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代码 学院 导师 电子信箱
001 建筑学院 Leatherbarrow leatherb@design.upenn.edu001 建筑学院 Leatherbarrow leatherb@design.upenn.edu
001 建筑学院 陈薇 cw1212@seu.edu.cn
001 建筑学院 成玉宁 cyn999@126.com
001 建筑学院 程泰宁 ctn@acctn.com
001 建筑学院 淳庆 cqnj1979@163.com
001 建筑学院 戴航(兼) hansdai@sina.com.cn
001 建筑学院 段进 seduanjin@263.net
001 建筑学院 韩冬青 handongqing_seu@sina.com
001 建筑学院 冷嘉伟 jw leng@seu edu cn001 建筑学院 冷嘉伟 jw_leng@seu.edu.cn
001 建筑学院 李百浩 libaihaowh@sina.com
001 建筑学院 李飚 jz_studio@126.com
001 建筑学院 李华 hua831@yahoo.com
001 建筑学院 孟建民(兼) mjmgf@vip.163.com
001 建筑学院 闵鹤群 hqmin@seu.edu.cn
001 建筑学院 鉾井修一 hokoi@archi.kyoto-u.ac.jp
001 建筑学院 石邢 shixing_seu@163.com

建筑学院 建国001 建筑学院 王建国 wjg-cw@seu.edu.cn
001 建筑学院 王晓俊 xjworking@163.com
001 建筑学院 王兴平 wxpsx2000@sina.com
001 建筑学院 吴晓 seuwxiao9999@163.com
001 建筑学院 夏铸九 hchujoe@ntu.edu.tw
001 建筑学院 阳建强 yjqseuud@126.com
001 建筑学院 杨俊宴 yjy-2@163.com
001 建筑学院 张宏 zhangh555@aliyun.com001 建筑学院 张宏 zhangh555@aliyun.com
001 建筑学院 张彤 dlab@vip.sina.com
001 建筑学院 郑炘 przheng@163.com
001 建筑学院 周琦 zhouqiseu@126.com
001 建筑学院 周颖 zhouying@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毕可东 kedongbi@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陈善广(兼) shanguang_chen@126.com
002 机械工程学院 陈云飞 yunfeichen@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陈震 zhenchen@seu edu cn002 机械工程学院 陈震 zhenchen@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费庆国 qgfei@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韩良 melhan@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贾民平 mpjia@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蒋书运 jiangshy@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李普 seulp@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刘磊 liulei@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罗翔 luox@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倪中华 nzh2003@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沙菁? major212@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史金飞(兼) shijf@njit.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帅立国 liguo.shuai@126.com
002 机械工程学院 苏春 suchun@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孙蓓蓓 bbsun@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汤文成 tangwc@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王建立 wangjianli@seu edu cn002 机械工程学院 王建立 wangjianli@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王兴松 xswang@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幸研 xingyan@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许飞云 fyxu@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薛澄岐 ipd_xcq@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杨决宽 yangjk@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易红 nzh2003@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殷国栋 ygd@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张辉 101012297@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张建润 zhangjr@seu.edu.cn002 机械工程学院 张建润 zhangjr@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张艳 zhangyaner@163.com
002 机械工程学院 张志胜 oldbc@seu.edu.cn
002 机械工程学院 周一帆 yfzhou1981@163.com
002 机械工程学院 周忠元 zyzhou@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贲昊玺 benhaoxi@163.com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蔡亮 cailiang@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陈晓平 xpchen@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陈亚平 ypgchen@sina com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陈亚平 ypgchen@sina.com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陈永平(兼) ypchen@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陈振乾 zqchen@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邓艾东 dnh@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段伦博 duanlunbo@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段钰锋 yfduan@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归柯庭 ktgui@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黄亚继 heyyj@seu.edu.cn

能源与环境学院 金保昇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金保昇 bsjin@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李舒宏 equart@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李先宁 lxn@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李益国 lyg@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梁财 liangc@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梁彩华 caihualiang@163.com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陆勇 ly@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吕剑虹 jhlv@seu.edu.cn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吕剑虹 jhlv@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吕锡武 xiwulu@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马隆龙(兼) mall@ms.giec.ac.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潘蕾 panlei@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钱华 qianh@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邵应娟 yjshao@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沈德魁 101011398@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沈炯 shenj@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沈来宏 lhshen@seu edu cn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沈来宏 lhshen@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盛昌栋 c.d.sheng@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司风琪 fqsi@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宋敏 minsong@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苏志刚 zhigangsu@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佟振博 z.tong@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王军 101010980@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王培红 phwang@seu.edu.cnp g@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向文国 wgxiang@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肖睿 ruixiao@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熊源泉 yqxiong@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许传龙 chuanlongxu@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杨建刚 jgyang@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杨林军 ylj@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殷勇高 y.yin@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余艾冰 abyu@seu edu cn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余艾冰 abyu@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余冉 yuran@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张程宾 cbzhang@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张会岩 hyzhang@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张军 junzhang@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张小松 rachpe@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张亚平 amflora@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张耀明 wj-jw@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赵伶玲 101010743@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钟文琪 wqzhong@seu.edu.cn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钟文琪 wqzhong@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仲兆平 zzhong@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周宾 101011134@seu.edu.cn
003 能源与环境学院 朱光灿 gc-zhu@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曹振新 caozx@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继新 jxchen@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明 chenmi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莹梅 njcym@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志宁(兼) eleczn@nus edu sg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志宁(兼) eleczn@nus.edu.sg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程强 qiangche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崔铁军 tjcui@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丁峙 zding.ucdavis@gmail.com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樊祥宁 xnfan@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方世良 slfa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西奇 xqgao@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郝张成 zchao@seu.edu.cn

