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2年博士生招生专业目录 

学院名称：船舶工程学院   

招生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指导教师 导师联系方式 

拟招生 

人数 
招收考生语种 备注 

082401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22   

01 (全日制)船舶设计制造理论与方 
法 

 

邹劲 

夏桂华 

韩端锋 

王庆 

薛彦卓 

袁利毫 

苗玉刚 

倪宝玉 

祝海涛 

zoujing19@163.com 

xiaguihua@hrbeu.edu.cn 

handuanfeng@hrbeu.edu.cn 

wangqing@hrbeu.edu.cn 

xueyanzhuo@hrbeu.edu.cn 

yuanlihao82@163.com 

miaoyg@hrbeu.edu.cn 

nibaoyu@hrbeu.edu.cn 

zhuhaitao@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2 (全日制)船舶与海洋工程力学 

 
张阿漫 

曲先强 

王诗平 

杨娜娜 

许国冬 

李陈峰 

孙士丽 

王经博 

姚熊亮 

周学谦 

段文洋 

郭春雨 

明付仁 

缪旭弘 

权晓波 

杨建明 

任慧龙 

许维军 

胡健 

王超 

李辉 

冯国庆 

郭君 

庞福振 

马山 

zhangaman@hrbeu.edu.cn 

quxianqiang@hrbeu.edu.cn 

wangshiping@hrbeu.edu.cn 

yangnana@hrbeu.edu.cn 

xuguodong@hrbeu.edu.cn 

lichenfeng@hrbeu.edu.cn 

shili_sun@163.com 

jingbowang@hrbeu.edu.cn 

xiongliangyao@hrbeu.edu.cn 

xueqian.zhou@hrbeu.edu.cn 

duanwenyang@hrbeu.edu.cn 

guochunyu@hrbeu.edu.cn 

mingfuren2006@126.com 

miaoxuhong@aliyun.com 

xiaoboq1976@126.com 

jianming-yang@uiowa.edu 

renhuilong@263.net 

xuweijun@hrbeu.edu.cn 

hujian791018@163.com 

wangchao0104@hrbeu.edu.cn 

huili@hrbeu.edu.cn 

fgqac102@163.com 

8531039@qq.com 

pangfuzhen@hrbeu.edu.cn 

mashan01@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3 (全日制)智能海洋机器人技术 

 
苏玉民 

万磊 

张磊 

王宁 

秦洪德 

孙玉山 

李晔 

庞硕 

黄海 

廖煜雷 

王卓 

丁忠军 

王刚 

suyumin@hrbeu.edu.cn 

wanlei@hrbeu.edu.cn 

zhanglei103@hrbeu.edu.cn 

n.wang@hrbeu.edu.cn 

qinhongde@hrbeu.edu.cn 

sunyushan@hrbeu.edu.cn 

liye@hrbeu.edu.cn 

sspp27@hotmail.com 

haihus@163.com 

liaoyulei@hrbeu.edu.cn 

wangzhuo@hrbeu.edu.cn 

dzj@ndsc.org.cn 

wanggang@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4 (全日制)深海工程科学与技术 

 
孙丽萍 

lars Johanning 

戴绍仕 

盛其虎 

sunliping@hrbeu.edu.cn 

cyang@hrbeu.edu.cn 

daishaoshi@163.com 

shengqihu@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康庄 

孙科 

胡志强 

Bassam A.Younis 

马刚 

kangzhuang@hrbeu.edu.cn 

sunke@hrbeu.edu.cn 

Zhiqiang.Hu@newcastle.ac.uk 

daishaoshi@163.com 

magang@hrbeu.edu.cn 
      

080100 力学      

01 (全日制)水动力学 

 
段文洋 

郭春雨 

陈晓波 

李晔 

胡长洪 

赵彬彬 

刘恒序 

臧军 

duanwenyang@hrbeu.edu.cn 

guochunyu@hrbeu.edu.cn 

xiao-bo.chen@bureauveritas.com 

liye@hrbeu.edu.cn 

hu@riam.kyushu-u.ac.jp 

zhaobinbin@hrbeu.edu.cn 

liuhengxu@hrbeu.edu.cn 

J.Zang@bath.ac.uk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2 (全日制)高速跨介质水载荷与水 
弹道 

 

苏玉民 

姚熊亮 

suyumin@hrbeu.edu.cn 

xiongliangyao@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3 (全日制)计算流体力学 

 
郑兴 

张阿漫 

刘云龙 

zhengxing@hrbeu.edu.cn 

zhangaman@hrbeu.edu.cn 

yunlong_liu@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4 (全日制)水下爆炸与船舶冲击动 
态响应 

 

任慧龙 

 

renhuilong@263.net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学院名称：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招生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指导教师 导师联系方式 

拟招生 

人数 
招收考生语种 备注 

080100 力学   8   

01 (全日制)先进复合材料与结构力 
学 

 

吴林志 

齐辉 

张建华 

于俊卫 

刘春川 

李凤明 

宋智广 

李金强 

邹广平 

王振清 

毛继泽 

何建 

于佳 

佟丽莉 

梁文彦 

章继峰 

wulinzhi@hrbeu.edu.cn 

qihui205@sina.com 

zjh@hrbeu.edu.cn 

yujunwei@hrbeu.edu.cn 

liuchunchuan@hrbeu.edu.cn 

lifengming@hrbeu.edu.cn 

z.g.song@hrbeu.edu.cn 

lijinqiang@hrbeu.edu.cn 

zouguangping@hrbeu.edu.cn 

wangzhenqing@hrbeu.edu.cn 

maojize@hrbeu.edu.cn 

hejian@hrbeu.edu.cn 

yujiaworld@163.com 

tonglili@hrbeu.edu.cn 

liangwenyan@hrbeu.edu.cn 

jfzhang@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2 (全日制)非线性动力学与控制 

 
吴限德 

许江涛 

刘春川 

李凤明 

宋智广 

李金强 

孙俊 

xiande_wu@163.com 

hit_xjt@163.com 

liuchunchuan@hrbeu.edu.cn 

lifengming@hrbeu.edu.cn 

z.g.song@hrbeu.edu.cn 

lijinqiang@hrbeu.edu.cn 

6317557@qq.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3 (全日制)结构可靠性及优化设计 

