慧萍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邓蜀阳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邓子辰　 西北工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

邓宗才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刁　 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通学院

丁文川　 重庆大学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丁希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董全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杜　 文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段登平　 上海交通大学空天科学技术研究院

樊平毅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方宗德　 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

付昆明　 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

傅金祥　 沈阳建筑大学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

高小建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高玉峰　 河海大学岩土工程研究所

郭坤祺　 江苏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郭黎利　 哈尔滨工程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郭茂祖　 北京建筑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郭学东　 吉林大学交通学院

郭忠印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韩建国　 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

何浩祥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何立东　 北京化工大学化工安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赫俊国　 哈尔滨工业大学市政环境工程学院

侯春萍　 天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侯建国　 武汉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胡海涛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动力工程学院

胡　 明　 浙江理工大学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

胡庆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黄　 侨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

黄永华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季　 静　 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

郏建波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贾　 超　 山东大学土建与水利学院

江建慧　 同济大学软件学院

江铭炎　 山东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蒋贤才　 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爱军　 西北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

李百战　 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李镜培　 同济大学岩土及地下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李　 军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李明水　 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李　 平　 长沙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李世武　 吉林大学交通学院

李　 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

李　 铁　 北京科技大学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李　 威　 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李夕兵　 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李亚峰　 沈阳建筑大学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

梁国华　 长安大学公路学院

梁青槐　 北京交通大学城市轨道交通研究中心

林　 超　 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刘　 超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刘　 洪　 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刘　 加　 清华大学电子系

刘金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刘　 京　 哈尔滨工业大学市政环境工程学院

刘　 军　 河海大学安全与防灾工程研究所

刘林华　 哈尔滨工业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锐平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柳春光　 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工程抗震所

柳国环　 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龙天渝　 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陆敏恂　 同济大学机械电子研究所

陆念力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路新瀛　 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

吕　 谋　 青岛理工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吕恬生　 上海交通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吕伟民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学院

马克茂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

马　 琳　 哈尔滨工业大学通信技术研究所

马　 巍　 中国科学院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毛坚强　 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穆荣军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

年廷凯　 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聂少锋　 长安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潘　 毅　 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彭　 宇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钱稼茹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钱沄涛　 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钱志鸿　 吉林大学通信工程学院

全　 涌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任秉银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任伟新　 合肥工业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沙学军　 哈尔滨工业大学通信技术研究所

邵永松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盛安冬　 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

史小平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

宋申民　 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理论与制导技术研究中心

宋小冬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宋玉普　 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隋铭皓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炳楠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孙东立　 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海信　 厦门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谭晓慧　 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唐铁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田　 禹　 哈尔滨工业大学市政环境工程学院



佟晓筠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计算机学院

万显荣　 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汪久根　 浙江大学机械设计研究所

王晨旭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国强　 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王继河　 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王建明　 浙江大学化学系

王晓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固体力学研究所

王新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

王新民　 西北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

王　 馨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王亚宜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永骥　 华中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

王玉银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王元庆　 长安大学公路学院

王志强　 山东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魏中华　 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

吴爱国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吴光强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

吴洪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

吴　 军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制造工程研究所

吴立刚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

吴梦喜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吴伟国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吴小萍　 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吴云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

吴忠强　 燕山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伍京华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

伍乃骐　 广东工业大学机电学院

武　 岳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武振宇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夏恩君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向锦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

项贻强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谢公南　 西北工业大学航海学院

谢　 旭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熊海贝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熊庆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徐国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学院

徐新华　 华中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许洪国　 吉林大学交通学院

许项东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薛亚东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闫澍旺　 天津大学水资源系

严宝杰　 长安大学公路学院

严加宝　 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

阎培渝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晏启祥　 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杨典森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杨世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杨英姿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杨有福　 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叶　 海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叶见曙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

尤云祥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尤占平　 长安大学公路学院

于水利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袁林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袁万城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袁艳平　 西南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曾　 薇　 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

翟文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战　 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

战兴群　 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张凤君　 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张凤亮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张　 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张捍民　 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

张佳岩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张　 君　 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

张凯锋　 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立秋　 北京林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连振　 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　 泠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张　 明　 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

张乾青　 山东大学岩土与结构工程研究中心

张生瑞　 长安大学公路学院

张　 涛　 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张文元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张武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张亚辉　 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

张毅刚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张泽旭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

张争奇　 长安大学公路学院

赵广播　 哈尔滨工业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赵宏伟　 吉林大学计算机学院

赵加宁　 哈尔滨工业大学市政环境工程学院

赵建有　 长安大学汽车学院

赵　 林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赵庆良　 哈尔滨工业大学市政环境工程学院

赵　 阳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赵又群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

赵作周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甄子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

郑俊杰　 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郑丽颖　 哈尔滨工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郑　 萍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郑文忠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周国庆　 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

周　 辉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周孔亢　 江苏大学汽车学院

周南润　 南昌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周　 威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朱尔玉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朱劲松　 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朱立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祝恩淳　 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祝长生　 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祝志文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资建民　 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宗　 群　 天津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邹广天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邹金锋　 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左建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