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招生博导电子邮箱一览表

博导姓名 专业代码 专业 研究方向代码 研究方向 电子邮箱

林珲 070500 地理学 01 自然地理学 huilin@cuhk.edu.hk

吴炳方 070500 地理学 01 自然地理学 wubf@irsa.ac.cn

张奇 070500 地理学 01 自然地理学 qzhang@niglas.ac.cn

陈晓玲 070500 地理学 01 自然地理学 254524243@qq.com


赖格英 070500 地理学 01 自然地理学 laigeying@126.com

胡启武 070500 地理学 01 自然地理学 huqiwu1979@gmail.com 


廖金宝 070500 地理学 01 自然地理学 jinbaoliao@163.com

丁明军 070500 地理学 01 自然地理学 dingmingjun1128@163.com

王鹏 070500 地理学 01 自然地理学 wangpengjlu@jxnu.edu.cn

简敏菲 070500 地理学 01 自然地理学 jianminfei0914@163.com

鲁顺保 070500 地理学 01 自然地理学 luxunbao8012@126.com

林珲 070500 地理学 02 人文地理学 huilin@cuhk.edu.hk

吴炳方 070500 地理学 02 人文地理学 wubf@irsa.ac.cn

张林秀 070500 地理学 02 人文地理学 lxzhang.ccap@igsnrr.ac.cn

方朝阳 070500 地理学 02 人文地理学 1036213442@qq.com

郑林 070500 地理学 02 人文地理学 zhenglin@jxnu.edu.cn

钟业喜 070500 地理学 02 人文地理学 zhongyexi@jxnu.edu.cn

林珲 070500 地理学 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huilin@cuhk.edu.hk

吴炳方 070500 地理学 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wubf@irsa.ac.cn

王野乔 070500 地理学 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ywang0559@126.com

齐述华 070500 地理学 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qishuhua11@163.com

吴波 070500 地理学 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wavelet778@sohu.com

何齐宗 040100 教育学 01 教育学原理 qzhe2006@163.com

裘指挥 040100 教育学 01 教育学原理 qzh1217@aliyun.com

张意忠 040100 教育学 02 高等教育学 1157350542@qq.com

刘小强 040100 教育学 02 高等教育学 273415296@qq.com

万文涛 040100 教育学 02 高等教育学 wanwentao2012@163.com

钟志贤 040100 教育学 03 教育技术学 Jxzzx@126.com

杨南昌 040100 教育学 03 教育技术学 south1002@163.com

刘春燕 040100 教育学 04 课程与教学论 lcy8506552@163.com

戴永冠 040100 教育学 04 课程与教学论 daiyongguan1976@163.com

胡竹菁 040200 心理学 01 认知心理学 huzjing@jxnu.edu.cn

李富洪 040200 心理学 01 认知心理学 lifh@foxmail.com

第 1 页，共 5 页

mailto:254524243@qq.com
mailto:laigeying@126.com
mailto:huqiwu1979@gmail.com
mailto:jinbaoliao@163.com
mailto:wangpengjlu@jxnu.edu.cn
mailto:jianminfei0914@163.com
mailto:luxunbao8012@126.com
mailto:lxzhang.ccap@igsnrr.ac.cn
mailto:1036213442@qq.com
mailto:zhenglin@jxnu.edu.cn
mailto:zhongyexi@jxnu.edu.cn
mailto:ywang0559@126.com
mailto:qishuhua11@163.com
mailto:wavelet778@sohu.com
mailto:qzhe2006@163.com
mailto:qzh1217@aliyun.com
mailto:1157350542@qq.com
mailto:273415296@qq.com
mailto:wanwentao2012@163.com
mailto:Jxzzx@126.com
mailto:south1002@163.com
mailto:lcy8506552@163.com
mailto:daiyongguan1976@163.com


2019年招生博导电子邮箱一览表

博导姓名 专业代码 专业 研究方向代码 研究方向 电子邮箱

徐富明 040200 心理学 01 认知心理学 fumingxu@126.com

罗照盛 040200 心理学 02 心理测量学 luozs@126.com

涂冬波 040200 心理学 02 心理测量学 tudongbo@aliyun.com

董圣鸿 040200 心理学 02 心理测量学 jxnudsh@163.com

蔡艳 040200 心理学 02 心理测量学 cy19791979@aliyun.com 

刘明矾 040200 心理学 03 健康心理学 lmfxub@sina.com

叶宝娟 040200 心理学 03 健康心理学 yebaojuan0806@163.com

刘建平 040200 心理学 04 人格心理学 liujianping@jxnu.edu.cn

赖大仁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1 文艺学 daren81@sohu.com

陶水平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1 文艺学 taoshuiping@sina.com