信息科学与 程学院 衡伟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衡伟 whe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洪伟 weiho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胡庆生 qshu@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胡三明 101012000@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华光 huagua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风义 fyhua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永明 huangym@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蒋卫祥 wxjiang@emfield.org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蒋卫祥 wxjiang@emfield.org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蒋之浩 101012072@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金石 jinshi@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康维 wka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春国 chunguoli@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文渊 lwy555@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智群 zhiqunli@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楠 nanliu@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陆军 2992577646@qq com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陆军 2992577646@qq.com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陆卫兵 wblu@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马慧锋 hfma@emfield.org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孟洪福 menghongfu@163.com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孟桥 mengqiao@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潘志文 pzw@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裴文江 wjpei@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盛彬 sbdtt@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宋铁成 songtc@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忠良 zlsun@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汪茂(兼) wang_mao_wnmc@163.com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承祥 chxwang@hotmail.com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东明 wangdm@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海明 hmwa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家恒 jhwa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俊波 jbwang@seu edu cn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俊波 jbwa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桥 qiaowa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炎 yanwa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柯 wuke@grmes.polymti.c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夏亦犁 yili_xia@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金平 jpxu@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平平 xpp@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许威 wxu@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非 yangfei@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绿溪 lxyang@seu.edu.cn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绿溪 lxya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殷晓星 101010074@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尤肖虎 xhyu@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余旭涛 yuxutao@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华 huazha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婧婧 zhangjingji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在琛 zczha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赵春明 cmzhao@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赵涤燹 101011948@seu edu cn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赵涤燹 101011948@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赵洪新 hxzhao@emfield.org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赵力 zhaoli@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赵新胜 xszhao@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郑军 junzhe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郑文明 wenming_zheng@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健义 jyzhou@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敏 minzhu@seu.edu.cn

信息科学与 程学院 朱晓维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晓维 xwzhu@seu.edu.cn
00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邹采荣(兼) cairong@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Mohammad Noori mohammadnoori@gmail.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蔡建国 caijg_ren@126.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陈锦祥 chenjpaper@yahoo.co.jp
005 土木工程学院 陈忠范 37060843@qq.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戴国亮 daigl@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邓琳 dlwhu@163.com005 土木工程学院 邓琳 dlwhu@163.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邓小鹏 dxp@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丁汉山 hsding@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丁幼亮 civilding@163.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范圣刚 101010393@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冯健 fengjian@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冯若强 hitfeng@163.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傅大放 fdf@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龚维明 wmgong@seu edu cn005 土木工程学院 龚维明 wmgong@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郭力 lguo@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郭彤 guotong@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郭小明 xmguo@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郭正兴 guozx195608@126.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何磊 helei_civil@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何小元 mmhxy@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黄娟 seu_070703@163.com黄 _ @
005 土木工程学院 惠卓 xizhuoxian@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靳慧 jinhui@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李爱群(兼) aiqunli@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李德智 njldz@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李建春 jcli@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李启明 njlqming@163.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李维滨 liwb@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李霞 xia li@hotmail com005 土木工程学院 李霞 xia_li@hotmail.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李兆霞 zhxli@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梁书亭 stliang@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刘伟庆(兼) wqliu@njtech.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刘钊 mr.liuzhao@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陆金钰 davidjingyu@gmail.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陆勇(兼) 44629416@qq.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罗斌 seurobin@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糜长稳 mi@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缪长青 chqmiao@163.com005 土木工程学院 缪长青 chqmiao@163.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潘金龙 cejlpan@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秦顺全(兼) qsq@Ztmbec.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邱洪兴 101000854@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舒赣平 shuganping@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孙越 sycyseu@163.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万春风 chunfengwan@gmail.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汪昕 xinwang@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王春林 chunlin@seu edu cn005 土木工程学院 王春林 chunlin@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王浩 wanghao1980@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王景全 wangjingquan@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吴刚 g.wu@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吴京 seuwj@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吴智深 zswu@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徐赵东 xuzhdgyq@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杨才千 ycqjxx@seu.edu.cn

