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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文法学院 120400 公共管理

曹海军 英语
电子邮箱：yuzhizhai@163.com
联系电话：15998107671

初钊鹏 英语
电子邮箱：kingzhaopeng@gmail.com
联系电话：0335-8052558

杜宝贵 英语
电子邮箱：bgd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150

吕晓 英语
电子邮箱：lvxiao1030@163.com
联系电话：18769319508

宋戈 英语
电子邮箱：songgelaoshi@163.com
联系电话：024-83687643

宋官东 英语
电子邮箱：gds_gds@sina.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66

孙萍 英语
电子邮箱：sunping626@126.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84

魏淑艳 英语
电子邮箱：wsy650@126.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90

修春亮 英语
电子邮箱：xiuchunli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201

颜德如 英语
电子邮箱：yanderu2005@126.com
联系电话：15023352226

俞祖华 英语
电子邮箱：yuzhh64@163.com
联系电话：13220936539

张雷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lei68@126.com
联系电话：024-83687642

张平 英语
电子邮箱：zhp2414@163.com
联系电话：13940170464

杨俊 英语
电子邮箱：yj8@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508

002 理学院 070200 物理学

杜安 英语
电子邮箱：dua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8326

高志达 英语
电子邮箱：gaozd@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351

公卫江 英语
电子邮箱：gwjneu@163.com
联系电话：024-8367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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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理学院

070200 物理学

刘会立 英语、德语
电子邮箱：liuhl@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47

柳艳 英语
电子邮箱：liuyanphys@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197

孟祥颖 英语
电子邮箱：x_y_me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58

张敬飞 英语
电子邮箱：jfzh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066

张鑫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xi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066

070300 化学

陈明丽 英语
电子邮箱：chenml@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4533

陈旭伟 英语
电子邮箱：chenxuwe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4533

付昱 英语
电子邮箱：fuy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71

何荣桓 英语
电子邮箱：herh@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47

胡建设 英语
电子邮箱：hujs@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47

刘晓霞 英语
电子邮箱：xxli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4323

孟凡宝 英语
电子邮箱：mengfb@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47

舒杨 英语
电子邮箱：shuy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47

宋焱焱 英语
电子邮箱：yys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351

孙宏滨 英语
电子邮箱：sunhb@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47

孙挺 英语
电子邮箱：sun1th@163.com
联系电话：024-83687647

孙筱琪 英语
电子邮箱：sunxiaoq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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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理学院

070300 化学

王建华 英语
电子邮箱：chenml@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4533

王淑兰 英语
电子邮箱：sl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429

徐燕 英语
电子邮箱：xuya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382

徐章润 英语
电子邮箱：xuzr@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59

杨婷 英语
电子邮箱：yangti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59

于永亮 英语
电子邮箱：yuyl@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47

江桂斌 英语

院士、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gbjiang@rcees.ac.cn
联系电话：010-62849129

程震 英语
电子邮箱：chengzhe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096

韩力 英语
电子邮箱：hanl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122

黄学石 英语
电子邮箱：huangxs@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106

李莉娅 英语
电子邮箱：lyl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120

080100 力学

李东 英语
电子邮箱：lid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47

李健 英语
电子邮箱：jianl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9021

李永强 英语
电子邮箱：yql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653

王延庆 英语
电子邮箱：wangyanqi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551

003 机械工程

与自动化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闻邦椿 英语 院士、暂不招生

陈良玉 英语
电子邮箱：lyche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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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机械工程

与自动化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程军 英语
电子邮箱：jche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818

巩亚东 英语
电子邮箱：gongyd@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940518488

郭立新 英语
电子邮箱：lxgu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940255960

韩清凯 英语
电子邮箱：hanqingka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817

郝博 英语
电子邮箱：hb1166@126.com
联系电话：15330803615

郝丽娜 英语
电子邮箱：haolina@me.neu.edu.cn
联系电话：13390158387

黄贤振 英语
电子邮箱：xzhhu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817

孔祥伟 英语
电子邮箱：xwkong@m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14

李常有 英语
电子邮箱：chyl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817

李朝峰 英语
电子邮箱：chfli@mai.neu.edu.cn
联系电话：13304035010

李鹤 英语
电子邮箱：hl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604180614

李小彭 英语
电子邮箱：xpli@m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4338

刘杨 英语
电子邮箱：liuyang1982@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1429

刘宇 英语
电子邮箱：yuliu@m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002

罗忠 英语
电子邮箱：zhlu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0540

马辉 英语
电子邮箱：huima@me.neu.edu.cn
联系电话：13704016729

马廉洁 英语
电子邮箱：mlj@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513355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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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机械工程

与自动化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任朝晖 英语
电子邮箱：zhhre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4338

宋桂秋 英语
电子邮箱：gqs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0089

孙伟 英语
电子邮箱：weisu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604903698

孙志礼 英语
电子邮箱：zhlsu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9346

王宏 英语、德语
电子邮箱：hong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942

王新刚 英语
电子邮箱：xgwang@neuq.edu.cn
联系电话：18733547527

王永富 英语
电子邮箱：yf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13

谢里阳 英语
电子邮箱：lyxie@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915

修世超 英语
电子邮箱：shchxi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875

颜云辉 英语
电子邮箱：yanyh@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8545

姚红良 英语
电子邮箱：hlya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1429

于天彪 英语
电子邮箱：tby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300

张磊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lei@me.neu.edu.cn
联系电话：17302415531

张旭方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xf@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819

赵春雨 英语
电子邮箱：chyzha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4338

赵继 英语
电子邮箱：jzha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301

赵晶 英语
电子邮箱：zhaoj@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762003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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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机械工程

与自动化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赵亚平 英语
电子邮箱：zhaoyp@m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816

朱立达 英语
电子邮箱：zld1999@foxmail.com
联系电话：024-83687626

邹平 英语
电子邮箱：pzou@m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876

夏晓鸥 英语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兼职导师

校内第二导师：巩云鹏

电子邮箱：xiaxo@bgrimm.com
联系电话：010-6329971

080700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李建昌 英语
电子邮箱：jcl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804075191

蔺增 英语、俄语
电子邮箱：zli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6945

刘坤 英语
电子邮箱：kli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6945

王晓冬 英语
电子邮箱：xd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18

张志军 英语
电子邮箱：zhjzh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9926

朱彤 英语
电子邮箱：tongzh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9926

085800 能源动力

(专业学位)

闻邦椿 英语 院士、暂不招生

巩亚东 英语
电子邮箱：gongyd@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940518488

郭立新 英语
电子邮箱：lxgu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940255960

韩清凯 英语
电子邮箱：hanqingka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817

郝丽娜 英语
电子邮箱：haolina@me.neu.edu.cn
联系电话：13390158387

黄贤振 英语
电子邮箱：xzhhu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817

孔祥伟 英语
电子邮箱：xwkong@m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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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机械工程

与自动化学院

085800 能源动力

(专业学位)

李常有 英语
电子邮箱：chyl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817

李朝峰 英语
电子邮箱：chfli@mai.neu.edu.cn
联系电话：13304035010

李鹤 英语
电子邮箱：hl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604180614

李小彭 英语
电子邮箱：xpli@m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4338

蔺增 英语、俄语
电子邮箱：zli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6945

刘坤 英语
电子邮箱：kli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6945

刘宇 英语
电子邮箱：yuliu@m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002

罗忠 英语
电子邮箱：zhlu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0540

马辉 英语
电子邮箱：huima@me.neu.edu.cn
联系电话：13704016729

任朝晖 英语
电子邮箱：zhhre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4338

宋桂秋 英语
电子邮箱：gqs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0089

孙伟 英语
电子邮箱：weisu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604903698

王宏 英语、德语
电子邮箱：hong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942

王晓冬 英语
电子邮箱：xd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18

王永富 英语
电子邮箱：yf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13

谢里阳 英语
电子邮箱：lyxie@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915

修世超 英语
电子邮箱：shchxi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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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机械工程