詹艾斌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1 文艺学 aibinzhan@jxnu.edu.cn

詹冬华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1 文艺学 zhandh1979@126.com

刘松来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2 中国古代文学 liusonglai1956@163.com

李舜臣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2 中国古代文学 lishunchen2@126.com

江腊生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3 中国现当代文学 lsjiang8301@163.com

吴志峰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3 中国现当代文学 44101498@qq.com

傅修延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4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xyfu@jxnu.edu.cn

李小军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5 汉语言文字学 lixiaojun00@aliyun.com

刘楚群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6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liuchuqun@sina.com

邓伟民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7 文化艺术与传播 dwm9199@aliyun.com

卢世主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7 文化艺术与传播 nbbox@163.COM

熊小玉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7 文化艺术与传播 183777079@qq.com

陈乃良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7 文化艺术与传播 purixing@hotmail.com

曾振华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7 文化艺术与传播 zzh7519@163.com

饶振辉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8 现代语言理论与语言应用 rao5510@jxnu.edu.cn

李勇忠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08 现代语言理论与语言应用 yongzhonglee@163.com

方志远 060200 中国史 01 中国古代史  fzy540@126.com

陈金凤 060200 中国史 01 中国古代史 jinfengchen68@126.com

张艳国 060200 中国史 02 中国近代史 zhangyanguo1964@126.com

谢宏维 060200 中国史 02 中国近代史 1034812754@qq.com

万振凡 060200 中国史 03 中国现代史 wanzhenfan@sohu.com

李平亮 060200 中国史 04 中国专门史 pingliangli@163.com

游欢孙 060200 中国史 04 中国专门史 hsyouj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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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健夫 070100 数学 01 偏微分方程及其应用 jfyang_2000@yahoo.com

王泽佳 070100 数学 01 偏微分方程及其应用 zejiawang@jxnu.edu.cn

龙薇 070100 数学 01 偏微分方程及其应用 hopelw@126.com

陈冬香 070100 数学 01 偏微分方程及其应用 chendx020@163.com

孔令华 070100 数学 01 偏微分方程及其应用 konglh@mail.ustc.edu.cn

郭小江 070100 数学 02 代数与拓扑 xjguo@jxnu.edu.cn

徐晓泉 070100 数学 02 代数与拓扑 xiqxu2002@163.com

丁惠生 070100 数学 03 现代分析 dinghs1979@jxnu.edu.cn

覃锋 070100 数学 04 智能控制与复杂系统 qinfeng923@163.com

李红海 070100 数学 04 智能控制与复杂系统 lhh@mail.ustc.edu.cn

陈祥树 070300 化学 01 无机化学 cxs66cn@126.com

钟声亮 070300 化学 01 无机化学 slzhong@jxnu.edu.cn

刘庆燕 070300 化学 01 无机化学  qyliuchem@jxnu.edu.cn

何纯挺 070300 化学 01 无机化学 hechunt@mail2.sysu.edu.cn

杜恣毅 070300 化学 01 无机化学 dzychem@163.com

汪莉 070300 化学 02 分析化学 lwang@jxnu.edu.cn

宋永海 070300 化学 02 分析化学 yhsong@jxnu.edu.cn

谭宏亮 070300 化学 02 分析化学 hltan@jxnu.edu.cn

蔡明中 070300 化学 03 有机化学 mzcai@jxnu.edu.cn

丁秋平 070300 化学 03 有机化学 dqpjxnu@gmail.com

王涛 070300 化学 03 有机化学 wangtao@jxnu.edu.cn

孙建松 070300 化学 03 有机化学 jssun@sioc.ac.cn

陈知远 070300 化学 03 有机化学 zchen@jxnu.edu.cn

万结平 070300 化学 03 有机化学 wanjieping@jxnu.edu.cn

刘云云 070300 化学 03 有机化学 chemliuyunyun@jxnu.edu.cn  

陶端健 070300 化学 03 有机化学 djtao@jxnu.edu.cn

雷爱文 070300 化学 03 有机化学 aiwenlei@whu.edu.cn

廖维林 070300 化学 03 有机化学 lmmtmmt@gmail.com

俞初一 070300 化学 03 有机化学 yucy@iccas.ac.cn

侯豪情 070300 化学 04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haoqing@jxnu.edu.cn