土木 程学院 杨福俊005 土木工程学院 杨福俊 yang-fj@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杨小丽 yangxiaoli@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袁竞峰 101011337@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张继文 jwzhang51@qq.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张建 jian@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张晋 zhangjin@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张喜刚(兼) zhangxigang@hpdi.com.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张志强 zzq1969@seu.edu.cn005 土木工程学院 张志强 zzq1969@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赵才其 1298935370@qq.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赵坚 jian.zhao@monash.edu
005 土木工程学院 周臻 seuhj@163.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朱虹 101010656@seu.edu.cn
005 土木工程学院 庄妍 joanna_zhuang@163.com
005 土木工程学院 宗周红 zongzh@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崔一平 cyp@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单建安(兼) eesin@ust hk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单建安(兼) eesin@ust.hk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单伟伟 wwshan@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丁德胜 dds@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顾兵 gubing@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韩磊 hanlei@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庆安 hqa@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晓东 xdhuang@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雷双瑛 lsy@seu.edu.cny@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雷威 lw@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青 liqing@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廖小平 xpliao@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娄朝刚 lcg@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陆生礼 lsl@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吕昌贵 changguilu@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聂萌 m_nie@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秦明 mqin@seu edu cn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秦明 mqin@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芮光浩 ghrui@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尚金堂 jshang@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时龙兴 lxshi@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立涛 slt@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伟锋 swffrog@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屠彦 tuyan@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万能 wn@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汪正平(兼) cpwong@cuhk.edu.hk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保平 wbp@seu.edu.cn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保平 wbp@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春雷 wangchl@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琦龙 101011047@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著元 wangzy@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建辉 wjh@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夏军 xiajun@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肖金标 jbxiao@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峰 xf@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申 xus@seu edu cn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申 xus@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春 yangchun@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军 dragon@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尹奎波 yinkuibo@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恽斌峰 ybf@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家雨 jyzhang@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萌 zmeng@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彤 tzhang@seu.edu.cn

电子科学与 程学院 张晓兵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晓兵 bell@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雄 zxbell@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雄(外籍) xzhang62@yahoo.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赵志伟 zhao_zw@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再发 zfzhou@seu.edu.cn
00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利 li-zhu@seu.edu.cn
007 数学学院 曹进德 jdcao@seu.edu.cn
007 数学学院 曹婉容 wrcao@seu.edu.cn007 数学学院 曹婉容 wrcao@seu.edu.cn
007 数学学院 陈建龙 jlchen@seu.edu.cn
007 数学学院 关秀翠 xcguan@163.com
007 数学学院 李铁香 txli@seu.edu.cn
007 数学学院 李玉祥 lieyx@seu.edu.cn
007 数学学院 梁金玲 jinlliang@seu.edu.cn
007 数学学院 林文松 wslin@seu.edu.cn
007 数学学院 刘继军 jjliu@seu.edu.cn
007 数学学院 刘庆山 qsliu@seu edu cn007 数学学院 刘庆山 qsliu@seu.edu.cn
007 数学学院 卢剑权 jqluma@gmail.com
007 数学学院 聂小兵 xbnie@seu.edu.cn
007 数学学院 孙志忠 zzsun@seu.edu.cn
007 数学学院 唐达林 dtang@wpi.edu
007 数学学院 王冠军 wgjmath@163.com
007 数学学院 王海兵 hbwang@seu.edu.cn
007 数学学院 王栓宏 shuanhwang@seu.edu.cng@
007 数学学院 温广辉 ghwen@seu.edu.cn
007 数学学院 徐君祥 xujun@seu.edu.cn
007 数学学院 余星火 x.yu@seu.edu.cn
007 数学学院 虞文武 wwyu@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曹进德 jdcao@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曹向辉 xhcao@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柴琳 chailin_1@163.com
008 自动化学院 陈杨杨 yychen@seu edu cn008 自动化学院 陈杨杨 yychen@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达飞鹏 dafp@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盖绍彦 qxxymm@163.com
008 自动化学院 郭雷(兼) lguo@buaa.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李俊 j.li@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李奇(兼) liqi@jstd.gov.cn
008 自动化学院 李世华 lsh@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李新德 xindeli@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路小波 xblu@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钱堃 kqian@seu.edu.cn008 自动化学院 钱堃 kqian@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孙长银 cysun@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田玉平 yptian@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汪峥 wangz@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魏海坤 hkwei@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武玉强(兼) yu_qiang_wu@126.com
008 自动化学院 严洪森 hsyan@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杨俊 yangjun2882700@163.com
008 自动化学院 杨万扣 wkyang@seu edu cn008 自动化学院 杨万扣 wkyang@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余星火 x.yu@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翟军勇 jyzhai@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张凯锋 kaifengzhang@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张侃健 kjzhang@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张亚 yazhang@seu.edu.cn
008 自动化学院 章国宝 guobaozh@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Jean Louis COATRIEUX jean-louis.coatrieux@univ-rennes1.fr

计算机科学与 程学院 陈阳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阳 chenyanglist@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东方 fdong@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志强 zqgao@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耿新 xgeng@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郭百宁(兼) bainguo@microsoft.com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何田 tianhe@umn.edu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姜龙玉 JLY@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蒋嶷川 yjiang@seu.edu.cn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蒋嶷川 yjiang@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宝生(兼) baoshli1963@163.com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必信 bx.li@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小平 xpli@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幼平 liyp@cae.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波 bliu@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肖凡 xfliu@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罗军舟 jluo@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罗立民 luo list@seu edu cn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罗立民 luo.list@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倪巍伟 wni@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戚晓芳 xfqi@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漆桂林 gqi@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芮勇(兼) yongrui@lenovo.com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沈军 junshen@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舒华忠 shu.list@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宋爱波 absong@seu.edu.cng@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汪芸 ywang_cse@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红兵 hbw@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巍炜 weiweiwu@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薛晖 hxue@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冠羽 yang.list@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明 yangming2002@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敏灵 zhangml@seu.edu.cn
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德宇 d zhou@seu edu cn00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德宇 d.zhou@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陈世华 cshua@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董帅 sdong@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董正高 zgdong@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范吉阳 jyfan@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郭昊 guohao.ph@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蒋维洲 wzjiang@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吕俊鹏 phyljp@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吕准 zhunlu@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倪振华 zhni@seu.edu.cn010 物理学院 倪振华 zhni@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邱腾 tqiu@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施智祥 zxshi@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汪军 jwang@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王金兰 jlwang@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邢定钰(兼) dyxing@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徐春祥 xcxseu@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徐明祥 mxxu@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徐庆宇 xuqingyu@seu edu cn010 物理学院 徐庆宇 xuqingyu@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杨文星 wenxingyang2@126.com
010 物理学院 叶巍 yewei@seu.edu.cn
010 物理学院 翟亚 yazhai@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巴龙 balong@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白云飞 whitecf@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陈扬 yc@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陈战 101011469@seu.edu.cn