与自动化学院

085800 能源动力

(专业学位)

颜云辉 英语
电子邮箱：yanyh@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8545

张旭方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xf@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819

张志军 英语
电子邮箱：zhjzh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9926

赵春雨 英语
电子邮箱：chyzha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4338

赵晶 英语
电子邮箱：zhaoj@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7620039800

赵亚平 英语
电子邮箱：zhaoyp@m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816

朱立达 英语
电子邮箱：zld1999@foxmail.com
联系电话：024-83687626

朱彤 英语
电子邮箱：tongzh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9926

邹平 英语
电子邮箱：pzou@m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876

夏晓鸥 英语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兼职导师

校内第二导师：巩云鹏

电子邮箱：xiaxo@bgrimm.com
联系电话：010-6329971

004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

工程

王国栋 英语

院士

电子邮箱：wanggd@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410

Luis D.V 英语
电子邮箱：luisdv@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4795

班春燕 英语
电子邮箱：bancy@ep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895

陈礼清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lqche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819

陈明辉 英语
电子邮箱：mhche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594230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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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

工程

陈岁元 英语
电子邮箱：chensy@at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578

陈一民 英语
电子邮箱：yiminche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118

崔伟斌 英语
电子邮箱：cuiweibin@epm.neu.edu.cn
联系电话：18041379884

戴洪斌 英语
电子邮箱：daihongbi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5622163776

邸洪双 英语
电子邮箱：dhshu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540

丁桦 英语
电子邮箱：dingh@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898876262

杜林秀 英语
电子邮箱：dulx@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603

付天亮 英语
电子邮箱：futianliang@126.com
联系电话：024-83686415

高建荣 英语
电子邮箱：jga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915

高秀华 英语
电子邮箱：gaoxh@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0360

管仁国 英语
电子邮箱：guanrg@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504978164

贾楠 英语
电子邮箱：jian@at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570

蒋敏 英语
电子邮箱：jiangm@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676

乐启炽 英语
电子邮箱：qichil@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312

李长生 英语
电子邮箱：lics@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49

李继光 英语
电子邮箱：lijg@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680

李建平 英语
电子邮箱：ljp@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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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

工程

李磊 英语
电子邮箱：Lilei@ep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758

李松 英语
电子邮箱：lis@at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586

李小武 英语
电子邮箱：xwl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8479

李晓东 英语
电子邮箱：lixd@at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580

李英龙 英语
电子邮箱：liyl@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998842767

李宗宾 英语
电子邮箱：lizb@at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210

林小娉 英语
电子邮箱：Lxping3588@163.com
联系电话：13780356091

刘常升 英语、俄语
电子邮箱：csli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579

刘春明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cmli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627

刘海涛 英语
电子邮箱：liuht@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739

刘莉 英语
电子邮箱：liul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5904072057

刘延国 英语
电子邮箱：lyg@neuq.edu.cn
联系电话：03358058793

刘沿东 英语
电子邮箱：ydli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425

刘振宇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zyli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0571

吕铮 英语
电子邮箱：luz@atm.neu.edu.cn
联系电话：18940023510

罗绍华 英语
电子邮箱：luosh@neuq.edu.cn
联系电话：03358047760

骆宗安 英语
电子邮箱：luoza@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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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

工程

祁阳 英语
电子邮箱：qiyang@imp.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674

齐西伟 英语
电子邮箱：qxw@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3358053004

秦高梧 英语
电子邮箱：qingw@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565

任玉平 英语
电子邮箱：renyp@at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772

茹红强 英语
电子邮箱：ruhq@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0248

沙玉辉 英语
电子邮箱：Yhsha@at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569

申勇峰 英语
电子邮箱：shenyf@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455

孙旭东 英语
电子邮箱：xdsu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566

唐正友 英语
电子邮箱：tangzy@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478183296

佟伟平 英语
电子邮箱：wpt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2376

王丙兴 英语
电子邮箱：wbxang@126.com
联系电话：02483681190

王福会 英语
电子邮箱：fh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4602

王建军 英语
电子邮箱：wangjj@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679

王凯 英语
电子邮箱：wangkai@ep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5649

王磊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wangle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685

王平 英语
电子邮箱：wping@ep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708

王强 英语
电子邮箱：wangq@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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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

工程

王伟 英语
电子邮箱：wangw@atm.neu.edu.cn
联系电话：13840303659

王向杰 英语
电子邮箱：wangxj@ep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561

王沿东 英语
电子邮箱：yd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700024202

王昭东 英语
电子邮箱：zhd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426

谢广明 英语
电子邮箱：xiegm@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172

徐大可 英语
电子邮箱：xudake@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8624301199

徐伟 英语
电子邮箱：xuwei@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0246

许光明 英语
电子邮箱：xu_gm@epm.neu.edu.cn
联系电话：13304049003

许云波 英语
电子邮箱：xuyunb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642

伊廷锋 英语
电子邮箱：yitingfeng@neuq.edu.cn
联系电话：03358396048

易红亮 英语
电子邮箱：hlyi@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422

于福晓 英语
电子邮箱：fxy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411

袁国 英语
电子邮箱：yuanguo@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543

张滨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b@at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585

张德良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deli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4795

张殿华 英语
电子邮箱：zdhua@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418

张二林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el@at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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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

工程

张林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lin@imp.neu.edu.cn
联系电话：13842025309

张涛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ta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352486898

张宪民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xm@atm.neu.edu.cn
联系电话：15002494798

张晓明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xm@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829

张雪峰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xf@at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258

张志强 英语
电子邮箱：zqzh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825

赵宪明 英语
电子邮箱：zhaoxm@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544

赵志浩 英语
电子邮箱：zzh@rp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996

庄艳歆 英语
电子邮箱：yxzhuang@ep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0156

祖国胤 英语
电子邮箱：zugy@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338

左良 英语
电子邮箱：lzu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902

左玉波 英语
电子邮箱：zuoyubo@ep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561

李成山 英语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csli@c-nin.com
联系电话：02986231079

汤慧萍 英语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hptang@c-nin.com
联系电话：02986231095

于振涛 英语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yzt@c-nin.com
联系电话：02986264213

张平祥 英语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pxzhang@c-n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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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986220859

004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

工程

赵永庆 英语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trc@c-nin.com
联系电话：02986266577

周廉 英语

院士、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zhoul@c-nin.com
联系电话：02986266570

李俊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lijun@baosteel.com
联系电话：13917267611

钱建华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qianjianhualn@163.com
联系电话：02456865005

于月光 英语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yuyg@bgrimm.com
联系电话：010-63299703

085600 材料与化工

（专业学位）

班春燕 英语
电子邮箱：bancy@ep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895

陈礼清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lqche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819

丁桦 英语
电子邮箱：dingh@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898876262

杜林秀 英语
电子邮箱：dulx@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603

付天亮 英语
电子邮箱：futianliang@126.com
联系电话：024-83686415

高秀华 英语
电子邮箱：gaoxh@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0360

乐启炽 英语
电子邮箱：qichil@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312

李建平 英语
电子邮箱：ljp@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545

刘常升 英语、俄语
电子邮箱：csli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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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5600 材料与化工

（专业学位）

刘春明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cmli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627

