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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校〔２０１７〕５５６号
　 　 副教授（９９位，２０１７年５月５日起）

曲玲玲　 周红波　 侯秀丽　 潘建梅
李天庆　 申小娟　 曾　 昆　 陈娟荣
游文华　 朱刚兵　 代　 翠　 付燕霞
柏　 金　 刘馨琳　 潘振华　 张　 源
朱跃进　 张立强　 甘淑媛　 郭立强
陈修祥　 雷利利　 李国春　 聂佳梅
汤传业　 张树培　 薛红涛　 陈　 潇
宋香梅　 张文策　 郑文怡　 高　 伟
徐培凤　 杨　 宁　 张维煜　 尹　 星
沈继锋　 欧阳琴　 张　 文　 邹　 彬
郭志明　 张存胜　 华　 静　 阮小霞
徐　 晶　 罗敏杰　 董高高　 杜瑞瑾
葛　 勇　 杨　 莹　 陈　 妤　 刘　 琼
宋敉淘　 赵爱武　 李　 真　 申　 彦
王友发　 贺　 丹　 王为东　 苗　 晴
周建再　 吴　 宁　 辛渊蓉　 徐卫东
芮蒙杰　 于亚军　 李银芳　 袁　 洁
张北镇　 毛艳枫　 史莹娟　 张伟华
李春建　 范国强　 霍　 臖　 戴雪红
吕　 冰　 阮　 立　 武翠红　 蒋传红
杨贵环　 吴秋元　 王　 刚　 杨文静
杨世兴　 吴景程　 王　 瑛　 张苗苗
王晓春　 田　 洁　 张　 敏　 王　 婷
黄　 攀　 唐巍峰　 丁　 明　 陈兵海
范　 昕　 赵国阳　 曹松梅

　 　 研究员（６位，２０１７年５月５日起）
王发根　 谈明高　 朱兴业　 李　 伟
苏华能　 陈华友

　 　 副研究员（１８位，２０１７年５月５日起）
牛湘衡　 靳黎娜　 庞胜利　 华国民
周海涛　 李洪苹　 武艳芳　 俞洋洋
司乔瑞　 王秀礼　 管美丽　 杨石榴
张玮琦　 邢德科　 欧鸣雄　 倪　 忠
储秋露　 胡朝阳
高级实验师（７位，２０１７年５月５日起）
孟敏佳　 吕　 鹏　 沈宗宝　 袁晓明
徐桂东　 施丽娟　 魏　 巍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授（１位，２０１７

年５月５日起）
陈　 权
教育管理研究研究员（１位，２０１７年

５月５日起）
石　 祥
教育管理研究副研究员（３位，２０１７

年５月５日起）
姜　 宇　 顾瑜婷　 孙月娟

　 　 副编审（２位，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４日起）
江大校〔２０１７〕５５６号

朱漪云　 郭　 欣

（撰稿人：沈　 芳）

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名单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名称 导师姓名（排名不分先后）

力学 固体力学 朱建国

机械工程
机械电子工程 姚建铨
车辆工程 蔡英凤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物理与化学 颜晓红　 曹大威

材料学 郭　 顺　 唐　 华　 徐　 东
材料加工工程 刘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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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名称 导师姓名（排名不分先后）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工程热物理 李海涛　 唐爱坤　 徐　 谦
热能工程 王　 爽

动力机械及工程 王　 攀
流体机械及工程 刘　 栋　 王　 勇

电气工程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杜　 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鲍　 煦　 陈锦富
交通运输工程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梁　 军
农业工程 农业机械化工程 陈学庚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环境科学 徐远国　 朱国兴
环境工程 刘　 军（环安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 陈秀敏　 石吉勇　 杨　 欢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 谭小力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崔凤杰　 崔海英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程发新　 罗建强　 马国建

临床医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陈敏斌　 卢红艳　 王　 锋　 王中群
夏　 圣　 张　 文（医学院）

　 　 注：标“”者为非学校本部及各附属医院的其他单位人员，聘期为四年。

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新增学术学位硕士生指导教师名单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名称 导师姓名（排名不分先后）
应用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贺　 丹　 李文超　 李丫丫　 王为东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范国强

思想政治教育 肖建国
外国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姚　 琴　 张伟华

数学
基础数学 朱茂春
应用数学 沈春雨

运筹学与控制论 朱　 红

化学
无机化学 陈　 承　 冯大千 　 管美丽

郝金辉　 曲玲玲　 王爱健
分析化学 李赫楠
物理化学 戴江栋　 黄云鹏　 李宏平　 张云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