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001 机械工程学院
(0511-88790170)

指导
教师

任乃飞
符永宏
王亚伟
张朝阳
罗开玉
李琳
姚建铨

2.激光和精密切削加工与成形制 周建忠
造技术
王树林
陈炜
任旭东
王匀
鲁金忠
王霄
许晓静
3.微纳制造与机电系统集成技术

杨平
许桢英
王权
张忠强
李伯全
刘会霞
左健民*

4.现代机械设计及理论

备注

12

080200 机械工程
1.光子制造科学与技术

招生
人数

顾寄南
陈进

1

产业教授合作导师： 金朝龙、
林学春、刘帮才、毛桂林、明
建川、王冰、严建华、杨进、
杨生强、朱留存、陈勇
13861350558
rnf@ujs.edu.cn
13505282285
fyh@ujs.edu.cn
13376162388
jszjwyw@sina.cn
13921581612
zzhaoyang@126.com
13861356825
kyluo@ujs.edu.cn
13121232627/13511696639
lin.li@manchester.ac.uk
13920645768
jqyao@tju.edu.cn
13906100256
zhoujz@ujs.edu.cn
13605288429
wangsl@ujs.edu.cn
13952866458
chen_wei@ujs.edu.cn
13511696639
renxd@ujs.edu.cn
13815483092
wangyun@ujs.edu.cn
13405581121
jzlu@ujs.edu.cn
13952865303
wx@ujs.edu.cn
13952877885
xjxu67@ujs.edu.c
13815176883
yangpingdm@ujs.edu.cn
13775372507
zhyxu77@163.com
13812459941
wangq@ujs.edu.cn
18261970807
zhangzq@ujs.edu.cn
13852914281/88780173
libq@ujs.edu.cn
13815151371
lhx@ujs.edu.cn
025-86118807
zjm@njit.edu.cn
13775532966
gjnan@ujs.edu.cn
13052922858
chenjinjd126@126.com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002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农业工
程研究院）(0511-88797338)

指导
教师

招生
人数

备注

11

080200 机械工程

1.现代机械设计及理论

李耀明

ymli@ujs.edu.cn

毛罕平

maohp@ujs.edu.cn

邱白晶

qbj@ujs.edu.cn
产业教授合作导师：王金和、
徐德良

082800★农业工程
1.设施农业生物环境检测与控制

2.农业电气装备与信息技术

3.种植、收获机械装备及技术

4.农业环境与植物保护装备及技术

5.生物、化学传感技术

毛罕平

maohp@ujs.edu.cn

胡永光

deerhu@ujs.edu.cn

刘继展

liujizhan@ujs.edu.cn

吴沿友

yanyouwu@ujs.edu.cn

毛罕平

maohp@ujs.edu.cn

魏新华

wei_xh@126.com

李耀明

ymli@ujs.edu.cn

胡建平

hujp@ujs.edu.cn

徐立章

justxlz@ujs.edu.cn

邱白晶

qbj@ujs.edu.cn

贾卫东

jiaweidong@ujs.edu.cn

由天艳

youty@ujs.edu.cn

王坤
00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511-88780190)

17
产业教授合作导师： 葛艳明、
吴杰、张清林、赵青南、陈琦、
庄建新、朱海涛、王志生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1.高端金属材料

2.先进材料制备与加工控制

程晓农

xncheng@ujs.edu.cn

李桂荣

liguirong@ujs.edu.cn

赵玉涛

zhaoyt@ujs.edu.cn

王雷刚

lgwang@mail.ujs.edu.cn

花银群

huayq@ujs.edu.cn

陈刚
3.无机非金属材料多功能设计与 颜晓红
优化
乔冠军

4.能源与生物功能材料

wangkun@ujs.edu.cn

gchen@ujs.edu.cn
yanxh@ujs.edu.cn
gjqiao@ujs.edu.cn

程晓农

xncheng@ujs.edu.cn

刘桂武

gwliu76@ujs.edu.cn

杨建红

jhyang_qx@yahoo.com

颜晓红

yanxh@ujs.edu.cn

董明东

dong@inano.au.dk

2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招生
人数

李长生

lichangsheng@ujs.edu.cn

杨娟

yangjuan6347@ujs.edu.cn

沈湘黔

5.功能高分子材料

备注

shenxq@ujs.edu.cn

刘磊

liul@ujs.edu.cn

糜建立

jlmi@ujs.edu.cn

杨丽丽

jsdxyll@163.com

李松军

lsjchem@ujs.edu.cn

周志平

zhouzp@ujs.edu.cn

004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0511-88797620-2008)