 
陈卫东 

孙海 

chenweidong@hrbeu.edu.cn 

sunhai@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4 (全日制)爆炸冲击及防护 

 
吴林志 

刘平安 

霍岩 

王孟军 

周利民 

邹广平 

王振清 

陈卫东 

杨在林 

毛继泽 

何建 

梁文彦 

张建华 

wulinzhi@hrbeu.edu.cn 

liupingan631@126.com 

huoyan205@126.com 

hg_wmj@163.com 

 

zouguangping@hrbeu.edu.cn 

wangzhenqing@hrbeu.edu.cn 

chenweidong@hrbeu.edu.cn 

yangzailin@hrbeu.edu.cn 

maojize@hrbeu.edu.cn 

hejian@hrbeu.edu.cn 

liangwenyan@hrbeu.edu.cn 

zjh@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5 (全日制)多相流体力学 

 
刘平安 

王孟军 

朱卫兵 

王革 

于佳 

孙海 

霍岩 

许江涛 

于俊卫 

liupingan631@126.com 

hg_wmj@163.com 

zhuweibing@hrbeu.edu.cn 

wangge@hrbeu.edu.cn 

yujiaworld@163.com 

sunhai@hrbeu.edu.cn 

huoyan205@126.com 

hit_xjt@163.com 

yujunwei@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6 (全日制)弹性波动理论及应用 

 
齐辉 

宋天舒 

杨在林 

孙柏涛 

qihui205@sina.com 

songts@126.com 

yangzailin@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学院名称：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招生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指导教师 导师联系方式 

拟招生 

人数 
招收考生语种 备注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10   

01 (全日制)热力发动机 

 
高杰 

岳国强 

曹云鹏 

王忠义 

杨立平 

姜斌 

王银燕 

周松 

孙海鸥 

李淑英 

郑群 

马修真 

栾一刚 

丁宇 

刘龙 

gaojie_d@hrbeu.edu.cn 

yuegq@hrbeu.edu.cn 

caoyunpeng@hrbeu.edu.cn 

wzy@hrbeu.edu.cn 

yangliping302@hrbeu.edu.cn 

jiangbin_hrbeu@163.com 

wyyzxm@sina.com 

songzhou@hrbeu.edu.cn 

sho79341@126.com 

lishuying@hrbeu.edu.cn 

zhengqun@hrbeu.edu.cn 

maxiuzhen@hrbeu.edu.cn 

shandong-313@163.com 

dingyu@hrbeu.edu.cn 

liulong@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2 (全日制)动力系统控制与测试 

 
王银燕 

杨立平 

王忠巍 

杨晓涛 

赵建辉 

刘龙 

马修真 

宋恩哲 

范立云 

李学民 

曹云鹏 

王忠义 

董全 

费红姿 

wyyzxm@sina.com 

yangliping302@hrbeu.edu.cn 

wangzw@hrbeu.edu.cn 

yangxiaotao@hrbeu.edu.cn 

zhaojianhui@hrbeu.edu.cn 

liulong@hrbeu.edu.cn 

maxiuzhen@hrbeu.edu.cn 

sez2005@sina.com 

fanliyun@hrbeu.edu.cn 

lxm@hrbeu.edu.cn 

caoyunpeng@hrbeu.edu.cn 

wzy@hrbeu.edu.cn 

dong_quan@hrbeu.edu.cn 

fhz@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3 (全日制)动力系统振动与噪声控 
制 

 

柳贡民 

肖友洪 

杨铁军 

季振林 

李玩幽 

刘学广 

靳国永 

曹云鹏 

范立云 

刘志刚 

liugongmin@hrbeu.edu.cn 

xiaoyouhong@hrbeu.edu.cn 

yangtiejun@hrbeu.edu.cn 

jizhenlin@hrbeu.edu.cn 

liwanyou88@163.com 

liuxueguang@hrbeu.edu.cn 

guoyongjin@hrbeu.edu.cn 

caoyunpeng@hrbeu.edu.cn 

fanliyun@hrbeu.edu.cn 

liuzhigang@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4 (全日制)动力系统结构与强度 

 
丁宇 

孙海鸥 

dingyu@hrbeu.edu.cn 

sho79341@126.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5 (全日制)燃烧与排放 

 
周松 

王银燕 

董全 

郑洪涛 

刘龙 

杨立平 

马修真 

宋恩哲 

费红姿 

杨晓涛 

songzhou@hrbeu.edu.cn 

wyyzxm@sina.com 

dong_quan@hrbeu.edu.cn 

zht-304@163.com 

liulong@hrbeu.edu.cn 

yangliping302@hrbeu.edu.cn 

maxiuzhen@hrbeu.edu.cn 

sez2005@sina.com 

fhz@hrbeu.edu.cn 

yangxiaotao@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6 (全日制)传热与传质 

 
高杰 

郑洪涛 

李彦军 

刘龙 

gaojie_d@hrbeu.edu.cn 

zht-304@163.com 

lyjhrb@126.com 

liulong@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岳国强 

杨龙滨 

栾一刚 

陈一东 

yuegq@hrbeu.edu.cn 

yanglb@hrbeu.edu.cn 

shandong-313@163.com 

sunbaozhi@hrbeu.edu.cn 

   