刘海涛 英语
电子邮箱：liuht@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739

刘沿东 英语
电子邮箱：ydli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425

刘振宇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zyli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0571

骆宗安 英语
电子邮箱：luoza@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715

祁阳 英语
电子邮箱：qiyang@imp.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674

秦高梧 英语
电子邮箱：qingw@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565

沙玉辉 英语
电子邮箱：Yhsha@at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569

孙旭东 英语
电子邮箱：xdsu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566

王磊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wangle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685

王向杰 英语
电子邮箱：wangxj@ep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561

王昭东 英语
电子邮箱：zhd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426

徐伟 英语
电子邮箱：xuwei@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0246

许光明 英语
电子邮箱：xu_gm@epm.neu.edu.cn
联系电话：13304049003

许云波 英语
电子邮箱：xuyunb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642

易红亮 英语
电子邮箱：hlyi@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422

袁国 英语
电子邮箱：yuanguo@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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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5600 材料与化工

（专业学位）

张滨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b@at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585

赵宪明 英语
电子邮箱：zhaoxm@ra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544

李成山 英语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csli@c-nin.com
联系电话：02986231079

汤慧萍 英语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hptang@c-nin.com
联系电话：02986231095

于振涛 英语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yzt@c-nin.com
联系电话：02986264213

张平祥 英语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pxzhang@c-nin,com
联系电话：02986220859

赵永庆 英语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trc@c-nin.com
联系电话：02986266577

周廉 英语
院士、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zhoul@c-nin.com
联系电话：02986266570

于月光 英语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yuyg@bgrimm.com
联系电话：010-63299703

005 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0800 电气工程

褚恩辉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chuenhu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605

冯健 英语
电子邮箱：fengjia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1498

刘金海 英语
电子邮箱：liujinha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922

马大中 英语
电子邮箱：madazho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907

宋崇辉 英语
电子邮箱：songchonghu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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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0800 电气工程

孙秋野 英语
电子邮箱：sunqiuye@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907

王大志 英语
电子邮箱：wangdazhi@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269

王占山 英语
电子邮箱：wangzhanshan@ise.neu.edu.cn
联系电话：15654992855

杨东升 英语
电子邮箱：yangdongshe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5011

张化光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huagua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2

081100 控制科学与

工程

柴天佑 英语

院士

电子邮箱：tycha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94

常玉清 英语
电子邮箱：changyuqi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106

陈飞 英语
电子邮箱：fei.chen@ieee.org
联系电话：0335-8052425

陈志龙 英语
电子邮箱：zhlchen@tli.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474

程同蕾 英语
电子邮箱：chengtonglei@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褚恩辉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chuenhu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605

代学武 英语
电子邮箱：daixuew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046

丁进良 英语
电子邮箱：jldi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4245

董久祥 英语
电子邮箱：dongjiuxia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方正 英语
电子邮箱：fangzhe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6512

冯健 英语
电子邮箱：fengjia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1498

付俊 英语
电子邮箱：junf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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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

工程

郭戈 英语
电子邮箱：geguo@yeah.net
联系电话：0335-8393377

何大阔 英语
电子邮箱：hedakuo@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320

黄敏 英语
电子邮箱：mhu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739

贾润达 英语
电子邮箱：jiarunda@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320

贾同 英语
电子邮箱：jiato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326

金耀初 英语
电子邮箱：yaochu.jin@surrey.ac.uk
联系电话：024-83687794

李鸿儒 英语
电子邮箱：lihongru@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575

李霄剑 英语
电子邮箱：lixiaojian@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李旭光 英语
电子邮箱：masdanlee@163.com
联系电话：024-83688673

李渝哲 英语
电子邮箱：yuzhel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94

刘继印 英语
电子邮箱：jyliu@tli.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474

刘建昌 英语
电子邮箱：liujiancha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刘金海 英语
电子邮箱：liujinha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922

刘强 英语
电子邮箱：liuq@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229

刘士新 英语
电子邮箱：sxli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810

刘腾飞 英语
电子邮箱：tfli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0472

龙离军 英语
电子邮箱：longlijun@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东北大学 2020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第 19 页 共 55 页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教师姓名 招生语种 备注

005 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

工程

罗小川 英语
电子邮箱：luoxch@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马宏军 英语
电子邮箱：mahongjun@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马振鹤 英语
电子邮箱：mazhenhe@163.com
联系电话：13933644184

毛志忠 英语
电子邮箱：maozhizho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434

梅国晖 英语
电子邮箱：meiguohui@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孟凡利 英语
电子邮箱：mengfanli@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宋崇辉 英语
电子邮箱：songchonghu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孙秋野 英语
电子邮箱：sunqiuye@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907

唐立新 英语
电子邮箱：tanglixin@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515

佟国峰 英语
电子邮箱：tongguofe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汪刚 英语
电子邮箱：gangwa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908

汪晋宽 英语
电子邮箱：wjk@neuq.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881

王大志 英语
电子邮箱：wangdazhi@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269

王福利 英语
电子邮箱：wangfuli@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4871

王宏 英语
电子邮箱：zhoupi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5840310526

王洪峰 英语
电子邮箱：hf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王骄 英语
电子邮箱：wangjiao@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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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

工程

王显鹏 英语
电子邮箱：wangxianpe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474

王毅 英语
电子邮箱：wangyi@neuq.edu.cn
联系电话：0335-8396084

王占山 英语
电子邮箱：wangzhanshan@ise.neu.edu.cn
联系电话：15654992855

魏颖 英语
电子邮箱：weiyi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478347890

吴成东 英语
电子邮箱：wuchengd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325

谢植 英语
电子邮箱：xiezhi@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8

薛定宇 英语
电子邮箱：xundingyu@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770

闫欣 英语
电子邮箱：yanxin@i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504075695

杨东升 英语
电子邮箱：yangdongshe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5011

杨光红 英语
电子邮箱：yangguangho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939

杨涛 英语
电子邮箱：yangta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94

叶丹 英语
电子邮箱：yedan@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于洋 英语
电子邮箱：yuya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张化光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huagua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2

张瑞友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ruiyou@i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940195809

张颖伟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yingwei@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673

张云洲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yunzhou@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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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

工程

赵军 英语
电子邮箱：zhaojun@ise.neu.edu.cn
联系电话：15909821415

赵勇 英语
电子邮箱：zhaoyo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998812362

周平 英语
电子邮箱：zhoupi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5840310526

林鹏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dongjiuxia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085400 电子信息

（专业学位）

柴天佑 英语

院士

电子邮箱：tycha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94

程同蕾 英语
电子邮箱：chengtonglei@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褚恩辉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chuenhu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605

代学武 英语
电子邮箱：daixuew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046

丁进良 英语
电子邮箱：jldi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4245

冯健 英语
电子邮箱：fengjia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1498

付俊 英语
电子邮箱：junf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2726

郭戈 英语
电子邮箱：geguo@yeah.net
联系电话：0335-8393377

黄敏 英语
电子邮箱：mhu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739

贾同 英语
电子邮箱：jiato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李鸿儒 英语
电子邮箱：lihongru@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575

李渝哲 英语
电子邮箱：yuzhel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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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5400 电子信息

（专业学位）

刘建昌 英语
电子邮箱：liujiancha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刘金海 英语
电子邮箱：liujinha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922

刘士新 英语
电子邮箱：sxli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810

刘腾飞 英语
电子邮箱：tfli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0472

马大中 英语
电子邮箱：madazho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907

毛志忠 英语
电子邮箱：maozhizho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434

孟凡利 英语
电子邮箱：mengfanli@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孙秋野 英语
电子邮箱：sunqiuye@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907