14
产业教授合作导师： 汪先锋、
徐毅、雷雨成、闵新和、陈杰

080204 车辆工程
1.车辆系统动力学控制
陈龙
2.车辆系统及零部件设计理论与
王国林
方法
3.车辆综合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 何仁
术
夏长高

chenlong@ujs.edu.cn
glwang@ujs.edu.cn
heren@ujs.edu.cn
xiacg@ujs.edu.cn

江浩斌

jianghb@ujs.edu.cn

汪若尘

wrc@ujs.edu.cn

孙晓东

xdsun@ujs.edu.cn 欢迎电气、
控制专业考生报考

徐兴

xuxing@mail.ujs.edu.cn

左言言

yyzuo@ujs.edu.cn

082300 交通运输工程
1.道路载运工具动态性能模拟与
控制

chenlong@ujs.edu.cn 欢迎管理、计
算机、电气专业考生报考

陈龙
王国林

glwang@ujs.edu.cn

李仲兴

zhxli@ujs.edu.cn 欢迎计算机、
电气专业考生报考

2.交通运输综合节能与环保技术

何仁

heren@ujs.edu.cn

3.交通信息和安全研究

陈龙

chenlong@ujs.edu.cn
欢迎计算机、电气专业考生报考

4.道路车辆运行与控制

江浩斌

jianghb@ujs.edu.cn

蔡忆昔

qc001@ujs.edu.cn

罗福强

luofq@ujs.edu.cn

080700★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1.动力机械工作过程及排放控制
2.热物理学传热传质及制冷理论
3.内燃机新能源及电控技术

王忠

wangzhong@ujs.edu.cn

尹必峰

ybf@ujs.edu.cn

袁银男*

yuanyn@ujs.edu.cn

00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0511-88780211)

6
3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招生
人数

产业教授合作导师：顾利平、
陈俊

080700★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1.热力机械燃烧与能源利用
2.新能源材料和传热传质

王谦

qwang@ujs.edu.cn

潘剑锋

mike@ujs.edu.cn

何志霞

zxhe@ujs.edu.cn

刘杨先

liuyangxian1984@163.com

屈健

rjqu@ujs.edu.cn

薛宏*

mike@ujs.edu.cn

3.多相流理论及在流体机械与工 王军锋
程中的应用
康灿

wangjunfeng@ujs.edu.cn
kangcan@ujs.edu.cn

何秀华

xiuhua.he@ujs.edu.cn

陈汇龙

huji@ujs.edu.cn

高波
006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0511-88790278)

gaobo@ujs.edu.cn

15
产业教授合作导师： 黄从兵、
蒋文军、俞志君、冯旭松、张
成华、张翼飞

080700★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1.流体机械内部流动理论与现代 袁寿其
设计方法
李红

shouqiy@ujs.edu.cn
hli@ujs.edu.cn

袁建平

yh@ujs.edu.cn

王新坤

xjwxk@126.com

朱兴业

zhuxy@ujs.edu.cn

谈明高

tmgwxf@ujs.edu.cn
11117080704@yzu.edu.cn

仇宝云*
2.泵与泵站工程及系统节能技术

yzdxqby@sohu.com

施卫东

wdshi@ujs.edu.cn

李伟

3.化工过程机械设计理论与技术
4.计算流体力学及其工程应用

lwjiangda@ujs.edu.cn

朱荣生

zrs@ujs.edu.cn

张德胜

zds@ujs.edu.cn

叶晓琰

ye_xiaoyan@sohu.com

刘厚林

liuhoulin@ujs.edu.cn

吴斌鑫

bwu@ujs.edu.cn

王希坤

CXKWang@ntu.edu.sg

007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0511-88780311)
082800★农业工程
1.农业电气装备与信息技术

备注

10

刘国海
4

ghliu@ujs.edu.cn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招生
人数

朱熀秋

zhuhuangqiu@ujs.edu.cn

高国琴

gqgao@ujs.edu.cn

孙俊

2.设施农业生物环境检测与控制

备注

sun2000jun@ujs.edu.cn

刘星桥

xqliu@ujs.edu.cn

张荣标

zrb@ujs.edu.cn

080804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1.磁悬浮传动技术及电机非线性 朱熀秋
控制
杨泽斌
2.新能源与新型高效电机理论及
控制

3.现代交流调速及电力电子技术

zhuhuangqiu@ujs.edu.cn
zbyang@ujs.edu.cn

全力

quanli@ujs.edu.cn

朱孝勇

zxyff@ujs.edu.cn

李正明

lzming@ujs.edu.cn

吉敬华

jjh@ujs.edu.cn

赵文祥

zwx@ujs.edu.cn

孙玉坤*

syk@ujs.edu.cn
产业教授合作导师： 肖晖、石
建荣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1.电气传动的智能控制