      

07 (全日制)特种动力及新能源 

 
高杰 

赵建辉 

郑群 

孙宝芝 

丁宇 

宋恩哲 

施悦 

范立云 

姜斌 

董全 

gaojie_d@hrbeu.edu.cn 

zhaojianhui@hrbeu.edu.cn 

zhengqun@hrbeu.edu.cn 

sunbaozhi@hrbeu.edu.cn 

dingyu@hrbeu.edu.cn 

sez2005@sina.com 

47566384@qq.com 

fanliyun@hrbeu.edu.cn 

jiangbin_hrbeu@163.com 

dong_quan@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82402 轮机工程      



01 (全日制)船舶动力装置总体性能 

 
孙海鸥 

郑洪涛 

李淑英 

郑群 

周松 

宋恩哲 

施悦 

sho79341@126.com 

zht-304@163.com 

lishuying@hrbeu.edu.cn 

zhengqun@hrbeu.edu.cn 

songzhou@hrbeu.edu.cn 

sez2005@sina.com 

47566384@qq.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2 (全日制)船舶特种动力 

 
郑群 zhengqun@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3 (全日制)船舶动力装置振动噪声 
控制 

 

柳贡民 

卢熙群 

ArdianMorina 

成利 

杨铁军 

季振林 

李玩幽 

靳国永 

杜敬涛 

刘志刚 

AnneNeville 

liugongmin@hrbeu.edu.cn 

luxiqun@hrbeu.edu.cn 

liwanyou@hrbeu.edu.cn 

li.cheng@polyu.edu.hk 

yangtiejun@hrbeu.edu.cn 

jizhenlin@hrbeu.edu.cn 

liwanyou88@163.com 

guoyongjin@hrbeu.edu.cn 

dujingtao@hrbeu.edu.cn 

liuzhigang@hrbeu.edu.cn 

liwanyou@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4 (全日制)船舶动力装置自动化 

 
马修真 

宋恩哲 

maxiuzhen@hrbeu.edu.cn 

sez2005@sina.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学院名称：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招生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指导教师 导师联系方式 

拟招生 

人数 
招收考生语种 备注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15   

01 (全日制)复杂系统理论与非线性 
控制 

 

林孝工 

朱齐丹 

付明玉 

张利军 

王元慧 

冯志光 

吴奋 

linxiaogong@hrbeu.edu.cn 

zhuqidan@hrbeu.edu.cn 

fumingyu@hrbeu.edu.cn 

zhanglj7385@nwpu.edu.cn 

wangyuanhui@hrbeu.edu.cn 

fengzhiguang@hrbeu.edu.cn 

fenwuhrbeu@163.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2 (全日制)无人航行器自主控制 

 
高延滨 

王宏健 

严浙平 

徐健 

赵新华 

张伟 

吴奋 

吴立刚 

gaoyanbin@hrbeu.edu.cn 

cctime99@163.com 

yanzheping@hrbeu.edu.cn 

xujian_bsa@hrbeu.edu.cn 

zhaoxinhua@hrbeu.edu.cn 

dawizw@163.com 

fenwuhrbeu@163.com 

ligangwu@hit.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3 (全日制)先进导航与精密定位 

 
钱华明 

赵玉新 

周卫东 

程建华 

张勇刚 

王伟 

李亮 

赵琳 

qianhuam@sina.com 

zhaoyuxin@hrbeu.edu.cn 

zhouweidong@hrbeu.edu.cn 

ins_cheng@163.com 

zhangyg@hrbeu.edu.cn 

wangwei407@hrbeu.edu.cn 

liliang@hrbeu.edu.cn 

zhaolin@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4 (全日制)现代船舶控制工程 

 
刘胜 

刘志林 

李亮 

夏国清 

朱齐丹 

付明玉 

彭秀艳 

梁利华 

兰海 

李冰 

王元慧 

游江 

liu.sch@163.com 

liuzhilin@hrbeu.edu.cn 

liliang@hrbeu.edu.cn 

xiaguoqing@hrbeu.edu.cn 

zhuqidan@hrbeu.edu.cn 

fumingyu@hrbeu.edu.cn 

pengxiuyan@hrbeu.edu.cn 

jyqliang@163.com 

lanhai@hrbeu.edu.cn 

libing265@hrbeu.edu.cn 

wangyuanhui@hrbeu.edu.cn 

youjiang@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5 (全日制)智能系统与信息感知测 
量 

 

李金 

陆军 

莫宏伟 

刘宏达 

蔡成涛 

王伟 

李冰 

张智 

刘志林 

夏桂华 

朱齐丹 

钱华明 

叶秀芬 

孟浩 

冯伟兴 

王宏健 

黄卫权 

lijin@hrbeu.edu.cn 

lujun0260@sina.com 

mhonwei@163.com 

liuhd405@163.com 

caichengtao@hrbeu.edu.cn 

wangwei407@hrbeu.edu.cn 

libing265@hrbeu.edu.cn 

neverbadzz@163.com 

liuzhilin@hrbeu.edu.cn 

xiaguihua@hrbeu.edu.cn 

zhuqidan@hrbeu.edu.cn 

qianhuam@sina.com 

yexiufen@hrbeu.edu.cn 

menghao@hrbeu.edu.cn 

fengweixing@hrbeu.edu.cn 

cctime99@163.com 

huangweiquan@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6 (全日制)人工智能理论及应用 