生物科学与医学 程学院 邓慧华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邓慧华 dengrcls@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葛丽芹 lqge@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葛芹玉 geqinyu@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顾宁 guning@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顾万君 WanjunGu@Gmail.com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顾忠泽 gu@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何农跃 nyhe@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何思渊 siyuan he@seu.edu.cn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何思渊 siyuan_he@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黄宁平 nphuang@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吉民 minji888@hotmail.com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姜晖 sungi@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康学军 xjkang64@163.com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李志勇 101011308@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刘宏 liuh@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刘宏德 liuhongde@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刘全俊 lqj@seu edu cn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刘全俊 lqj@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卢青 luq@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卢晓林 lxl@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陆祖宏 zhlu@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吕晓迎 luxy@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彭汉川 hanchuanpeng@gmail.com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钱卫平 wqian@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孙剑飞 230049204@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孙清江 sunqj@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孙啸 xsun@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唐达林 dtang@wpi.edu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陶纬国 taow@purdue.edu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王海贤 hxwang@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王进科 wangjinke@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王雪梅 xuewang@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韦钰 yw rces@vip 163 com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韦钰 yw.rces@vip.163.com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吴富根 wufg@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夏强 xiaq@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肖鹏峰 xiaopf@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肖忠党 zdxiao@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熊非 xiongfei@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徐春祥 xcxseu@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徐华 huaxu@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杨芳 yangfang2080@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禹东川 dcyu@seu.edu.cn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禹东川 dcyu@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张天柱 zhangtianzhu@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张宇 zhangyu@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赵祥伟 xwzhao@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赵远锦 yjzhao@seu.edu.cn
011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郑文明 wenming_zheng@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曾桥石 qiaoshizeng@gmail.com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曾宇乔 zyuqiao@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锋 fengchen@seu edu cn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锋 fengchen@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惠苏 chenhs@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坚 101011548@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储成林 clchu@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丁辉 dinghui@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董寅生 dongys@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方峰 fangfeng@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建明 jmgao@seu.edu.cn

材料科学与 程学院 郭丽萍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郭丽萍 101011097@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郭新立 guo.xinli@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蒋建清(兼) tuyiyou@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蒋金洋 jinyangjiang@163.com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敏 limin.li@163.com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廖恒成 hengchengliao@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加平 ljp@cnjsjk.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玉付 yfliu@seu.edu.cn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玉付 yfliu@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缪昌文 mcw@cnjsjk.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潘钢华 ghpan@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潘冶 panye@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钱春香 cxqian@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邵起越 qiyueshao@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沈宝龙 blshen@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正明 szm19104@163.com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陶立 nanovdw@163 com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陶立 nanovdw@163.com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涂益友 tuyiyou@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万克树 keshuwan@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继刚 wangjigang@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增梅 zmwangster@gmail.com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薛烽 xuefeng@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于金 yujin@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余新泉 x.q.yu@163.comq y @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亚梅 ymzhang@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友法 yfzhang@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云升 zhangys279@163.com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健 jethro@seu.edu.cn
01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鸣芳 zhumf@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陈良华 lianghua_c@vip.163.com
014 经济管理学院 陈淑梅 csm@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陈伟达 cwd@seu edu cn014 经济管理学院 陈伟达 cwd@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陈志斌 seuczb@126.com
014 经济管理学院 杜运周 duyunzhou_2000@sina.com
014 经济管理学院 何建敏 hejianmin@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何勇 hy@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胡汉辉 huhh@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华生(兼) huasheng@vip.sohu.net
014 经济管理学院 李廉水(兼) llsh@nuist.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李守伟 lishouwei@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李四杰 sjli@seu.edu.cn014 经济管理学院 李四杰 sjli@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刘晓星 starsunmoon198@163.com
014 经济管理学院 刘新旺 xwliu@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刘修岩 lxiuyan320@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吕鸿江 luj602@163.com
014 经济管理学院 梅姝娥 meishue@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邱斌 qiubin@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邵军 shaojun961@163.com
014 经济管理学院 舒嘉 tliapshujia@yahoo com014 经济管理学院 舒嘉 tliapshujia@yahoo.com
014 经济管理学院 唐攀 pantang@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王海燕 hywang@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王文平 wpwang@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吴斌 101007032@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吴利华 wulihua111@126.com
014 经济管理学院 吴芃 wupeng76@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吴应宇(兼) 10100187@seu.edu.cn