盛寿日 070300 化学 04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shengsr@jxnu.edu.cn

涂宗财 070300 化学 05 化学生物学 tuzc_mail@aliyun.com

彭以元 070300 化学 05 化学生物学 yypeng@jx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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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新山 070300 化学 05 化学生物学 xinshan@bjmu.edu.cn

杜宇国 070300 化学 05 化学生物学 duyuguo@rcees.ac.cn

朱笃 070300 化学 05 化学生物学 zhudu12@163.com

赵军锋 070300 化学 05 化学生物学 zhaojf@jxnu.edu.cn

陈雪岚 070300 化学 05 化学生物学 Xuelanchen162@163.com  

谢建坤 070300 化学 05 化学生物学 xiejiankun@yahoo.com

易现峰 070300 化学 05 化学生物学 ympclong@163.com

邹峥嵘 070300 化学 05 化学生物学 zouzhr@163.com

罗向东 070300 化学 05 化学生物学 xdluolf@163.com  

卢乃浩 070300 化学 05 化学生物学 naihaolu@jxnu.edu.cn  

刘浩平 070300 化学 05 化学生物学 haoping.liu@gmail.com

魏美才 070300 化学 05 化学生物学 weimc@126.com

欧阳楚英 070300 化学 06 纳米材料物理与化学 cyouyang@hotmail.com

徐波 070300 化学 06 纳米材料物理与化学 bxu4@mail.ustc.edu.cn

刘三秋 070300 化学 06 纳米材料物理与化学 sqliu@ncu.edu.cn

袁彩雷 070300 化学 06 纳米材料物理与化学 clyuan@jxnu.edu.cn

高兴发 070300 化学 07 物理化学 gaox@ihep.ac.cn

卢章辉 070300 化学 07 物理化学 luzhanghui@hotmail.com

张小亮 070300 化学 07 物理化学 xlzhang@jxnu.edu.cn

杨振 070300 化学 07 物理化学 yangzhen@jxnu.edu.cn  

陈水亮 070300 化学 07 物理化学 slchenjxnu@jxnu.edu.cn

祝黄河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Zhh5576@sina.com

曾建平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okzengjianping@126.com

刘仁营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1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995310409@qq.com

祝黄河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Zhh5576@sina.com

尤琳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82714757@qq.com

韩玲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350737065@qq.com

王员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与发展创新研究 jxwangyuan@126.com

康凤云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与发展创新研究 1064906755@qq.com

聂平平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与发展创新研究 1435161861@qq.com

汪荣有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4 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与发展研究 wang0001@sina.com

吴瑾菁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4 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与发展研究 wujinjingcc@aliyun.com

王玲玲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4 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与发展研究 wll-04062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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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桥生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4 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与发展研究 326839334@qq.com

张艳国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5 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与社会转型研究 zhangyanguo1964@126.com

周利生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5 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与社会转型研究 zhoulisheng1968@163.com

万振凡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5 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与社会转型研究 wanzhenfan@sohu.com

沈桥林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05 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与社会转型研究 307064907@qq.com

梅国平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1 管理决策 mmmgggppp@sina.com

付剑茹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1 管理决策 491524001@qq.com

温利民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1 管理决策 wlmjxnu@163.com

李云峰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1 管理决策 806582850@qq.com

张明林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1 管理决策 Mlzhang03@163.com

汪浩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wanghao@jxnu.edu.cn

秦敏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minqin@jxnu.edu.cn

李晓燕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lxywww@126.com

龚俊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gongjunbox@163.com

王明文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mwwang@jxnu.edu.cn

余敏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myu821@163.com

曾雪强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xqzeng@jxnu.edu.cn

叶继华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yjhwcL@163.com

王昌晶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wcj771006@163.com

李晓园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3 服务科学与工程 lxy_0409 @163.com

赵卫宏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3 服务科学与工程 zwh4005@sina.com

唐天伟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3 服务科学与工程 1170606505@qq.com

陈运平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4 创新与发展管理 191317758@qq.com

钟昌标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4 创新与发展管理 zhongchangbiao@nbu.edu.cn

张敬文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4 创新与发展管理 2977674423@qq.com

黄小勇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04 创新与发展管理 15080110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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