刘国海

ghliu@ujs.edu.cn

全力

quanli@ujs.edu.cn

高国琴

gqgao@ujs.edu.cn

刘星桥

xqliu@ujs.edu.cn

2.生产过程智能自动化与网络控 李正明
制
潘天红

dsh@ujs.edu.cn

张荣标

zrb@ujs.edu.cn

戴继生

jsdai@ujs.edu.cn

5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2.污染控制工程与装备

3.生物质能源与资源利用

thpan@ujs.edu.cn

丁世宏

008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0511-88790931）
1.环境化学与毒理

lzming@ujs.edu.cn

产业教授合作导师：田正祥

吴向阳

wuxy@ujs.edu.cn

许晖

xh@ujs.edu.cn

姚勤

yaoqin@ujs.edu.cn

张祯

zhangzhen@ujs.edu.cn

吴智仁

wwwu5353@j-c-k.co.jp

依成武

yichengwu0943@163.com

吴春笃*

wcdujs@126.com

马中飞

mzf@ujs.edu.cn

孙建中

Jzsun1002@hotmail.com

5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4.环境生态与农业环境保护

指导
教师

招生
人数

备注

雍阳春

ycyong@ujs.edu.cn

蒋建雄

jxjiang2002@163.com

杜道林

daolindu@163.com

陈志刚

chenzg@ujs.edu.cn

009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0511-88780201)

15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产业教授合作导师：李国权、
邵兴军、吴建峰、余永建、郑
惠华、李平、夏蓉、江水泉

1.食品农产品品质快速无损检测
邹小波
技术及装备

zou_xiaobo@ujs.edu.cn

陈斌

2.食品物理加工技术及装备

ncp@ujs.edu.cn

黄星奕

h_xingyi@163.com

陈全胜

cqs6666@sohu.com

马海乐

mhl@ujs.edu.cn

段玉清

dyq101@ujs.edu.cn

欢 迎
电 气
heronghai@163.com
控制、
机 械
cunshanzhou@163.com
类 等
xiyuan2008@ujs.edu.cn 专 业
考 生
yangliuqing@.ujs.edu.cn 报考

何荣海
周存山
高瑞昌
仰榴青
3.食品营养与安全

4.食品生物技术及装备

欧阳臻

zhenouyang@ujs.edu.cn

陈克平

kpchen@ujs.edu.cn

崔恒林

cuihenglin@ujs.edu.cn

徐斌

xubin@ujs.edu.cn

姜松

jszh1@ujs.edu.cn

王云

wangy1974@ujs.edu.cn

朱蓓薇*

dxiuping@qq.com

张红印

zhanghongyin126@126.com

孙文敬

juswj@163.com

林琳

Lin1@ujs.edu.cn

齐向辉

qxh@ujs.edu.cn

011 管理学院
(0511-88790129)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管理科学与创新管理

欢 迎
测控、
机电、
电气、
计 算
机 等
专 业
考 生
报考

13

梅强

6

其中：辅导员专项计划 3 人

qmei@ujs.edu.cn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2.行为科学与人力资源管理

3.工业工程与服务科学

4.管理系统与社会管理工程

5.辅导员专项

指导
教师

招生
人数

备注

赵喜仓

zxc@ujs.edu.cn

金丽馥

jszjjlf@ujs.edu.cn

唐恒

thwlq@126.com

庄晋财

zhjincai.china@163.com

郭本海

guobenhai@163.com

范明

fanming@ujs.edu.cn

马志强

mzq@ujs.edu.cn

李洪波

lhb@ujs.edu.cn

宋新平

Phd_sxp@163.com

卢章平

lzping@ujs.edu.cn

姚冠新*

gxyao@ujs.edu.cn

杜建国

djg@ujs.edu.cn

周绿林

zll62@ujs.edu.cn

路正南

lzn@ujs.edu.cn

石宏伟

shw@ujs.edu.cn

冯缨

fying@ujs.edu.cn

范明

fanming@ujs.edu.cn

李洪波
012 财经学院
（0511-88792100）

lhb@ujs.edu.cn

2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1.经济系统分析与管理

孔玉生

yshkong@ujs.edu.cn

吴梦云

mewu@ujs.edu.cn

张济建

1000001020@ujs.edu.cn

013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0511-88780371)

5
产业教授合作导师： 陈勇、周
成林、张大强、郁培昌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1.多媒体与智能信息处理

2.可信计算与物联网系统

詹永照

yzzhan@ujs.edu.cn

宋余庆

yqsong@ujs.edu.cn

毛启容

Mao_qr@ujs.edu.cn

王良民

wanglm@ujs.edu.cn

刘路

3.服务计算与信息安全

chinaliulu@hotmail.com

杨利霞

lixiayang@yeah.ne

王昌达

changda@ujs.edu.cn

詹永照

yzzhan@ujs.edu.cn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1.模式识别与智能检测技术