经济管 学院 徐盈之014 经济管理学院 徐盈之 xuyingzhi@hotmail.com
014 经济管理学院 徐泽水(兼) xuzeshui@263.net
014 经济管理学院 薛巍立 wlxue1981@gmail.com
014 经济管理学院 岳书敬 yueshujing@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张玉林 zhangyl@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赵林度 ldzhao@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仲伟俊 zhongweijun@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周勤 zhaoqin63@seu.edu.cn014 经济管理学院 周勤 zhaoqin63@seu.edu.cn
014 经济管理学院 庄亚明 101010407@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陈武 chenwu@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陈中 zhongchen@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程明 mcheng@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邓富金 dfjqfa@163.com
016 电气工程学院 窦晓波 dxb_2001@sina.com
016 电气工程学院 樊英 vickifan@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房淑华 shfang@seu edu cn016 电气工程学院 房淑华 shfang@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高丙团 gaobingtuan@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高赐威 ciwei.gao@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高山 shangao@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顾伟 wgu@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胡敏强(兼) mqhu@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胡仁杰 hurenjie@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花为 huawei1978@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黄学良 xlhuang@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黄允凯 huangyk@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蒋玮 jiangwei@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金龙 jinlong@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李扬 li_yang@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林鹤云 hyling@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林明耀 mylin@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陆于平 luyuping@seu edu cn016 电气工程学院 陆于平 luyuping@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马伟明(兼) ma601901@vip.163.com
016 电气工程学院 曲小慧 xhqu@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汤奕 tangyi@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王蓓蓓 wangbeibei@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王政 zwang@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吴在军 zjwu@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肖华锋 xiaohf@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徐青山 xuqingshan@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薛禹胜(兼) tangyi@seu.edu.cn016 电气工程学院 薛禹胜(兼) tangyi@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余海涛 htyu@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张建忠 jiz@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赵剑锋 jianfeng_zhao@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郑建勇 jy_zheng@seu.edu.cn
016 电气工程学院 周赣 zhougan2002@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程林 lcheng@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丁收年 snding@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付大伟 dawei@seu edu cn019 化学化工学院 付大伟 dawei@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付德刚 fudegang@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付国东 fuguodong@gmail.com
019 化学化工学院 苟少华 sgou@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顾忠泽 gu@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黄凯 huangk@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吉远辉 yuanhui.ji@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姜勇 yj@seu.edu.cn

化学化 学院 李新松019 化学化工学院 李新松 lixs@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廖志新 zxliao@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李全 qli1@kent.edu
019 化学化工学院 林保平 lbp@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刘松琴 liusq@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娄永兵 louyongbing@gmail.com
019 化学化工学院 骆培成 luopeicheng@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祁争健 qizhengjian@sohu.com019 化学化工学院 祁争健 qizhengjian@sohu.com
019 化学化工学院 任丽丽 liliren@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孙柏旺 chmsunbw@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孙岳明 sun@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王明亮 wangmlchem@263.net
019 化学化工学院 王雪梅 xuewang@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王怡红 yihongwang@seu.edu.c
019 化学化工学院 王志飞 zfwang@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王育乔 yqwang@seu edu cn019 化学化工学院 王育乔 yqwang@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卫伟 wei_wei98@163.com
019 化学化工学院 吴东方 dfwu@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肖国民 xiaogm@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谢一兵 ybxie@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熊仁根 xiongrg@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杨洪 yangh@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游雨蒙 youyumeng@seu.edu.cny y g@
019 化学化工学院 叶琼 yeqiong@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张闻 zhangwen@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张一卫 zhangchem@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张久洋 jiuyang@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张毅 yizhang1980@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张袁健 Yuanjian.Zhang@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周建成 jczhou@seu.edu.cn
019 化学化工学院 周钰明 fchem@163 com019 化学化工学院 周钰明 fchem@163.com
019 化学化工学院 诸海滨 zhuhaibin@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蔡国军 focuscai@163.com
021 交通学院 陈峻 chenjun@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陈淑燕 chenshuyan@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陈先华 chenxh@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陈学武 chenxuewu@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陈一梅 chenyimei@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程建川 jccheng@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程琳 GIST@seu.edu.cn021 交通学院 程琳 GIST@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邓永锋 noden@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董侨 qiaodong@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杜广印 guangyin@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杜延军 duyanjun@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高成发 gaochfa@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高英 gy@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顾兴宇 guxingyu1976@163.com
021 交通学院 郭建华 seugjh@163 com021 交通学院 郭建华 seugjh@163.com
021 交通学院 过秀成 seuguo@163.com
021 交通学院 何杰 hejie@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洪振舜 zshong@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胡伍生 13705151633@163.com
021 交通学院 胡晓健 huxiaojian@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黄侨 qhuanghit@126.com
021 交通学院 黄卫 hhgwei2005@126.com

