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水运工程学报》编辑部谨向 2019年度

审稿专家表示诚挚的谢意
　　　　　　　　　　　（截止到 2019年 12月 31日，排名按姓氏拼音先后顺序）
 

别社安 曹民雄 曹叔尤 曹文洪 岑威钧 常留红 陈炳瑞 陈国平 陈国兴

陈海军 陈洪凯 陈建生 陈健云 陈俊合 陈　立 陈　亮 陈　明 陈明栋

陈沈良 陈卫忠 陈晓平 陈晓清 陈迅捷 陈一梅 谌文武 程国勇 程　井

程晓陶 程永舟 迟世春 崔广柏 崔远来 戴会超 戴文鸿 党发宁 邓　刚

邓洪亮 邓宗才 丁建文 丁平兴 董海洲 董少刚 董　伟 董志勇 窦铁生

杜修力 段光磊 段亚辉 范宝山 范子武 方卫华 丰土根 冯民权 冯　平

付　强 傅春江 傅中志 傅宗甫 高学平 葛九峰 耿艳芬 巩彩兰 贡金鑫

顾冲时 顾培英 管俊峰 郭丽萍 郭子坚 韩昌海 韩华强 韩庆邦 韩松俊

郝振纯 何金平 何开胜 贺瑞敏 洪大林 侯相琛 侯瑜京 胡少伟 胡甚平

胡旭跃 胡志根 黄国如 黄维平 黄文峰 黄耀英 姬永生 贾建军 江守燕

姜翠玲 蒋林华 焦树林 金君良 康　飞 康海贵 康立荣 柯东胜 柯敏勇

匡翠萍 雷国辉 李丹勋 李方贤 李福田 李国斌 李国英 李宏恩 李火坤

李锦秀 李九发 李　玲 李孟国 李　敏 李　宁 李　培 李　鹏 李庆斌

李绍武 李守义 李天宏 李廷秋 李一平 李义天 李　云 李云良 李正农

李中华 练继建 梁荣柱 梁　越 刘　昉 刘红帅 刘焕芳 刘建忠 刘金鹏

刘明维 刘清风 刘　润 刘昭伟 刘志斌 柳淑学 楼梦麟 卢　鹏 鲁春霞

陆采荣 罗小峰 罗玉峰 麻福斌 马福恒 马　刚 茅泽育 孟闻远 缪国平

莫海鸿 牟介刚 倪万魁 宁德志 宁建国 欧国强 潘存鸿 潘军宁 庞　敏

彭少明 彭文启 彭勇波 钱文勋 钱　新 桑燕芳 邵东国 沈彦军 沈振中

盛金保 盛金昌 盛　谦 拾　兵 舒　实 宋松柏 宋玉普 苏怀智 孙才志

孙树林 孙双科 唐孟雄 唐彤芝 童中山 汪明武 汪志昊 汪自力 王常明

王趁义 王船海 王登婷 王　栋 王国庆 王红川 王红瑞 王　建 王建中

王平义 王士军 王文圣 王向东 王晓刚 王星华 王　烜 王学雷 王义刚

王银堂 王振红 王　震 魏博文 吴保生 吴德安 吴华林 吴建华 吴　瑾

吴胜兴 吴时强 吴振君 吴智敏 夏建新 夏军强 向　衍 肖建庄 肖世国

肖伟华 肖　洋 谢立全 谢文明 谢兴华 熊巨华 徐国龙 徐学勇 徐宗学

宣国良 闫澍旺 颜利平 杨迪雄 杨汉波 杨　华 杨开林 杨庆媛 杨晓华

杨中华 姚惠明 姚文娟 姚　宇 雍　斌 于广明 余　辉 余明辉 余其俊

袁再健 苑希民 曾　力 曾庆敦 张爱军 张伯艳 张洪生 张虎元 张　华

张华庆 张季如 张继生 张建民 张金凤 张俊华 张丽萍 张明亮 张宁川

张庆河 张日向 张尚根 张社荣 张新华 张行南 张幸农 张耀存 章定文

章　茹 赵洪涛 赵建虎 赵明华 赵晓冬 赵新铭 赵志方 郑东健 郑桂珍

郑俊杰 郑　源 钟继承 周长东 周　成 周储伟 周德培 周国庆 周海清

周家文 周　建 周　伟 周跃峰 周志刚 朱建荣 左其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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