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0 年 6 月拟毕业研究生补照电子注册照片的通知 

目前，我校已申报 2020 年 6 月毕业的研究生中，仍有部分学生未参加毕业

生电子注册图像采集（毕业生电子注册图像用于制作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学历

电子注册及学位数据上报）。请拟定于 2020 年 6 月毕业，但未参加电子注册图像

采集的研究生（名单见附件 1）务必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之前通过微信端进行补

照（使用流程见附件 2），否则将无法按时领取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此外，对于部分 2020 年 5 月 4 日以后预报毕业，拟定于 2020 年 6 月毕业但

未参加毕业生电子注册图像采集的博士研究生，也请务必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之

前通过微信端进行补照（使用流程见附件 2）。 

如有问题，请及时与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联系，联系电话：

010-62332452。 

附件 1：2020 年 6 月拟毕业未参加电子注册照片采集的研究生名单； 

附件 2：毕业研究生电子照片微信端补照使用流程。 

 

                                      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7 日 



附件 1： 

2020 年 6 月拟毕业未参加电子注册照片采集的研究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1 B20100043 陈江安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矿业工程 

2 B20120008 陈何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3 B20120033 黄松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采矿工程 

4 B20150085 严屹然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 

5 B20160018 余国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6 B20160033 薛改利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采矿工程 

7 G20158064 和乾元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矿业工程 

8 G20158106 薛希忠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矿业工程 

9 G20168107 牛小萌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10 G20173005 肖托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矿业工程 

11 S20170095 王高昂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采矿工程 

12 S20180089 李康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采矿工程 

13 B20090089 赵荣志 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14 B20110081 朱媛媛 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15 B20130068 高瑞岭 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6 B20160059 李红霞 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17 G20178174 胡家硕 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18 B20130107 裴元东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19 B20130122 杨必文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20 B20130168 饶磊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21 B20150110 杨兆一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22 B20150127 李稷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23 B20150151 王胜东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24 B20160085 李和平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25 B20160090 姜峰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26 B20160123 袁换美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27 B20160128 任强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28 B20170156 刘宝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29 B20080264 王建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加工工程 

30 B20100303 胡学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1 B20130177 韩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 B20140261 李新义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3 B20140284 周格格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4 B20150176 王一旭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5 B20150200 严旭东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6 B20150228 邵飞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7 B20150229 杨佳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8 B20160144 薛佳宁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39 B20170196 李栓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40 B20170236 郇亚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41 B20170237 赵伟东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42 B20110368 龚培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43 B20140362 刘芬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44 B20160275 邹金霖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45 B20160280 刘辉翔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46 B20100436 张丽霞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47 B20140369 公超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48 B20170322 杨宁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49 G20178708 孔祥鹏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50 S20140862 杨柳青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51 S20180699 徐衍睿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2 B20170357 刘春燕 数理学院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53 B20140439 郭龙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54 B20170395 付瑶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55 G20183206 张琪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56 S20170976 余德安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贸易学 

57 S20180981 侯鑫萍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58 S20181036 周芷伊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技术经济及管理 

59 S20161139 黄正欣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60 B20140477 淡晓红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61 B20150394 赵宏伟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62 G20189046 程实 外国语学院 翻译（日语） 

63 G20189050 郝亚利 外国语学院 翻译（日语） 

64 G20189053 匡煜婷 外国语学院 翻译（日语） 

65 G20189055 李宣仪 外国语学院 翻译（日语） 

66 G20189064 王海洋 外国语学院 翻译（日语） 

67 G20189067 王焱 外国语学院 翻译（日语） 

68 G20189068 武文昭 外国语学院 翻译（日语） 

69 G20189070 颜楚依 外国语学院 翻译（日语） 

70 G20189071 伊洋 外国语学院 翻译（日语） 

71 G20189076 张鹏远 外国语学院 翻译（日语） 

72 B20140483 凌礼恭 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 材料科学与工程 

73 S20060672 吴安琪 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 材料学 

74 B20150416 孙澄川 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材料科学与工程 

75 S20171232 王晶京 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材料科学与工程 

76 S20171250 周遥一 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材料科学与工程 

77 B20120529 阮士朋 工程技术研究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78 B20160449 杨永刚 工程技术研究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79 B20160450 蔺宏涛 工程技术研究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80 B20150444 刘洋 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机械工程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81 B20150470 牛刚 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材料科学与工程 

82 B20160469 谢常胜 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材料科学与工程 

83 B20160489 潘玉柱 钢铁冶金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冶金工程 

84 B20160559 刘晓斌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附件 2： 

毕业研究生电子照片微信端补照使用流程 

为保护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时满足目前在家的未

参加毕业信息采集学生的需求，现提供网上处理方式，在疫情结束之

前，同学可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来处理毕业照片/信息等问题，随后

会有专人来处理相关问题。 

 

此微信仅用于服务未参加毕业照片信息采集的同学。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00。 

扫描二维码后，请发送个人信息。 

(学校名称+学习类型+姓名+学号+身份证号，例：北京科技大学+

研究生+张三+S20189999+110101yyyymmddxxxx) 

得到回复信息后，在半小时内会接到微信语音通话，图像会在 2

小时内由人工修图，图像及信息会在 24 小时内完成审核及回复。 

如有问题可拨打 010-63334092 或 24 小时紧急联系电话：

15210679077 金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