唐立新 英语
电子邮箱：tanglixin@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515

汪刚 英语
电子邮箱：gangwa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908

汪晋宽 英语
电子邮箱：wjk@neuq.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881

王大志 英语
电子邮箱：wangdazhi@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269

王福利 英语
电子邮箱：wangfuli@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4871

王宏 英语
电子邮箱：zhoupi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5840310526

王骄 英语
电子邮箱：wangjiao@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58

吴成东 英语
电子邮箱：wuchengd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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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

085400 电子信息

（专业学位）

谢植 英语
电子邮箱：xiezhi@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8

杨东升 英语
电子邮箱：yangdongshe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5011

杨光红 英语
电子邮箱：yangguangho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939

叶丹 英语
电子邮箱：yedan@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张化光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huagua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2

张颖伟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yingwei@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673

张云洲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yunzhou@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0

赵勇 英语
电子邮箱：zhaoyo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998812362

周平 英语
电子邮箱：zhoupi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5840310526

085800 能源动力

（专业学位）

褚恩辉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chuenhu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605

冯健 英语
电子邮箱：fengjia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1498

刘金海 英语
电子邮箱：liujinha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922

孙秋野 英语
电子邮箱：sunqiuye@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907

王大志 英语
电子邮箱：wangdazhi@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269

杨东升 英语
电子邮箱：yangdongshe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5011

张化光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huaguang@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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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资源与土

木工程学院

080104 工程力学

金长宇 英语
电子邮箱：jinchangy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91622

李连崇 英语
电子邮箱：lilianch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7705

刘建坡 英语
电子邮箱：liujianp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4690

邱景平 英语
电子邮箱：qiujingpi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6660

唐春安 英语
电子邮箱：tca@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7705

徐涛 英语
电子邮箱：xuta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9232

杨天鸿 英语
电子邮箱：yang_tianhong@126.com
联系电话：83681889

于庆磊 英语
电子邮箱：yuqingle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91022

张希巍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xiwe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8398

赵兴东 英语
电子邮箱：zhaoxingd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91093

朱万成 英语
电子邮箱：zhuwanche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7705

潘一山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panyishan@lnu.edu.cn
联系电话：62602656

潘哲君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zhejunpan1@yahoo.com
（校内联系人：chen_tianyu0526@163.com）

联系电话：15802405726（校内联系人）

081400 土木工程

冯夏庭 英语
电子邮箱：xia.ting.feng@gmail.com
联系电话：83680530

刘造保 英语
电子邮箱：zaobao.liu@foxmail.com
联系电话：8369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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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资源与土

木工程学院

081400 土木工程

王连广 英语

电子邮箱：lgwneu@hotmail.com
wangliangu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03

王述红 英语
电子邮箱：wangshuh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576

王者超 英语
电子邮箱：wang_zhechao@hotmail.com
联系电话：83684891

赵文 英语、俄语
电子邮箱：wenneu@163.com
联系电话：83691102-318

Charlie

Chunlin Li
英语

电子邮箱：Charlie.c.li@ntnu.no
联系电话：83688398

Derek

Elsworth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elsworth@psu.edu
（校内联系人：chen_tianyu0526@163.com）

联系电话：1.814.865.324

Jian-fu Shao 英语
电子邮箱：jianfushao@gmail.com
联系电话：024-83679332

沈挽青 英语
电子邮箱：wanqing.shen@gmail.com
联系电话：024-83679332

王浩 英语

院士、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wanghao@iwhr.com
联系电话：01068785602

金承协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Jinchengxie@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91508

李明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liming8@hotmail.com
联系电话：83656209

刘抚英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lfycl@sina.com
联系电话：83656203

081800 地质资源与

地质工程

巩恩普 英语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电子邮箱：gongep@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0563

黄菲 英语
电子邮箱：huangfe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7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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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资源与土

木工程学院

081800 地质资源与

地质工程

李英华 英语
电子邮箱：liyinghua@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79128

王恩德 英语
电子邮箱：wnd@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03

081901 采矿工程

蔡明 英语
电子邮箱：caimi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03

冯夏庭 英语
电子邮箱：xia.ting.feng@gmail.com
联系电话：83680530

顾晓薇 英语
电子邮箱：guxiaowe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90090

李连崇 英语
电子邮箱：lilianch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7705

李元辉 英语
电子邮箱：liyuanhu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4052

刘建坡 英语
电子邮箱：liujianp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4690

刘善军 英语
电子邮箱：liusjdr@126.com
联系电话：83681095

刘造保 英语
电子邮箱：zaobao.liu@foxmail.com
联系电话：83698012

毛亚纯 英语、俄语
电子邮箱：maoyachu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03

邱景平 英语
电子邮箱：qiujingpi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6660

唐春安 英语
电子邮箱：tca@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7705

王青 英语
电子邮箱：qingwangedu@163.com
联系电话：83690090

王者超 英语
电子邮箱：wang_zhechao@hotmail.com
联系电话：83684891

徐涛 英语
电子邮箱：xuta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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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资源与土

木工程学院

081901 采矿工程

杨天鸿 英语
电子邮箱：yang_tianhong@126.com
联系电话：83681889

于庆磊 英语
电子邮箱：yuqingle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91022

赵兴东 英语
电子邮箱：zhaoxingd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91093

朱万成 英语
电子邮箱：zhuwanche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7705

Charlie

Chunlin Li
英语

电子邮箱：Charlie.c.li@ntnu.no
联系电话：83688398

Derek

Elsworth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elsworth@psu.edu
（校内联系人：chen_tianyu0526@163.com）

联系电话：1.814.865.324

潘一山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panyishan@lnu.edu.cn
联系电话：62602656

潘哲君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zhejunpan1@yahoo.com
（校内联系人：chen_tianyu0526@163.com）

联系电话：15802405726（校内联系人）

邵安林 英语、俄语

院士、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alshao@163.com
联系电话：83681882

熊代余 英语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兼职导师

校内第二导师：赵文

电子邮箱：xiong_dy@bgrimm.com
联系电话：010-84263228

081902 矿物加工工

程

高鹏 英语
电子邮箱：gaope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920

韩跃新 英语
电子邮箱：dongdaful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0602

李艳军 英语
电子邮箱：liyanju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8920

刘文刚 英语
电子邮箱：liuweng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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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资源与土

木工程学院

081902 矿物加工工

程

沈岩柏 英语
电子邮箱：shenyanba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7381

孙永升 英语
电子邮箱：yongshengsu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7120

徐新阳 英语
电子邮箱：xuxiny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72113

印万忠 英语
电子邮箱：yinwanzh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73958

朱一民 英语
电子邮箱：zhuyimi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8920

孙传尧 英语

院士、北京矿冶研究总院校外兼职导师

校内第二导师：印万忠；

电子邮箱：sunchy@cae.cn；

联系电话：010-63299767

张云海 英语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兼职导师；

校内第二导师：刘文刚；

电子邮箱：bradleyzhang@163.com；

联系电话：010-59069451

周俊武 英语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兼职导师；

校内第二导师：高鹏；

电子邮箱：zhou_jw@bgrimm.com；

联系电话：010-59069910

何发钰 英语、俄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hefayu@minmetals.com；

联系电话：010-60169256

刘炯天

英语、日语、

俄语

院士、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scetljt@163.com

联系电话：0371-67780066

0819Z2 资源开发决

策与数字矿山

顾晓薇 英语
电子邮箱：guxiaowe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90090

刘善军 英语
电子邮箱：liusjdr@126.com
联系电话：83681095

毛亚纯 英语、俄语
电子邮箱：maoyachu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03

王青 英语
电子邮箱：qingwangedu@163.com
联系电话：8369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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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资源与土