7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招生
人数

宋余庆

yqsong@ujs.edu.cn

韩飞
014 理学院
(0511-88780161)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1.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及应用

备注

hanfei@ujs.edu.cn

5

杨卫国

yangweiguo1@263.net

孙梅

sunm@ujs.edu.cn

张正娣

dyzhang@ujs.edu.cn

王俊

wangmath2011@126.com

夏先伟
015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0511-88797036)
080102 固体力学

ernestxwxia@163.com

5
产业教授合作导师：吴晓亮

1. 智能材料结构中力与多物理 骆英
场耦合理论及结构损伤/断裂理
许伯强
论

luoying@ujs.edu.cn

2. 非线性动力学与控制及其应用

毕勤胜

qbi@ujs.edu.cn

3. 工程结构中的力学问题

刘荣桂

liurg@ujs.edu.cn

4. 微/纳米力学、多尺度力学基础
刘金兴
及测试技术
016 化学化工学院
(0511-88790187)

tbjx68@hotmail.com

12
产业教授合作导师： 刘于民、
邱健亭、邵守言、吴晓金、余
宗萍、钟华、陆敏山、郑清林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1.环境污染控制与环保新材料

bqxu@ujs.edu.cn

闫永胜

yys@ujs.edu.cn

李华明

lhm@ujs.edu.cn

谢吉民

xiejm@ujs.edu.cn

倪良

niliang@ujs.edu.cn

李春香

lcx@ujs.edu.cn

施伟东

swd1978@ujs.edu.cn

张岐

hnzq58@163.com

邱凤仙

fxqiu@126.com

陈秋云

chenqy@ujs.edu.cn

潘建明

pjm@ujs.edu.cn

王赟

yunwang@ujs.edu.cn

刘春波

liuchunbojsu@163.com

霍鹏伟

huopw@ujs.edu.cn

朱文帅

zhuws@ujs.edu.cn

8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夏杰祥
毛宝东

maobd@ujs.edu.cn

14
产业教授合作导师： 闻晓光、
Jizong Gao(高继宗)

许文荣

icls@ujs.edu.cn

钱晖

1stmmm1st@163.com

林琼

humandock11@gmail.com

朱伟

zhuwei@ujs.edu.cn

郑允文

ywzheng@hotmail.com

屠志刚

zhigangtu@ujs.edu.cn

钱炜

dwqian@yahoo.com

侯永忠

houzy@ujs.edu.cn

陈德玉

cdeyu@hotmail.com

王冬青

wangdongqing71@163.com

陆荣柱

lurz@ujs.edu.cn

齐岭

lq35@cornell.edu

李遇梅

l.yumei@aliyun.com

韩从辉

1989995447@qq.com

李晓华

joshua28li@163.com

张徐

xuzhang@ujs.edu.cn

许化溪

xuhx@ujs.edu.cn

邵启祥

shao_qx@ujs.edu.cn

王胜军

sjwjs@ujs.edu.cn

苏兆亮

szl30@yeah.net

邵世和

Shaoshihe2006@163.com

陈华标

chenhuabiao@hotmail.com

袁国跃

yuanguoyue@hotmail.com

杨鲲
3.感染性疾病与消化系统疾病的
黄新祥
基础与临床
张尤历

4.心血管疾病的基础与临床

xjx@ujs.edu.cn
wqfan@ciac.jl.cn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2.免疫性疾病的基础与临床

备注

范伟强
017 医学院
(0511-85038449，85038140)

1.干细胞与肿瘤的基础与临床

招生
人数

yangk@ujs.edu.cn
huxinx@ujs.edu.cn
zjyouli@yahoo.com

徐岷

peterxu1974@163.com

尹俊

yin912@126.com

严金川
9

yanjinchuan@hotmail.com

专业代码、名称
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招生
人数

备注

周红

hongzhou0123@163.com

芮涛

ruitaozj@yahoo.com

5.创伤性疾病的基础与临床

孙炳伟

sunbinwei@hotmail.com

6.血液病的基础与临床

许文林

xwl0806@163.com

郑其平

qp_zheng@hotmail.com

钱军

qanjun0007@sina.com

7.药物作用的基础与临床

徐希明

xuxm@ujs.edu.cn

余江南

yjn@ujs.edu.cn

高静
刘晗青

jinggao@ujs.edu.cn
hanqingliucz@gmail.com

符号说明：★—表示我校在该一级学科拥有国家二级重点学科； *—表示兼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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