 
赵玉新 

姚绪梁 

王伟 

zhaoyuxin@hrbeu.edu.cn 

yaoxuliang@hrbeu.edu.cn 

wangwei407@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张智 

游江 

赵新华 

梁洪 

李亮 

李金 

刘云龙 

叶秀芬 

孟浩 

冯伟兴 

王宏健 

黄卫权 

莫宏伟 

刘宏达 

neverbadzz@163.com 

youjiang@hrbeu.edu.cn 

zhaoxinhua@hrbeu.edu.cn 

lh@hrbeu.edu.cn 

liliang@hrbeu.edu.cn 

lijin@hrbeu.edu.cn 

liuyunlong@hrbeu.edu.cn 

yexiufen@hrbeu.edu.cn 

menghao@hrbeu.edu.cn 

fengweixing@hrbeu.edu.cn 

cctime99@163.com 

huangweiquan@hrbeu.edu.cn 

mhonwei@163.com 

liuhd405@163.com 

   

      

080400 仪器科学与技术      

01 (全日制)惯性仪表与惯性测量 

 
李绪友 

赵琳 

张嵘 

黄卫权 

赵玉新 

刘繁明 

程建华 

张勇刚 

王伟 

徐博 

奔粤阳 

lixuyou@hrbeu.edu.cn 

zhaolin@hrbeu.edu.cn 

rongzh@mail.tsinghua.edu.cn 

huangweiquan@hrbeu.edu.cn 

zhaoyuxin@hrbeu.edu.cn 

hrblfm407@163.com 

ins_cheng@163.com 

zhangyg@hrbeu.edu.cn 

wangwei407@hrbeu.edu.cn 

xubocarter@sina.com 

byy@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2 (全日制)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黄平 

魏延辉 

奔粤阳 

张洪泉 

hppmonkeyking@163.com 

wyhhit@163.com 

byy@hrbeu.edu.cn 

zhanghq1@126.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3 (全日制)海洋信息与测量仪器 

 
王宏健 

何忠杰 

黄卫权 

卢志忠 

赵玉新 

刘繁明 

刘利强 

王伟 

徐博 

魏延辉 

cctime99@163.com 

hzj@hrbeu.edu.cn 

huangweiquan@hrbeu.edu.cn 

luzhizhong@hrbeu.edu.cn 

zhaoyuxin@hrbeu.edu.cn 

hrblfm407@163.com 

llq9842222@126.com 

wangwei407@hrbeu.edu.cn 

xubocarter@sina.com 

wyhhit@163.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学院名称：水声工程学院   

招生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指导教师 导师联系方式 

拟招生 

人数 
招收考生语种 备注 

082403 水声工程   20   

01 (全日制)海洋声场分析与模拟仿 
真技术 

 

杨士莪 

付进 

张光普 

师俊杰 

李琪 

孙辉 

梁国龙 

朴胜春 

王逸林 

黄益旺 

王燕 

张海刚 

秦志亮 

陈永耀 

yangshie@hrbeu.edu.cn 

fujin@hrbeu.edu.cn 

zhangguangpu@hrbeu.edu.cn 

shijunjie@hrbeu.edu.cn 

liqi@hrbeu.edu.cn 

heusunhui@126.com 

liangguolong@hrbeu.edu.cn 

piaoshengchun@hrbeu.edu.cn 

wangyilin@hrbeu.edu.cn 

huangyiwang@hrbeu.edu.cn 

wangyan@hrbeu.edu.cn 

zhanghaigang@hrbeu.edu.cn 

qin_zhiliang@126.com 

chenyongyao@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2 (全日制)水下目标声学特性分析 
与水声对抗技术 

 

 

杨德森 

惠娟 

殷敬伟 

沈莹 

李秀坤 

孙辉 

李琪 

商德江 

时胜国 

张揽月 

张海刚 

时洁 

赵安邦 

dshyang@hrbeu.edu.cn 

huijuan@hrbeu.edu.cn 

yinjingwei@hrbeu.edu.cn 

shenying@hrbeu.edu.cn 

lixiukun@hrbeu.edu.cn 

heusunhui@126.com 

liqi@hrbeu.edu.cn 

shangdejiang@hrbeu.edu.cn 

shishengguo@hrbeu.edu.cn 

zhanglanyue@hrbeu.edu.cn 

zhanghaigang@hrbeu.edu.cn 

shijie@hrbeu.edu.cn 

zhaoanbang@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3 (全日制)水下声系统与水声电子 
技术 

 

李海森 

秦志亮 

刘盛春 

崔宏宇 

刘清宇 

凌青 

商德江 

蓝宇 

方尔正 

孙大军 

陈洪娟 

乔钢 

周天 

hsenli@126.com 

qin_zhiliang@126.com 

lsc@hrbeu.edu.cn 

cuihongyu@hrbeu.edu.cn 

liu_qingyu@x263.net 

shengxueli@hrbeu.edu.cn 

shangdejiang@hrbeu.edu.cn 

lanyu@hrbeu.edu.cn 

fangerzheng@hrbeu.edu.cn 

sundajun@hrbeu.edu.cn 

chenhongjuan@hrbeu.edu.cn 

qiaogang@hrbeu.edu.cn 

zhoutian@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张光普 zhangguangpu@hrbeu.edu.cn 
      

04 (全日制)水声信号处理与水声通 
信技术 

 