交通学院 黄晓明021 交通学院 黄晓明 huangxm@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季彦婕 jiyanjie@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李铁柱 litiezhu@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李文权 wenqli@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李志斌 lizhibin@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刘攀 liupan@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刘松玉 liusy@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刘志彬 seulzb@seu.edu.cn021 交通学院 刘志彬 seulzb@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刘志远 leakeliu@163.com
021 交通学院 陆建 Lujian_1972@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罗桑 101011363@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马涛 matao@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缪林昌 Lc.miao@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倪富健 nifujian@gmail.com
021 交通学院 潘玉利(兼) panyuli@roadmaint.com
021 交通学院 钱振东 qianzd@seu edu cn021 交通学院 钱振东 qianzd@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冉斌 bran@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任刚 rengang@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沈永俊 shenyongjun@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谭华春 tanhc00@qq.com
021 交通学院 童立元 101010519@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万水 lanyu421@163.com
021 交通学院 王昊 haowang@seu.edu.cng@
021 交通学院 王克海(兼) kehaiwang@263.net
021 交通学院 王炜 wangwei@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王文炜 wangwenwei@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翁永玲 wengyongling@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夏井新 xiajingxin@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项乔君 xqj@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徐宿东 sudongxu@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杨军 101004802@seu edu cn021 交通学院 杨军 101004802@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杨敏 yangmin@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叶智锐 yezhirui@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于斌 yb@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于先文 njyxw@sina.com
021 交通学院 张国柱 zhanggz@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张磊 lei800@163.com
021 交通学院 张永 zhangyong@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章定文 zhangdw@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赵永利 yl.zhao@seu.edu.cn021 交通学院 赵永利 yl.zhao@seu.edu.cn
021 交通学院 朱志铎 zhuzhiduo63@sohu.com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蔡体菁 caitij@seu.edu.cn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曾洪 hzeng@seu.edu.cn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熙源 chxiyuan@seu.edu.cn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程向红 xhcheng@seu.edu.cn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房建成(兼) fangjiancheng@buaa.edu.cn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宏生 hsli@seu.edu.cn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建清(兼) ljq@seu edu cn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建清(兼) ljq@seu.edu.cn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旭 lixu.mail@163.com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澄玉 chengyu@seu.edu.cn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锡祥 scliuseu@163.com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潘树国 psg@seu.edu.cn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秦文虎 qinwenhu@seu.edu.cn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宋爱国 a.g.song@seu.edu.cn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爱民 wangam@seu.edu.cn

仪器科学与 程学院 立辉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立辉 wlhseu@163.com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庆 w3398a@263.net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涓 juanwuseu@seu.edu.cn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夏敦柱 xiadz_1999@163.com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晓苏 xxs@seu.edu.cn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严如强 ruqiang@seu.edu.cn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波 yangbo20022002@163.com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功流(兼) bhu17-yang@139.com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功流(兼) bhu17 yang@139.com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广军 gjzhang@seu.edu.cn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涛 ztandyy@163.com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彤 tzhang@seu.edu.cn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为公 zhangwg@seu.edu.cn
022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赵立业 liyezhao@seu.edu.cn
025 法学院 陈洪兵 chenhongbing06@tsinghua.org.cn
025 法学院 崔晓静(兼) xjcui1975@126.com
025 法学院 龚向和 gongxianghe@163 com025 法学院 龚向和 gongxianghe@163.com
025 法学院 李川 sanshulee@163.com
025 法学院 刘艳红 13770752525@163.com
025 法学院 孟鸿志 menghongzhi@sina.com
025 法学院 欧阳本祺 15195966780@163.com
025 法学院 钱小平 xiaoping770104@163.com
025 法学院 汪进元 wangjinyuan55@163.com
025 法学院 肖冰 1417651105@qq.com@qq
025 法学院 于立深 dueprocess@163.com
025 法学院 张明楷(兼) thezmk@mail.tsinghua.edu.cn
025 法学院 张卫平(兼) lawzhch@mail.tsinghua.edu.cn
025 法学院 周佑勇 youyongzhou@yahoo.com.cn
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柴人杰 renjiec@seu.edu.cn
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巢杰 chaojie@seu.edu.cn
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方明 mfang2008@gmail.com
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韩俊海 junhaihan@seu edu cn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韩俊海 junhaihan@seu.edu.cn
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林承棋 cqlin@seu.edu.cn
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刘莉洁 liulijie1973@163.com
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刘向东 xiangdongliu@seu.edu.cn
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陆巍 luwei@seu.edu.cn
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罗卓娟 zjluo@seu.edu.cn
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毛晓华 xmao@seu.edu.cn
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潘玉峰 pany@seu.edu.cn



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王苏 wangsu@seu.edu.cn
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武秋立 qlwu@seu.edu.cn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武秋立 qlwu@seu.edu.cn
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谢维 wei.xie@seu.edu.cn
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张建琼 zhjq@seu.edu.cn
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赵春杰 zhaocj@seu.edu.cn
040 生命科学研究院 周子凯 101011445@seu.Edu.cn
042 公共卫生学院 巢健茜 chaoseu@163.com
042 公共卫生学院 陈瑞 101011816@seu.edu.cn
042 公共卫生学院 胡志斌(兼) zhibin_hu@njmu.edu.cn
042 公共卫生学院 金辉 jinhui hld@163 com042 公共卫生学院 金辉 jinhui_hld@163.com
042 公共卫生学院 康学军 xjkang64@163.com
042 公共卫生学院 梁戈玉 lianggeyu@163.com
042 公共卫生学院 刘冉 ranliu@seu.edu.cn
042 公共卫生学院 浦跃朴 yppu@seu.edu.cn
042 公共卫生学院 沈洪兵(兼) hbshen@njmu.edu.cn
042 公共卫生学院 沈孝兵 xbshen@seu.edu.cn
042 公共卫生学院 孙桂菊 gjsun@seu.deu.cn