木工程学院

083700 安全科学与

工程

胡筱敏 英语
电子邮箱：Hxmin_jj@163.com
联系电话：83673173

李刚 英语
电子邮箱：Lig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1830

柳静献 英语
电子邮箱：82003@126.com
联系电话：83688327

许开立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

kaili_xu@aliyun.com.xukaili@mail.
联系电话：83678405

苑春苗 英语
电子邮箱：yuanchunmia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478354206

张培红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peih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7119

钟茂华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mhzhong@chinasafety.ac.cn
联系电话：010-84941317

085700 资源与环境

（专业学位）

巩恩普 英语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电子邮箱：gongep@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0563

顾晓薇 英语
电子邮箱：guxiaowe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90090

胡筱敏 英语
电子邮箱：Hxmin_jj@163.com
联系电话：83673173

黄菲 英语
电子邮箱：huangfe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72595

李刚 英语
电子邮箱：Lig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1830

李连崇 英语
电子邮箱：lilianch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7705

李元辉 英语
电子邮箱：liyuanhu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4052

柳静献 英语
电子邮箱：82003@126.com
联系电话：8368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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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资源与土

木工程学院

085700 资源与环境

（专业学位）

邱景平 英语
电子邮箱：qiujingpi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6660

王恩德 英语
电子邮箱：wnd@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03

王青 英语
电子邮箱：qingwangedu@163.com
联系电话：83690090

王述红 英语
电子邮箱：wangshuh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576

许开立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

kaili_xu@aliyun.com.xukaili@mail.
联系电话：83678405

杨天鸿 英语
电子邮箱：yang_tianhong@126.com
联系电话：83681889

于庆磊 英语
电子邮箱：yuqingle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91022

苑春苗 英语
电子邮箱：yuanchunmia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478354206

张培红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peih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87119

赵兴东 英语
电子邮箱：zhaoxingd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83691093

邵安林 英语、俄语

院士、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alshao@163.com
联系电话：83681882

王浩 英语

院士、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wanghao@iwhr.com
联系电话：01068785602

钟茂华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mhzhong@chinasafety.ac.cn
联系电话：010-8494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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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工商管理

学院

020200 应用经济学

杜晓君 英语
电子邮箱：xjd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0408

黄玮强 英语
电子邮箱：wqhu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388

金秀 英语
电子邮箱：xji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856

李凯 英语
电子邮箱：lika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526

綦勇 英语
电子邮箱：yq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704005516

孙正林 英语
电子邮箱：sunzhenglin@neuq.edu.cn
联系电话：0335-8396077

苑莹 英语
电子邮箱：yyua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322

王健 英语
电子邮箱：j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325

郁培丽 英语
电子邮箱：ply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5475

迟福林 英语、日语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cfl570208@126.com
联系电话：0898-66189090

方栓喜 英语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1024286616@qq.com
联系电话：0898-66189128

匡贤明 英语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294711670@qq.com
联系电话：0898-66189129

刘尚希 英语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mofliu@126.com
联系电话：010-88191138

苗树彬 英语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miaoshubin@126.com
联系电话：0898-6618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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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工商管理

学院

020200 应用经济学

史育龙 英语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shiylamr@163.com

联系电话：010-63908931

殷仲义 英语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zhongyi.yin@163.com

联系电话：0898-66189096

张军扩 英语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zhangjk@drc.gov.cn

联系电话：010-65237222

张占斌 英语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 zhangzhanbin@263.ne

联系电话：010-68929165

120100 管理科学与

工程

樊治平 英语
电子邮箱：zpfa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358

郭伏 英语
电子邮箱：fgu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6381851

戢守峰 英语
电子邮箱：sfj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0613

姜艳萍 英语
电子邮箱：ypji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798

蒋忠中 英语
电子邮箱：zzji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82

刘洋 英语
电子邮箱：Liuy@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897906176

秦绪伟 英语
电子邮箱：xwqi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311

邱若臻 英语
电子邮箱：rzqi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326

王建伟 英语
电子邮箱：jw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310

尤天慧 英语
电子邮箱：thyo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769

张翠华 英语
电子邮箱：chzh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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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工商管理

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

工程

张尧 英语
电子邮箱：yzh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392

120200 工商管理

关志民 英语
电子邮箱：guanzm168@126.com
联系电话：024-83681859

贾建锋 英语
电子邮箱：jfjia@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383

孙世敏 英语
电子邮箱：smsu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873

孙新波 英语
电子邮箱：xbsu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2000

王世权 英语
电子邮箱：sq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307

易平涛 英语
电子邮箱：pty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16

张昊 英语
电子邮箱：hzh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416

张兰霞 英语
电子邮箱：lxzh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853

008 医学与生

物信息工程学

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

程

巩天星 英语
电子邮箱：gongtx@bmi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0299

康雁 英语
电子邮箱：kangyan@bmi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23358355

齐守良 英语
电子邮箱：qisl@bmi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0230

钱唯 英语
电子邮箱：wqian@bmi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900

田野 英语
电子邮箱：tianye@bmie.neu.edu.cn
联系电话：18624411978

徐礼胜 英语
电子邮箱：xuls@bmi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200

姚育东 英语
电子邮箱：yaoyud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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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医学与生

物信息工程学

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

程

田捷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曹军英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陈会生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韩雅玲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hanyaling@263.net
联系电话：28856123

侯明晓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houmingxiao188@163.com
联系电话：28856101

孟威宏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王辉山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huishanwang@hotmail.com
联系电话：28897381

王效增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wxiaozeng@163.com
联系电话：28897221

王祖禄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阎英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yanyingdoctor@sina.com
联系电话：28856257

杨本强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bqyang888@sina.com
联系电话：28856256

张国旭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丁辰 英语
电子邮箱：dingche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095

范永强 英语
电子邮箱：fanyongqi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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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医学与生

物信息工程学

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

程

费腾 英语
电子邮箱：feite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103

郝爽 英语
电子邮箱：fanyongqi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8016

侯悦 英语
电子邮箱：houy20002000@163.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17

刘丽君 英语
电子邮箱：liuliju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375

盛韧 英语
电子邮箱：shengren1211@126.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20

汪冰 英语
电子邮箱：wangbi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125

王璞 英语
电子邮箱：wangp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109

吴华君 英语
电子邮箱：mthjwu@gmail.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20

009 软件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陈东明 英语
电子邮箱：chendm@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998834820

高天寒 英语
电子邮箱：gaoth@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664118426

姜慧研 英语
电子邮箱：jianghy@swc.neu.edu.cn
联系电话：13998163069

马连博 英语
电子邮箱：malb@swc.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8115

任涛 英语
电子邮箱：chinarentao@163.com
联系电话：024-83656441

宋杰 英语
电子邮箱：songjie@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4815

谭振华 英语
电子邮箱：tanzh@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2680

徐剑 英语
电子邮箱：xuj@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4815

于瑞云 英语
电子邮箱：yury@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860983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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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软件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张斌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bi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604022102

张长胜 英语

电子邮箱：

zhangchangshe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5802429815

周福才 英语
电子邮箱：fczho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940413064

朱志良 英语
电子邮箱：zzl@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0497

085400 电子信息

（专业学位）

陈东明 英语
电子邮箱：chendm@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998834820