杨士莪 

孙大军 

王逸林 

张揽月 

生雪莉 

周天 

王燕 

惠娟 

赵安邦 

时洁 

沈莹 

付进 

杨德森 

李海森 

张光普 

师俊杰 

崔宏宇 

秦志亮 

yangshie@hrbeu.edu.cn 

sundajun@hrbeu.edu.cn 

wangyilin@hrbeu.edu.cn 

zhanglanyue@hrbeu.edu.cn 

shengxueli@hrbeu.edu.cn 

zhoutian@hrbeu.edu.cn 

wangyan@hrbeu.edu.cn 

huijuan@hrbeu.edu.cn 

zhaoanbang@hrbeu.edu.cn 

shijie@hrbeu.edu.cn 

shenying@hrbeu.edu.cn 

fujin@hrbeu.edu.cn 

dshyang@hrbeu.edu.cn 

hsenli@126.com 

zhangguangpu@hrbeu.edu.cn 

shijunjie@hrbeu.edu.cn 

cuihongyu@hrbeu.edu.cn 

qin_zhiliang@126.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刘盛春 

熊学军 

李秀坤 

殷敬伟 

乔钢 

梁国龙 

朴胜春 

方尔正 

时胜国 

lsc@hrbeu.edu.cn 

xiongxj@fio.org.cn 

lixiukun@hrbeu.edu.cn 

yinjingwei@hrbeu.edu.cn 

qiaogang@hrbeu.edu.cn 

liangguolong@hrbeu.edu.cn 

piaoshengchun@hrbeu.edu.cn 

fangerzheng@hrbeu.edu.cn 

shishengguo@hrbeu.edu.cn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01 (全日制)水下目标探测与识别技 
术 

 

李秀坤 

马璐 

高俊奇 

王秋滢 

李海森 

梁国龙 

孙大军 

乔钢 

张殿伦 

卞红雨 

周锋 

殷敬伟 

王燕 

lixiukun@hrbeu.edu.cn 

malu@hrbeu.edu.cn 

gaojunqi@hrbeu.edu.cn 

wangqiuying@hrbeu.edu.cn 

hsenli@126.com 

liangguolong@hrbeu.edu.cn 

sundajun@hrbeu.edu.cn 

qiaogang@hrbeu.edu.cn 

zhangdianlun@hrbeu.edu.cn 

bianhongyu@hrbeu.edu.cn 

zhoufeng@hrbeu.edu.cn 

yinjingwei@hrbeu.edu.cn 

wangyan@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2 (全日制)水下通信与网络技术 

 
刘凇佐 

马璐 

李秀坤 

殷敬伟 

郑翠娥 

卞红雨 

乔钢 

周锋 

liusongzuo@hrbeu.edu.cn 

malu@hrbeu.edu.cn 

lixiukun@hrbeu.edu.cn 

yinjingwei@hrbeu.edu.cn 

zhengcuie@hrbeu.edu.cn 

bianhongyu@hrbeu.edu.cn 

qiaogang@hrbeu.edu.cn 

zhoufeng@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3 (全日制)水下定位与导航技术 

 
刘凇佐 

卞红雨 

郑翠娥 

王秋滢 

李海森 

梁国龙 

张殿伦 

朴胜春 

王燕 

周锋 

liusongzuo@hrbeu.edu.cn 

bianhongyu@hrbeu.edu.cn 

zhengcuie@hrbeu.edu.cn 

wangqiuying@hrbeu.edu.cn 

hsenli@126.com 

liangguolong@hrbeu.edu.cn 

zhangdianlun@hrbeu.edu.cn 

piaoshengchun@hrbeu.edu.cn 

wangyan@hrbeu.edu.cn 

zhoufeng@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孙大军 sundajun@hrbeu.edu.cn 

      

学院名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招生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指导教师 导师联系方式 

拟招生 

人数 
招收考生语种 备注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5   

01 (全日制)网络技术与信息安全 

 
王慧强 

郑丽颖 

杨武 

冯光升 

苘大鹏 

吕宏武 

wanghuiqiang@hrbeu.edu.cn 

zhengliying@hrbeu.edu.cn 

yangwu@hrbeu.edu.cn 

fengguangsheng@hrbeu.edu.cn 

mandapeng@hrbeu.edu.cn 

lvhongwu@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2 (全日制)数据与知识工程 

 
印桂生 

杨静 

陈睿 

yinguisheng@hrbeu.edu.cn 

yangjing@hrbeu.edu.cn 

ruichen@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3 (全日制)分布式与可信计算 

 
门朝光 

黄少滨 

menchaoguang@hrbeu.edu.cn 

huangshaobin@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4 (全日制)嵌入式系统与体系结构 

 

 

 

 

张国印 

李静梅 

zhangguoyin@hrbeu.edu.cn 

lijingmei@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5 (全日制)工业信息安全与智能计 
算 

黄庆明 

 

qmhuang@ucas.ac.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6 (全日制)指控系统技术 

 
徐火生 

 

xuhuosheng@sina.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7 (全日制)软件科学与智能信息处 
理 

 

冯晓宁 fengxiaoning@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83500 软件工程      

01 (全日制)服务计算与数据工程 

 
吴艳霞 

王念滨 

wuyanxia@hrbeu.edu.cn 

wangnianbin@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2 (全日制)智能信息处理 

 
潘海为 

董红斌 

王兴梅 

panhaiwei@hrbeu.edu.cn 

donghongbin@hrbeu.edu.cn 

wangxingmei@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3 (全日制)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杨静 

韩启龙 

张可佳 

yangjing@hrbeu.edu.cn 

hanqilong@hrbeu.edu.cn 

kejiazhang@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4 (全日制)安全计算与可信软件 

 
印桂生 

黄少滨 

yinguisheng@hrbeu.edu.cn 

huangshaobin@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学院名称：机电工程学院   

招生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指导教师 导师联系方式 

拟招生 

人数 
招收考生语种 备注 

080200 机械工程   5   

01 (全日制)先进制造技术 

 
钟宇光 

邢晓冬 

徐贺 

姚建均 

张艳秋 

肖海燕 

zhongyuguang@hrbeu.edu.cn 

xingxiaodong@hrbeu.edu.cn 

xuhe@hrbeu.edu.cn 

travisyao@126.com 

zhangyq@hrbeu.edu.cn 

1084086736@qq.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2 (全日制)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颜声远 