公共 生学院 唐萌042 公共卫生学院 唐萌 tm@seu.edu.cn
042 公共卫生学院 王蓓 wangbeilxb@seu.edu.cn
042 公共卫生学院 王大勇 dayongw@seu.edu.cn
042 公共卫生学院 卫平民 mpw1963@126.com
042 公共卫生学院 许茜 q_xu68@163.com
042 公共卫生学院 薛玉英 xueshijp@gmail.com
042 公共卫生学院 尹立红 lhyin@seu.edu.cn
042 公共卫生学院 张娟 101011288@seu.edu.cn042 公共卫生学院 张娟 101011288@seu.edu.cn
044 医学院 柏峰 baifeng515@126.com
044 医学院 巢杰 chaojie@seu.edu.cn
044 医学院 陈宝安 cba8888@hotmail.com
044 医学院 陈立娟 chenlijuan@seu.edu.cn
044 医学院 陈陆馗 neuro_clk@hotmail.com
044 医学院 陈明 mingchen0712@seu.edu.cn
044 医学院 陈平圣 chenps@seu.edu.cn
044 医学院 陈鑫(兼) stevecx1@163.com044 医学院 陈鑫(兼)
044 医学院 窦骏 njdoujun@seu.edu.cn
044 医学院 樊红 fanh@seu.edu.cn
044 医学院 高大庆 dgao2@yahoo.com
044 医学院 葛峥 gezheng2008@163.com
044 医学院 郭凤梅 fmguo2003@139.com
044 医学院 郭金和 jinheguo@sina.com
044 医学院 郭怡菁 975607384@qq.com@qq
044 医学院 贺林(兼) helinhelin3@163.com
044 医学院 胡娅莉(兼) yali_hu@hotmail.com
044 医学院 黄培林 hpl@seu.edu.cn
044 医学院 嵇振岭 zlji@vip.sina.com
044 医学院 季勇(兼) yongji@njmu.edu.cn
044 医学院 金保方 hexiking@126.com
044 医学院 居胜红 jsh0836@126.com
044 医学院 孔祥清(兼) kongxq@njmu edu cn044 医学院 孔祥清(兼) kongxq@njmu.edu.cn
044 医学院 李玲 li-ling76@hotmail.com
044 医学院 李淑锋 shufengli@seu.edu.cn
044 医学院 李维勤(兼) liweiqindr@vip.163.com
044 医学院 刘必成 liubc64@163.com
044 医学院 刘玲 liulingdoctor@126.com
044 医学院 刘乃丰 liunf@seu.edu.cn
044 医学院 刘培党 seulpd@163.com



044 医学院 刘志红(兼) zhihong--liu@hotmail.com
044 医学院 陆军 lujun@medmail.com.cn044 医学院 陆军 lujun@medmail.com.cn
044 医学院 吕林莉 lvlinli2000@hotmail.com
044 医学院 吕凌(兼) lvling@njmu.edu.cn
044 医学院 马根山 magenshan@hotmail.com
044 医学院 马坤岭 mmkkll@hotmail.com
044 医学院 邱海波 haiboq2000@163.com
044 医学院 任建安(兼) jan@medmail.com.cn
044 医学院 任庆国 renqingguo1976@163.com
044 医学院 芮云峰 ruiyunfeng@126 com044 医学院 芮云峰 ruiyunfeng@126.com
044 医学院 沈传来 chuanlaishen@seu.edu.cn
044 医学院 沈艳飞 yanfei.shen@seu.edu.cn
044 医学院 沈杨 shenyang@seu.edu.cn
044 医学院 施瑞华 ruihuashi@126.com
044 医学院 宋勇 yong_song6310@yahoo.com
044 医学院 孙倍成(兼) sunbc@njmu.edu.cn
044 医学院 孙凌云 lingyunsun2001@yahoo.com.cn

医学院 孙子林044 医学院 孙子林 sunzilin1963@126.com
044 医学院 汤成春 tangchengchun@medmail.com.cn
044 医学院 汤日宁 trnvictory77@163.com
044 医学院 唐秋莎 panyixi-tqs@163.com
044 医学院 滕皋军 gjteng@vip.sina.com
044 医学院 王彩莲 wangcailian65@hotmail.com
044 医学院 王立新 lxwang@seu.edu.cn
044 医学院 王少华 gyjwsh@gmail.com044 医学院 王少华 gyjwsh@gmail.com
044 医学院 王书奎(兼) shukwang@163.com
044 医学院 王学浩(兼) wangxh@njmu.edu.cn
044 医学院 王尧 wang_yao100@163.com
044 医学院 吴国球 nationball@163.com
044 医学院 吴小涛 wuxiaotaospine@seu.edu.cn
044 医学院 夏洪平(兼) xiahongping@njmu.edu.cn
044 医学院 谢春明 chmxie@163.com
044 医学院 闫福岭 yanfuling218@163 com044 医学院 闫福岭 yanfuling218@163.com
044 医学院 杨建军 jianjunyang1971@163.com
044 医学院 杨毅 yiyiyang2004@163.com
044 医学院 姚红红 101011704@seu.edu.cn
044 医学院 姚玉宇 yaoyuyunj@hotmail.com
044 医学院 于振坤(兼) yuzk@njtrh.org
044 医学院 余卫平 wpylg@hotmail.com
044 医学院 袁勇贵 yygylh2000@sina.comyygy @
044 医学院 张爱华(兼) zhaihua@njmu.edu.cn
044 医学院 张海军 zhanghaijunseu@163.com
044 医学院 张晓良 tonyxlz@163.com
044 医学院 张业伟 zhangyewei@njmu.edu.cn
044 医学院 张志珺 janemengzhang@vip.163.com
044 医学院 赵伟(兼) zhaowei195612@163.com
044 医学院 周家华 zhoujH@seu.edu.cn
044 医学院 朱丽娟 lijuan zhu2004@126 com044 医学院 朱丽娟 lijuan_zhu2004@126.com
044 医学院 朱维铭 juwiming@126.com
0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美华 mhchen123@126.com
0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晓红 gaoxh@seu.edu.cn
0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霄翔 lixiaoxiang@seu.edu.cn
0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廖小琴 liaoxiaoqin2012@163.com
0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魁 liukui5096@163.com
0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孙迎联 84518615@163.com