高天寒 英语
电子邮箱：gaoth@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664118426

姜慧研 英语
电子邮箱：jianghy@swc.neu.edu.cn
联系电话：13998163069

马连博 英语
电子邮箱：malb@swc.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8115

任涛 英语
电子邮箱：chinarentao@163.com
联系电话：024-83656441

宋杰 英语
电子邮箱：songjie@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4815

谭振华 英语
电子邮箱：tanzh@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2680

徐剑 英语
电子邮箱：xuj@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4815

于瑞云 英语
电子邮箱：yury@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8609830688

张斌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bi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604022102

张长胜 英语

电子邮箱：

zhangchangshe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5802429815

周福才 英语
电子邮箱：fczho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940413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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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软件学院
085400 电子信息

（专业学位）

朱志良 英语
电子邮箱：zzl@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0497

012 艺术学院 130100 艺术学理论

宋伟

英语、日语、

德语

电子邮箱：songyiwei61@126.com
联系电话：83673926

苏锋

英语、日语、

德语

电子邮箱：sufeng0099@aliyun.com
联系电话：83673926

王秋菊

英语、日语、

德语

电子邮箱：ooqj@163.com
联系电话：83673926

谢纳

英语、日语、

德语

电子邮箱：pangmao1018@126.com
联系电话：83673926

张东旭

英语、日语、

德语

电子邮箱：dongxu75@163.com
联系电话：83673926

张燕楠

英语、日语、

德语

电子邮箱：yannan@163.com
联系电话：83673926

杜卫

英语、日语、

德语
校外兼职导师

李象群

英语、日语、

德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397540795@qq.com
联系电话：83673926

王德胜

英语、日语、

德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wangdesheng@cnu.edu.cn
联系电话：83673926

张伟

英语、日语、

德语
校外兼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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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马克思主

义学院

010100 哲学

包国光

英语、日语、

俄语、德语、

法语

电子邮箱：baoguog@163.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33

陈凡

英语、日语、

俄语、德语

电子邮箱：chenfan336@sina.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33

陈红兵 英语、德语
电子邮箱：chenhb2066@126.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33

程海东

英语、日语、

俄语、德语、

法语

电子邮箱：neucan@163.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33

王健

英语、日语、

俄语、德语、

法语

电子邮箱：zhaiyuanqi@126.com
联系电话：2483656136

文成伟 英语、德语
电子邮箱：sywenchw@aliyun.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33

赵雯 英语
电子邮箱：dianawen@hotmail.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33

朱春艳

英语、日语、

德语

电子邮箱：z25621334@163.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33

030500 马克思主义

理论

刘宁宁 英语、德语
电子邮箱：Liuningning2001@sina.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33

任鹏 英语
电子邮箱：rp8221@163.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33

孙雷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sunleineu@126.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33

田鹏颖

英语、日语、

俄语、德语、

法语

电子邮箱：Tpy041626@sina.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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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马克思主

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

理论

于春玲 英语
电子邮箱：Lcy197641@126.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33

张志元 英语、俄语
电子邮箱：zzy6520115@163.com
联系电话：024-83656133

016 冶金学院 080600 冶金工程

Ali Reza

Kamali
英语

电子邮箱：ali@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324

安希忠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anxz@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032

陈敏 英语
电子邮箱：chenm@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2241

储满生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chums@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4959

邓安元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dengay@ep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716

丁学勇 英语
电子邮箱：xydi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068

董艳伍 英语
电子邮箱：dongyw@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5940207679

豆志河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douzh@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283

付高峰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fugf@smm.neu.edu.cn
联系电话：2483681325

高炳亮 英语
电子邮箱：gaobl@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2831

耿树江 英语
电子邮箱：gengsj@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5998247610

韩冲 英语
电子邮箱：hanch@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27

胡宪伟 英语
电子邮箱：huxw@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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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冶金学院 080600 冶金工程

祭程 英语
电子邮箱：jic@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492

姜茂发 英语
电子邮箱：jiangmf@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20

姜涛 英语
电子邮箱：jiangt@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998229100

姜周华 英语
电子邮箱：jianzh@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453

雷洪 英语
电子邮箱：leihong@ep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4941

李花兵 英语
电子邮箱：lihb@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898163783

李建中 英语
电子邮箱：lijz@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579

李犁 英语
电子邮箱：lili@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654211231

厉英 英语
电子邮箱：liyi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995

刘承军 英语
电子邮箱：liucj@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20

刘国强 英语
电子邮箱：liugq@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88090893532

刘奎仁 英语
电子邮箱：liukr@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997

刘涛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liut@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0436

刘铁 英语
电子邮箱：liutie@epm.neu.edu.cn
联系电话：13700023311

刘燕 英语
电子邮箱：liuyan@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283

吕国志 英语
电子邮箱：lvgz@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283

罗洪杰 英语
电子邮箱：luohj@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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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冶金学院 080600 冶金工程

罗森 英语
电子邮箱：luos@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1706

骆文彬 英语
电子邮箱：luowenbin@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052316598

孟祥宁 英语
电子邮箱：mengx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694128798

闵义 英语
电子邮箱：miny@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589

倪培远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nipeiyuan@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995

牛丽萍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niulp@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283

潘晓林 英语
电子邮箱：panxl@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460

沈峰满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shenfm@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2801

石忠宁 英语
电子邮箱：znsh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381

涂赣峰 英语
电子邮箱：tugf@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804978781

王聪 英语
电子邮箱：wangc@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324

王恩刚 英语
电子邮箱：eg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739

王楠 英语
电子邮箱：wangn@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052

王伟 英语
电子邮箱：wangwei@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298

王兆文 英语
电子邮箱：zhaowenw@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940412310

谢锋 英语
电子邮箱：xief@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298

邢鹏飞 英语
电子邮箱：xingpf@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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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冶金学院 080600 冶金工程

杨合 英语
电子邮箱：yangh@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27

杨洪英 英语
电子邮箱：yanghy@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932

尹华意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yinhy@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0702

于景坤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yujk@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981

战东平 英语
电子邮箱：zhandp@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998201906

张林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lin@ep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985

张廷安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zta2000@163.net
联系电话：024-83681563

郑淑国 英语
电子邮箱：zhengsg@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496

朱苗勇

英语、日语、

德语

电子邮箱：myzh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995

邹宗树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zouzs@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545

左小伟 英语
电子邮箱：zuoxw@epm.neu.edu.cn
联系电话：15840381789

David

Dresinger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xief@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298

厉雷钧 英语
电子邮箱：lilj@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324

马培华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phma28@vip.sina.com
联系电话：024-8368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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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冶金学院

080600 冶金工程

魏世丞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wsc33333@163.com
联系电话：010-66719083

徐滨士

英语、日语、

俄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xubinshi@vip.sina.com
联系电话：010-66718541

余艾冰

英语、日语、

俄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anxz@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032

张懿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yizh@ipe.ac.cn
联系电话：010-62554256

黄小卫

英语、日语、

俄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hxw0129@126.com
联系电话：010-82241180

蒋开喜

英语、日语、

俄语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兼职导师；

校内第二导师：谢锋；

电子邮箱：jiangkx@bgrimm.com；

联系电话：024-83672298

张永杰 英语、日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zyj@baosteel.com
联系电话：021-26641987

080700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董辉 英语
电子邮箱：dongh@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8808

杜涛 英语
电子邮箱：dut@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218

高成康 英语
电子邮箱：gaock@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591649957

韩宗伟 英语
电子邮箱：hanzw@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5040168696

李宝宽 英语
电子邮箱：libk@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840054268

李刚 英语
电子邮箱：lig@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854019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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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冶金学院

080700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王强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wangq@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2483681726

邢鹏飞 英语
电子邮箱：xingpf@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673

于庆波 英语
电子邮箱：yuqb@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940398198

岳强 英语
电子邮箱：yueq@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674286515

张琦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q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898801263