薛开 

罗阿妮 

刘少刚 

于凌涛 

贾海昌 

史冬岩 

孔凡凯 

赵丹 

刘贺平 

yanshengyuan@hrbeu.edu.cn 

xuekai@hrbeu.edu.cn 

luoani@hrbeu.edu.cn 

liushaogang@hrbeu.edu.cn 

yulingtao@163.com 

shidongyan@hrbeu.edu.cn 

shidongyan@hrbeu.edu.cn 

kongfankai@hrbeu.edu.cn 

zhaodan@hrbeu.edu.cn 

liuheping@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3 (全日制)智能机械与机器人技术 

 
王立权 

王玉甲 

姚建均 

于凌涛 

张艳秋 

张铭钧 

姚绍明 

张立勋 

钟宇光 

王岚 

徐贺 

徐建安 

王克义 

刘贺平 

罗阿妮 

张忠林 

wangliquan@hrbeu.edu.cn 

wangyujia@hrbeu.edu.cn 

travisyao@126.com 

yulingtao@163.com 

zhangyq@hrbeu.edu.cn 

zhangmingjun@hrbeu.edu.cn 

s.yao@sheffield.ac.uk 

zhanglixun@hrbeu.edu.cn 

zhongyuguang@hrbeu.edu.cn 

wanglan@hrbeu.edu.cn 

xuhe@hrbeu.edu.cn 

xujianan@hrbeu.edu.cn 

wangkeyi@hrbeu.edu.cn 

liuheping@hrbeu.edu.cn 

luoani@hrbeu.edu.cn 

zhangzhonglin@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4 (全日制)海洋工程装备技术 

 
王立权 

姚绍明 

颜声远 

孔凡凯 

徐建安 

贾鹏 

张忠林 

wangliquan@hrbeu.edu.cn 

s.yao@sheffield.ac.uk 

yanshengyuan@hrbeu.edu.cn 

kongfankai@hrbeu.edu.cn 

xujianan@hrbeu.edu.cn 

jiapeng@hrbeu.edu.cn 

zhangzhonglin@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5 (全日制)舰船特辅装备技术 

 
薛开 

肖海燕 

刘少刚 

赵丹 

xuekai@hrbeu.edu.cn 

1084086736@qq.com 

liushaogang@hrbeu.edu.cn 

zhaodan@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学院名称：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招生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指导教师 导师联系方式 

拟招生 

人数 
招收考生语种 备注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7   

01 (全日制)雷达对抗技术 

 
陈涛 

张文旭 

刘鲁涛 

司伟建 

孙亚秀 

chentao@hrbeu.edu.cn 

zhangwenxu@hrbeu.edu.cn 

liulutao@hrbeu.edu.cn 

swj0418@263.net 

sunyaxiu@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2 (全日制)通信与通信对抗技术 

 
薛伟 

孙志国 

窦峥 

叶方 

国强 

薛睿 

高洪元 

林云 

xuewei@hrbeu.edu.cn 

sunzhiguo@hrbeu.edu.cn 

douzheng@hrbeu.edu.cn 

yefang@hrbeu.edu.cn 

guoqiang@hrbeu.edu.cn 

xuerui@hrbeu.edu.cn 

gaohongyuan@hrbeu.edu.cn 

linyun@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3 (全日制)智能信息与图像处理技 
术 

 

赵春晖 

王桐 

康维新 

单明广 

李迎松 

王群明 

吴亚林 

李一兵 

姜弢 

毕晓君 

项学智 

黄丽莲 

廖艳苹 

乔玉龙 

钟志 

zhaochunhui@hrbeu.edu.cn 

wangtong@hrbeu.edu.cn 

kangweixin@hrbeu.edu.cn 

shanmingguang@hrbeu.edu.cn 

liyingsong@ieee.org 

wqm11111@126.com 

wuyalin@cetc.com.cn 

liyibing@hrbeu.edu.cn 

jiangtao@hrbeu.edu.cn 

bixiaojun@hrbeu.edu.cn 

xiangxuezhi@hrbeu.edu.cn 

lilian_huang@163.com 

liaoyanping@hrbeu.edu.cn 

qiaoyulong@hrbeu.edu.cn 

zhongzhi@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学院名称：经济管理学院   

招生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指导教师 导师联系方式 

拟招生 

人数 
招收考生语种 备注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7   

01 (全日制)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 

 
徐建中 

孟凡生 

康伟 

杨贵彬 

陈迎欣 

胡玉真 

杨忠海 

王兆华 

武博祎 

xujianzhongxjz@163.com 

63mfs@163.com 

kangwei9199@qq.com 

yangguibin1975@163.com 

chenyxdingdang@hrbeu.edu.cn 

yuzhenhu@hrbeu.edu.cn 

yzhcdk@126.com 

wangzh1018@hotmail.com 

wby@ciecc.com.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2 (全日制)系统工程与金融工程 

 
范德成 

张玉喜 

fan65@139.com 

zhangyuxi@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3 (全日制)先进制造与战略管理 

 
李拓晨 

杜丹丽 

lituochen@163.com 

dudanli2013@126.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4 (全日制)科技管理与创新管理 