0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许苏明 sumingxu1107@vip.sina.com
0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叶海涛 haitaoye@126.com0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叶海涛 haitaoye@126.com
0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袁健红 pensonic@seu.edu.cn
0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袁久红 yjh@seu.edu.cn
080 人文学院 董群 dqun@sina.com
080 人文学院 樊和平 fhhp59@163.com
080 人文学院 范志军 njfzj@163.com
080 人文学院 马向真 mxznj@hotmail.com
080 人文学院 乔光辉 qghlhw@163.com
080 人文学院 王珏 wj5838@seu edu cn080 人文学院 王珏 wj5838@seu.edu.cn
080 人文学院 王珂 fjsdwk@163.com
080 人文学院 魏福明 101001804@seu.edu.cn
080 人文学院 夏保华 xiabaohua111@sina.com
080 人文学院 徐菲菲 1506047666@qq.com
080 人文学院 徐嘉 xujia-box@163.com
080 人文学院 许建良 liangxu2012@yahoo.com
080 人文学院 姚新中(兼) xinzhong.yao@kcl.ac.uk

人文学院 岳瑨080 人文学院 岳瑨 yjseu@yahoo.com.cn
080 人文学院 周琛 c_zhou2002@163.com
081 艺术学院 甘锋 fy8518585@163.com
081 艺术学院 赫云 h_y1971@163.com
081 艺术学院 季欣 michelleji_seu@hotmail.com
081 艺术学院 李蓓蕾 libeilei1014@163.com
081 艺术学院 李轶南 ynli19@163.com
081 艺术学院 龙迪勇 ldy7073@126.com081 艺术学院 龙迪勇 ldy7073@126.com
081 艺术学院 沈亚丹 ydshen@yeah.net
081 艺术学院 汪小洋 wxy333123@sina.com
081 艺术学院 王廷信 wangtingxin88@sina.com
081 艺术学院 谢建明(兼) xjm@nua.edu.cn
081 艺术学院 徐习文 xxwen_001@163.com
081 艺术学院 徐子方 dndsxzf@seu.edu.cn
081 艺术学院 郁火星 yuhuoxing663@sohu.com
085 无线通信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高西奇 xqgao@seu edu cn085 无线通信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高西奇 xqgao@seu.edu.cn
085 无线通信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洪伟 weihong@seu.edu.cn
085 无线通信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时龙兴 lxshi@seu.edu.cn
085 无线通信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尤肖虎 xhyu@seu.edu.cn
08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曹玖新 jx.cao@seu.edu.cn
08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陈立全 Lqchen@seu.edu.cn
08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程光 gcheng@njnet.edu.cn
08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东方 fdong@seu.edu.cng@
08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胡爱群 aqhu@seu.edu.cn
08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黄杰 jhuang@seu.edu.cn
08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康维 wkang@seu.edu.cn
08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李幼平 liyp@cae.cn
08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梁金玲 jinlliang@seu.edu.cn
08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林文松 wslin@seu.edu.cn
08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刘波 bliu@seu.edu.cn
08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卢剑权 jqluma@gmail com08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卢剑权 jqluma@gmail.com
08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宋爱波 absong@seu.edu.cn
08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陶军 juntao@seu.edu.cn
08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吴巍炜 weiweiwu@seu.edu.cn
08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杨明 yangming2002@seu.edu.cn
086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虞文武 wwyu@seu.edu.cn
101 建筑研究所 王彦辉 wyhbm@163.com
404 微电子学院 常昌远 ccyycc@seu.edu.cn



404 微电子学院 单伟伟 wwshan@seu.edu.cn
404 微电子学院 丁德胜 dds@seu.edu.cn404 微电子学院 丁德胜 dds@seu.edu.cn
404 微电子学院 李冰 bernie_seu@seu.edu.cn
404 微电子学院 陆生礼 lsl@seu.edu.cn
404 微电子学院 时龙兴 lxshi@seu.edu.cn
404 微电子学院 孙伟锋 swffrog@seu.edu.cn
404 微电子学院 杨军 dragon@seu.edu.cn
506 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陈峰(兼) chenfeng@njmu.edu.cn
506 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顾爱华(兼) aihuagu@njmu.edu.cn
506 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靳光付(兼) guangfujin@njmu edu cn506 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靳光付(兼) guangfujin@njmu.edu.cn
506 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孔祥清(兼) kongxq@njmu.edu.cn
506 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吕凌(兼) lvling@njmu.edu.cn
506 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 夏洪平(兼) xiahongping@njm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