085600 材料与化工

（专业学位）

Ali Reza

Kamali
英语

电子邮箱：ali@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324

安希忠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anxz@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032

陈敏 英语
电子邮箱：chenm@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2241

储满生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chums@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4959

邓安元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dengay@ep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716

丁学勇 英语
电子邮箱：xydi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068

董艳伍 英语
电子邮箱：dongyw@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5940207679

豆志河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douzh@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283

付高峰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fugf@smm.neu.edu.cn
联系电话：2483681325

高炳亮 英语
电子邮箱：gaobl@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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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冶金学院
085600 材料与化工

（专业学位）

耿树江 英语
电子邮箱：gengsj@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5998247610

韩冲 英语
电子邮箱：hanch@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27

胡宪伟 英语
电子邮箱：huxw@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2831

祭程 英语
电子邮箱：jic@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492

姜茂发 英语
电子邮箱：jiangmf@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20

姜涛 英语
电子邮箱：jiangt@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998299100

姜周华 英语
电子邮箱：jianzh@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453

雷洪 英语
电子邮箱：leihong@ep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4941

李花兵 英语
电子邮箱：lihb@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898163783

李建中 英语
电子邮箱：lijz@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579

李犁 英语
电子邮箱：lili@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654211231

厉英 英语
电子邮箱：liyi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995

刘承军 英语
电子邮箱：liucj@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20

刘国强 英语
电子邮箱：liugq@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88090893532

刘奎仁 英语
电子邮箱：liukr@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997

刘涛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liut@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0436

刘铁 英语
电子邮箱：liutie@epm.neu.edu.cn
联系电话：1370002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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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冶金学院
085600 材料与化工

（专业学位）

刘燕 英语
电子邮箱：liuyan@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283

吕国志 英语
电子邮箱：lvgz@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283

罗洪杰 英语
电子邮箱：luohj@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2289

罗森 英语
电子邮箱：luos@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1706

骆文彬 英语
电子邮箱：luowenbin@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052316598

孟祥宁 英语
电子邮箱：mengx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589

闵义 英语
电子邮箱：miny@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8995

倪培远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nipeiyuan@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283

牛丽萍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niulp@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283

潘晓林 英语
电子邮箱：panxl@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2801

沈峰满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shenfm@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2801

石忠宁 英语
电子邮箱：znsh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381

涂赣峰 英语
电子邮箱：tugf@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804978781

王聪 英语
电子邮箱：wangc@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324

王恩刚 英语
电子邮箱：eg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739

王楠 英语
电子邮箱：wangn@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052



东北大学 2020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第 47 页 共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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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冶金学院
085600 材料与化工

（专业学位）

王强 英语、日语
电子邮箱：wangq@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2483681726

王伟 英语
电子邮箱：wangwei@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298

王兆文 英语
电子邮箱：zhaowenw@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940412310

谢锋 英语
电子邮箱：xief@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298

邢鹏飞 英语
电子邮箱：xingpf@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673

杨合 英语
电子邮箱：yangh@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27

杨洪英 英语
电子邮箱：yanghy@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3932

尹华意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yinhy@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0702

于景坤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yujk@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9981

战东平 英语
电子邮箱：zhandp@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998201906

张林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lin@ep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3985

张廷安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zta2000@163.net
联系电话：024-83681563

郑淑国 英语
电子邮箱：zhengsg@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496

朱苗勇

英语、日语、

德语

电子邮箱：myzh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995

邹宗树

英语、日语、

俄语

电子邮箱：zouzs@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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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冶金学院

085600 材料与化工

（专业学位）

左小伟 英语
电子邮箱：zuoxw@epm.neu.edu.cn
联系电话：15840381789

黄小卫

英语、日语、

俄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hxw0129@126.com
联系电话：010-82241180

厉雷钧 英语
电子邮箱：lilj@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324

085700 资源与环境

（专业学位）

丁学勇 英语
电子邮箱：xydi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068

杨合 英语
电子邮箱：yangh@smm.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727

085800 能源动力

（专业学位）

董辉 英语
电子邮箱：dongh@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8808

杜涛 英语
电子邮箱：dut@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218

高成康 英语
电子邮箱：gaock@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591649957

韩宗伟 英语
电子邮箱：hanzw@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5040168696

李宝宽 英语
电子邮箱：libk@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840054268

李刚 英语
电子邮箱：lig@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8540199782

于庆波 英语
电子邮箱：yuqb@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940398198

岳强 英语
电子邮箱：yueq@smm.neu.edu.cn
联系电话：13674286515

张琦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q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89880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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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计算机科

学与工程学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

工程

付冲 英语
电子邮箱：fuchong@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700046324

雷为民 英语
电子邮箱：leiweimi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940235647

刘福来 英语
电子邮箱：fulailiu@126.com
联系电话：15033350710

刘军 英语
电子邮箱：liujun@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5698842233

彭玉怀 英语
电子邮箱：pengyuhuai@c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0609

宋昕 英语
电子邮箱：sxin78916@neuq.edu.cn
联系电话：13623351700

魏阳杰 英语
电子邮箱：weiyangjie@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8809811483

于尧 英语
电子邮箱：yuya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998255036

张石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shi@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386889667

曹桂兴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castcao13579@163.com
联系电话：010-68747469

081200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毕远国 英语
电子邮箱：biyuanguo@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840094201

邓庆绪 英语
电子邮箱：dengqx@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0609

谷峪 英语
电子邮箱：guy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780

韩东红 英语
电子邮箱：handonghong@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5004048928

贾杰 英语
电子邮箱：jiajie@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604056128

雷为民 英语
电子邮箱：leiweimi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94023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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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教师姓名 招生语种 备注

017 计算机科

学与工程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李传文 英语
电子邮箱：lichuangwe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940589405

刘辉林 英语
电子邮箱：liuhuili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082442458

刘积仁 英语
电子邮箱：liujr@neusoft.com
联系电话：024-83661111

刘继印 英语
电子邮箱：jyliu@tli.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474

刘威 英语
电子邮箱：lwei@neusoft.com
联系电话：13940497580

乔建忠 英语
电子邮箱：qiaojianzh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709823906

申德荣 英语
电子邮箱：shendr@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218

史闻博 英语
电子邮箱：swb319@hotmail.com
联系电话：13722553385

孙永佼 英语
电子邮箱：sunyongjia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909838790

唐立新 英语
电子邮箱：tanglixin@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515

王斌 英语
电子邮箱：bin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2213

王波涛 英语
电子邮箱：wangbotao@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5940405026

王大玲 英语
电子邮箱：wangdaling@c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1219

王兴伟 英语
电子邮箱：wangxw@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8512451179

王义 英语
电子邮箱：wangyi@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840559046

温涛 英语
电子邮箱：wentao@neusoft.com
联系电话：0411-8483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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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教师姓名 招生语种 备注

017 计算机科

学与工程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闻英友 英语
电子邮箱：wenyy@neusoft.com
联系电话：024-83665415

肖桐 英语
电子邮箱：xiaot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481

信俊昌 英语
电子邮箱：xinjunch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56227

杨金柱 英语
电子邮箱：yangjinzhu@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889386965

杨雷 英语
电子邮箱：yangle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516045851

杨晓春 英语
电子邮箱：yangxc@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2213

姚羽 英语
电子邮箱：handonghong@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5004048928

于戈 英语
电子邮箱：yuge@c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61

袁野 英语
电子邮箱：yuanye@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940102867

张富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fu@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998871491

张霞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x@neusoft.com
联系电话：024-83665500

张岩峰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yf@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8002405539