 
李柏洲 

尹航 

毕克新 

刘微微 

苏屹 

魏江 

陈恒 

孙冰 

黄鲁成 

杨栩 

肖振红 

朱建新 

郭韬 

李晓娣 

马永红 

曹霞 

李婉红 

libaizhou@126.com 

yinhang_hrbeu@126.com 

bikexin@hrbeu.edu.cn 

heulww@163.com 

13527715@qq.com 

weijiang@hrbeu.edu.cn 

chenh@hrbeu.edu.cn 

63011854@qq.com 

hlch@bjut.edu.cn 

yxu1969@163.com 

xzh6030795@sina.com 

zhjx@vip.163.com 

heugt@163.com 

lixiaodi@hrbeu.edu.cn 

mayonghong0324@163.com 

caoxia@hrbeu.edu.cn 

liwanhong@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5 (全日制)数据挖掘与决策分析 

 
樊博 

余乐安 

fanbo@sjtu.edu.cn 

yulean@amss.ac.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6 (全日制)知识管理与知识工程 

 
赵健宇 jianyu64@sina.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学院名称：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招生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指导教师 导师联系方式 

拟招生 

人数 
招收考生语种 备注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12   

01 (全日制)复合材料 

 
李莉 

张中武 

林再文 

都时禹 

刘文彬 

郑卫 

王香 

乔英杰 

张春红 

佟运祥 

姜风春 

lili_heu@hrbeu.edu.cn 

zwzhang@hrbeu.edu.cn 

linzaiwen@hrbeu.edu.cn 

dushiyu@nimte.ac.cn 

wjlwb@163.com 

zhengwei@hrbeu.edu.cn 

wangxiang@hrbeu.edu.cn 

qiaoyingjie@hrbeu.edu.cn 

zhangchunhong97@163.com 

tongyx@hrbeu.edu.cn 

fengchunjiang@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2 (全日制)无机功能材料 

 
刘婧媛 

杨飘萍 

曹殿学 

王贵领 

李梅 

沈军 

韩伟 

刘琦 

叶克 

闫俊 

张密林 

盖世丽 

陈野 

付宏刚 

贺飞 

刘志亮 

井立强 

蔺存国 

陈玉金 

白雪峰 

都时禹 

武君 

董红星 

李茹民 

王君 

郑卫 

任月明 

颜永得 

乔英杰 

liujingyuan1004@hrbeu.edu.cn 

yangpiaoping@hrbeu.edu.cn 

caodianxue@hrbeu.edu.cn 

wangguiling@hrbeu.edu.cn 

meili@hrbeu.edu.cn 

shenjun@hrbeu.edu.cn 

weih@hrbeu.edu.cn 

qiliu@hrbeu.edu.cn 

yeke@hrbeu.edu.cn 

yanjun198201@vip.163.com 

zhangmilin@hrbeu.edu.cn 

gaishili@hrbeu.edu.cn 

chenye@hrbeu.edu.cn 

fuhg@vip.sina.com 

hefei1@hrbeu.edu.cn 

zhiliangliu@hrbeu.edu.cn 

jinglq@hlju.edu.cn 

lincg@sunrui.net 

chenyujin@hrbeu.edu.cn 

tommybai@126.com 

dushiyu@nimte.ac.cn 

wujunlisa@163.com 

dhongxing@hrbeu.edu.cn 

lirumin@hrbeu.edu.cn 

junwang@hrbeu.edu.cn 

zhengwei@hrbeu.edu.cn 

rym0606@163.com 

y5d2006@hrbeu.edu.cn 

qiaoyingjie@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3 (全日制)高分子材料 

 
张斌 

魏浩 

刘立佳 

林再文 

马宁 

王向伟 

荣先辉 

董红星 

王君 

刘文彬 

徐晓冬 

张春红 

赵方波 

沈军 

zhangbinaaa@sina.cn 

weihao@hrbeu.edu.cn 

liulijia@hrbeu.edu.cn 

linzaiwen@hrbeu.edu.cn 

nma@hrbeu.edu.cn 

Wh336788@sohu.com 

rongxianhui63@163.com 

dhongxing@hrbeu.edu.cn 

junwang@hrbeu.edu.cn 

wjlwb@163.com 

xuxiaodong@hrbeu.edu.cn 

zhangchunhong97@163.com 

zfbhit@163.com 

shenjun@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4 (全日制)腐蚀防护及表面功能化 

 
崔秀芳 

许立坤 

金国 

赵成志 

邵亚薇 

王海斗 

吴建华 

cuixiufang@hrbeu.edu.cn 

xulk@sunrui.net 

jinguo@hrbeu.edu.cn 

zhaochengzhi@hrbeu.edu.cn 

shaoyawei@hrbeu.edu.cn 

wanghaidou@tsinghua.org.cn 

1278596570@qq.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5 (全日制)金属材料 

 
张密林 

张景怀 

姜风春 

张中武 

江树勇 

陈野 

果春焕 

李莉 

王香 

赵成志 

巫瑞智 

zhangmilin@hrbeu.edu.cn 

zhangjinghuai@hrbeu.edu.cn 

fengchunjiang@hrbeu.edu.cn 

zwzhang@hrbeu.edu.cn 

jiangshuyong@hrbeu.edu.cn 

chenye@hrbeu.edu.cn 

guochunhuan@hrbeu.edu.cn 

lili_heu@hrbeu.edu.cn 

wangxiang@hrbeu.edu.cn 

zhaochengzhi@hrbeu.edu.cn 

rzwu@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李梅 

韩伟 

佟运祥 

meili@hrbeu.edu.cn 

weih@hrbeu.edu.cn 

tongyx@hrbeu.edu.cn 

      

06 (全日制)伪装隐身材料 

 
王向伟 

荣先辉 

Wh336788@sohu.com 

rongxianhui63@163.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学院名称：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招生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指导教师 导师联系方式 

拟招生 

人数 
招收考生语种 备注 

082700 核科学与技术   6   

01 (全日制)核安全与仿真 

 
夏虹 

彭敏俊 

田兆斐 

赵强 

刘永阔 

张智刚 

郝琛 

xiahong@hrbeu.edu.cn 

heupmj@163.com 

tian_zf@hrbeu.edu.cn 

zhaoqiang@hrbeu.edu.cn 

liuyongkuo@hrbeu.edu.cn 

zg_zhang@hrbeu.edu.cn 

haochen.heu@163.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2 (全日制)核动力装置性能与设备 

 
谷海峰 

夏虹 

孙中宁 

高璞珍 

田瑞峰 

曹夏昕 

谭思超 

范广铭 

栾秀春 

王建军 

丁铭 

guhaifeng@hrbeu.edu.cn 

xiahong@hrbeu.edu.cn 

sunzhongning@hrbeu.edu.cn 

gaopuzhen@hrbeu.edu.cn 

tianruifeng@hrbeu.edu.cn 

caoxiaxin@hrbeu.edu.cn 

tansichao@hrbeu.edu.cn 

fanguangming@hrbeu.edu.cn 

luanxiuchun@hrbeu.edu.cn 

wang-jianjun@hrbeu.edu.cn 

dingming@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3 (全日制)核反应堆热工水力 

 
张智刚 

谷海峰 

孙中宁 

高璞珍 

田兆斐 

田瑞峰 

曹夏昕 

谭思超 

范广铭 

栾秀春 

王建军 

丁铭 

zg_zhang@hrbeu.edu.cn 

guhaifeng@hrbeu.edu.cn 

sunzhongning@hrbeu.edu.cn 

gaopuzhen@hrbeu.edu.cn 

tian_zf@hrbeu.edu.cn 

tianruifeng@hrbeu.edu.cn 

caoxiaxin@hrbeu.edu.cn 

tansichao@hrbeu.edu.cn 

fanguangming@hrbeu.edu.cn 

luanxiuchun@hrbeu.edu.cn 

wang-jianjun@hrbeu.edu.cn 

dingming@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4 (全日制)核反应堆物理 

 
赵强 

郝琛 

zhaoqiang@hrbeu.edu.cn 

haochen.heu@163.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5 (全日制)核燃料循环技术 

 
张萌 

薛云 

happymeng1980@126.com 

xueyun@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6 (全日制)辐射应用及探测技术 

 
宋玉收 yushousong@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7 (全日制)辐射防护与环境保护技 
术 

 

宋玉收 yushousong@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8 (全日制)放射性废物处理技术 

 
张萌 

薛云 

happymeng1980@126.com 

xueyun@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学院名称：数学科学学院   

招生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指导教师 导师联系方式 

拟招生 

人数 
招收考生语种 备注 

070100 数学      

01 (全日制)代数与组合 

 
卜长江 

樊赵兵 

唐孝敏 

穆强 

buchangjiang@hrbeu.edu.cn 

fanzhaobing@hrbeu.edu.cn 

x.m.tang@163.com 

qmu520@gmail.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02 (全日制)微分方程理论 

 
徐润章 

葛斌 

衣凤岐 

刘萍 

张继民 

金元峰 

xurunzh@163.com 

gebin791025@hrbeu.edu.cn 

fengqi.yi@aliyun.com 

liuping506@gmail.com 

zhangjm1978@hotmail.com 

yfkim@yb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03 (全日制)数据科学中的理论与方 
法 

 

邓廷权 

王长忠 

Deng.tq@hrbeu.edu.cn 

changzhongwang@126.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04 (全日制)生物数学 

 
薛玲 lxue@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05 (全日制)计算数学 

 
沈继红 

王珏 

郑雄波 

赵景军 

金元峰 

乔方利 

shenjihong@hrbeu.edu.cn 

wangjue3721@163.com 

zhengxiongbo@hrbeu.edu.cn 

hit_zjj@hit.edu.cn 

yfkim@ybu.edu.cn 

qiaofl@fio.org.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06 (全日制)人工智能与优化 

 
沈继红 

张戌希 

 

shenjihong@hrbeu.edu.cn 

zxx@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学院名称：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招生学科（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及名称 
指导教师 导师联系方式 

拟招生 

人数 
招收考生语种 备注 



080300 光学工程   6   

01 (全日制)纤维集成光学 

 
苑立波 

史金辉 

关春颖 

lbyuan@vip.sina.com 

shijinhui@hrbeu.edu.cn 

cyguan@163.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1 (全日制)光电传感技术 

 
张建中 

杨军 

朱正 

zhangjianzhong@hrbeu.edu.cn 

yangjun@hrbeu.edu.cn 

zhuzheng1113@163.com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1 (全日制)红外光子学 

 
李立 

任晶 

王鹏飞 

杨志勇 

lylee_heu@hrbeu.edu.cn 

ren.jing@hrbeu.edu.cn 

pwang@hrbeu.edu.cn 

yangzhiyong@jsn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1 (全日制)光电材料与器件 

 
杨飘萍 

陈玉金 

欧阳秋云 

毕务国 

yangpiaoping@hrbeu.edu.cn 

chenyujin@hrbeu.edu.cn 

qyouyang7823@aliyun.com 

wgbi@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5 (全日制)天文光子学 

 
孙伟民 

耿涛 

刘永军 

sunweimin@hrbeu.edu.cn 

gengtao@hrbeu.edu.cn 

liuyj@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06 (全日制)生物医学光子学 

 
刘志海 

张羽 

杨兴华 

liuzhihai@hrbeu.edu.cn 

zhangy0673@163.com 

yangxh@hrbeu.edu.cn 

 (2)1001 英语 

(2)1002 俄语 

(2)1003 日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