赵大哲 英语
电子邮箱：zhaodazhe@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804016931

赵海 英语
电子邮箱：zhaohai@i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904045486

赵相国 英语
电子邮箱：zhaoxiangguo@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002415460

赵宇海 英语
电子邮箱：zhaoyuhai@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604905828

朱靖波 英语
电子邮箱：zhujingbo@c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7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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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教师姓名 招生语种 备注

017 计算机科

学与工程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张恒贵 英语
电子邮箱：wangjiahui@c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0377

085400 电子信息

（专业学位）

毕远国 英语
电子邮箱：biyuanguo@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840094201

邓庆绪 英语
电子邮箱：dengqx@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0609

付冲 英语
电子邮箱：fuchong@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700046324

谷峪 英语
电子邮箱：guyu@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6780

韩东红 英语
电子邮箱：handonghong@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5004048928

贾杰 英语
电子邮箱：jiajie@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604056128

李传文 英语
电子邮箱：lichuangwe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940589405

刘福来 英语
电子邮箱：fulailiu@126.com
联系电话：15033350710

刘辉林 英语
电子邮箱：liuhuilin@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082442458

刘积仁 英语
电子邮箱：liujr@neusoft.com
联系电话：024-83661111

刘军 英语
电子邮箱：liujun@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5698842233

刘威 英语
电子邮箱：lwei@neusoft.com
联系电话：13940497580

申德荣 英语
电子邮箱：shendr@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1218

史闻博 英语
电子邮箱：swb319@hotmail.com
联系电话：13722553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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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教师姓名 招生语种 备注

017 计算机科

学与工程学院

085400 电子信息

（专业学位）

宋昕 英语
电子邮箱：sxin78916@neuq.edu.cn
联系电话：13623351700

孙永佼 英语
电子邮箱：sunyongjia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909838790

王斌 英语
电子邮箱：binw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2213

王波涛 英语
电子邮箱：wangbotao@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5940405026

王兴伟 英语
电子邮箱：wangxw@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8512451179

王义 英语
电子邮箱：wangyi@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840559046

温涛 英语
电子邮箱：wentao@neusoft.com
联系电话：0411-84835015

闻英友 英语
电子邮箱：wenyy@neusoft.com
联系电话：024-83665415

肖桐 英语
电子邮箱：xiaot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8809893582

杨金柱 英语
电子邮箱：yangjinzhu@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889386965

杨雷 英语
电子邮箱：yanglei@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516045851

杨晓春 英语
电子邮箱：yangxc@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2213

于戈 英语
电子邮箱：yuge@c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87661

于尧 英语
电子邮箱：yuyao@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998255036

袁野 英语
电子邮箱：yuanye@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940102867

张富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fu@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998871491

张石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shi@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38688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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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 计算机科

学与工程学院

085400 电子信息

（专业学位）

张霞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x@neusoft.com
联系电话：024-83665500

张岩峰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yf@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8002405539

赵大哲 英语
电子邮箱：zhaodazhe@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13804016931

赵海 英语
电子邮箱：zhaohai@i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904045486

赵相国 英语
电子邮箱：zhaoxiangguo@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002415460

赵宇海 英语
电子邮箱：zhaoyuhai@cse.neu.edu.cn
联系电话：13604905828

019 机器人科

学与工程学院

0811J1 机器人科学

与工程

方正 英语
电子邮箱：fangzhe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6512

房立金 英语
电子邮箱：ljfa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6512

吴成东 英语
电子邮箱：wuchengdong@mail.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6512

张云洲 英语
电子邮箱：zhangyunzhou@ise.neu.edu.cn
联系电话：024-83696512

丛杨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congyang@sia.cn
联系电话：024-23970491

刘金国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liujinguo@sia.cn
联系电话：024-23970712

刘连庆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lqliu@sia.cn
联系电话：024-83696512

曲道奎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dkqu@sia.cn
联系电话：024-31699111

史泽林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zlshi@sia.cn
联系电话：024-2397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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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 机器人科

学与工程学院

0811J1 机器人科学

与工程

唐延东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ytang@sia.cn
联系电话：024-23970517

徐方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xufang@siasun.com
联系电话：024-31165588

朱枫 英语

校外兼职导师

电子邮箱：fzhu@sia.cn
联系电话：024-23970221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Bz.jsp?dwdm=10145&yxsdm=019&zydm=0811J1&yjfxdm=01&xxfs=1&dsbh=101450190811J1001&sign=yxs&title=019%E6%9C%BA%E5%99%A8%E4%BA%BA%E7%A7%91%E5%AD%A6%E4%B8%8E%E5%B7%A5%E7%A8%8B%E5%AD%A6%E9%99%A2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Bz.jsp?dwdm=10145&yxsdm=019&zydm=0811J1&yjfxdm=01&xxfs=1&dsbh=101450190811J1001&sign=yxs&title=019%E6%9C%BA%E5%99%A8%E4%BA%BA%E7%A7%91%E5%AD%A6%E4%B8%8E%E5%B7%A5%E7%A8%8B%E5%AD%A6%E9%99%A2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Bz.jsp?dwdm=10145&yxsdm=019&zydm=0811J1&yjfxdm=01&xxfs=1&dsbh=101450190811J1001&sign=zy&title=0811J1%E6%9C%BA%E5%99%A8%E4%BA%BA%E7%A7%91%E5%AD%A6%E4%B8%8E%E5%B7%A5%E7%A8%8B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Bz.jsp?dwdm=10145&yxsdm=019&zydm=0811J1&yjfxdm=01&xxfs=1&dsbh=101450190811J1001&sign=zy&title=0811J1%E6%9C%BA%E5%99%A8%E4%BA%BA%E7%A7%91%E5%AD%A6%E4%B8%8E%E5%B7%A5%E7%A8%8B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Bz.jsp?dwdm=10145&yxsdm=019&zydm=0811J1&yjfxdm=01&xxfs=1&dsbh=101450190811J1010&sign=ds&title=%E5%94%90%E5%BB%B6%E4%B8%9C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1001&title=1001%E8%8B%B1%E8%AF%AD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2000&title=2000%E4%B8%93%E4%B8%9A%E5%9F%BA%E7%A1%80%E8%80%83%E6%A0%B8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3000&title=3000%E7%BB%BC%E5%90%88%E7%B4%A0%E8%B4%A8%E8%80%83%E6%A0%B8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Bz.jsp?dwdm=10145&yxsdm=019&zydm=0811J1&yjfxdm=01&xxfs=1&dsbh=101450190811J1011&sign=ds&title=%E5%BE%90%E6%96%B9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1001&title=1001%E8%8B%B1%E8%AF%AD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2000&title=2000%E4%B8%93%E4%B8%9A%E5%9F%BA%E7%A1%80%E8%80%83%E6%A0%B8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3000&title=3000%E7%BB%BC%E5%90%88%E7%B4%A0%E8%B4%A8%E8%80%83%E6%A0%B8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Bz.jsp?dwdm=10145&yxsdm=019&zydm=0811J1&yjfxdm=01&xxfs=1&dsbh=101450190811J1012&sign=ds&title=%E6%9C%B1%E6%9E%AB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1001&title=1001%E8%8B%B1%E8%AF%AD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2000&title=2000%E4%B8%93%E4%B8%9A%E5%9F%BA%E7%A1%80%E8%80%83%E6%A0%B8
https://yz.chsi.com.cn/bszyml/sch/getCksm.jsp?dwdm=10145&kskmdm=3000&title=3000%E7%BB%BC%E5%90%88%E7%B4%A0%E8%B4%A8%E8%80%83%E6%A0%B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