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学科、专业（方向） 联系人、电话及邮箱

1

机械工程学院（先
进制造与现代装备
技术工程研究院、
微纳米电子与太赫
兹技术研究院）

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智能制造新专业、机械设计、
先进制造与装备、激光加工等方向）、光学工程（光电器
件、THZ技术等方向）、仪器科学与技术、测控技术及仪
器、农业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航空宇航科
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光电功能材料、金属材料）
、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器件、THZ技术）、物理学（电
磁波传输、激光与物质作用理论、THZ技术）

张黎明（机械工程学院）                      
15952908527 

jxdw@ujs.edu.cn                        
肖莉（先进制造研究院）      

13812469776 
xaoli@ujs.edu.cn                           

马超（太赫兹技术研究院）
0511-88790608

imot@ujs.edu.cn

2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农
学（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园艺学，植物保护）、生态学
、化学、水利工程、土壤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
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学（植物学）、大气科
学（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应用气象学方向）

周军 0511-88797338
nzy@ujs.edu.cn

3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
院（汽车工程研究

院）

车辆工程（机械工程、工程力学、控制工程、新能源汽车
等方向）、动力工程（内燃机、混合动力、燃料电池等方
向）、交通运输工程（汽车运用、物流工程、智能交通、
交通工程、道路工程等方向）、工程力学、控制理论与控
制工程、通信与信息系统、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物理化
学、材料物理与化学、无机化学

杨晓峰（学院）
0511-88797620

 yangxf18@ujs.edu.cn                     
周卫琪（研究院）
0511-88782845
zwq@ujs.edu.cn

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

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流体机械及工程、传热传质、燃
烧及太阳能光热技术、气相污染物减排、制冷及低温工程
、工程热物理、热能工程、生物质能利用、太阳热能利用
等方向）、流体力学、环境科学与工程(能源/环境催化等
方向)、土木工程（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化学工程、生物化工、催化应
用）

刘庆 0511-88780211        
sepe@ujs.edu.cn

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新材料研究院
、绿色材料与冶金
研究院、高分子材

料研究院）

材料加工工程（铸锻焊方向均可）、高分子材料、材料科
学与工程（金属基复合材料、金属液态成型、金属功能材
料、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等专业方向）、冶金工程、
凝聚态物理、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高分子材料、有机
化学、生物材料、量子计算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新能
源(太阳能电池)，生物纳米材料，表面科学与工程

赵南（材料学院） 
0511-88797783

clxyyb@ujs.edu.cn                                           
李志宝（新材料）

15252900126
lizhibao@ujs.edu.cn            
孙湘兰（绿色冶金）

0511-88780856 
lsclyjy@ujs.edu.cn

6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高效能电机系统
与智能控制研究

院)

电气工程（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电力系统自动化、电机
与电器）、控制科学与工程、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电子
信息工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

王伟  0511-88791245       
dqyb@ujs.edu.cn

7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

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废弃物糖类资源化与能源化利用、
食品果蔬加工机械、食品杀菌、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粮食
、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等方向）、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蛋白质分离纯化方向）、微生物学（真菌分子生物学方
向）、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机械工程（机电一体化
方向）

王彦 0511-88780201
spxy@ujs.edu.cn

8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
院（生物质能源研

究所）

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生态修复、环境与健康方
向）、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毒理学方向）、安全科学与
工程、微生物学及生物质资源利用方向

彭立伟  0511-88790955      
hjxy@uj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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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相关专业；网络空间安全、物联网相关专业；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安全及相关专业

陈洪香 0511-88780371
jsj@ujs.edu.cn

10 理学院
物理学、光学工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计算数学、
基础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数学、数量经济学、
统计学、运筹学与控制论、数学（数学教育）

邢亚林  0511-88791138      
lxzp@ujs.edu.cn

11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

院

力学、土木工程、建筑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城市规划
与设计、建筑技术科学等专业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建筑业企业管理、房地产企业管理方向）、公
共管理（公共项目建设管理、土地资源管理方向）、城乡
规划学、安全科学与工程（施工安全方向）

倪荣臻 0511-88797036     
tmlxxy@ujs.edu.cn

12
化学化工学院（绿
色化学与化工技术

研究院）

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工程或工业催化、环境科学
与工程、环境科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化工过程机
械、清洁能源与环境保护、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与
化学、材料学

方孙飞  0511-88799307
chemchem@ujs.edu.cn

13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科技与创新管理、大数据与社会管理工
程、管理科学与组织行为管理、工业工程与服务科学、农
业与农机工程管理）、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电子商

务方向）、公共管理  

刘红缨  0511-88797178   
manager@ujs.edu.cn

14
财经学院（产业经

济研究院）

会计学、企业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国际贸易学、产业
经济学、世界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金融学、财
政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计算机
、数学

王欣 0511-88799590        
cjxy@ujs.edu.cn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杭慧  0511-88780251        

myb@ujs.edu.cn

16 法学院 民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刑法、宪法与行政法
何铭   0511-88791757

law@ujs.edu.cn

17 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课程与教学论方向）、课程与教学论（语
文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
言文字学（现代汉语方向）、汉语国际教育、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对外汉语）、文艺学、语言教育或跨文化交际

梁洪振  0511-88781693
sla@ujs.edu.cn

18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英语（语言学、英美文学）
罗锦秀 0511-88780255      
402305660@qq.com

19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美术学、戏剧与影视学（动画方向）、设计艺
术学（数字媒体技术方向）

陈恺恺 0511-88780182-609 
arts@mail.ujs.edu.cn

20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学原理（教师教育等方向）、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
育学、教育史、比较教育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认知科
学方向）、教育技术学

郑可春 0511-88792007      
jsjyxyz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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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医学院

临床医学或医学技术（临床检验诊断学分子诊断学、血液
学检验、免疫检验方向）、基础医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
学、药理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组织与胚胎学、细胞生
物学等方向）、临床医学、生命科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卫生毒理学）、护理学、心理
学（基础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邱健  0511-86102010       
jsdxyxy309@163.com

22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药剂学、制药工程、中药学、药理学、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医药方向）

万伟忠
0511-88795939

phar@ujs.edu.cn

23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流体机械及工程、化工过程机械、力学、生物医学工程、
农业水土工程、电机与电器、机械设计及理论、材料物理
与化学

裴吉  0511－88780280
jpei@ujs.edu.cn

24 生命科学研究院
肿瘤学（肿瘤或癌症细胞生物学方向）、微生物学（功能
微生物、动物病毒学等方向）、植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

张春霞  0086-511-88799523 
smkx@ujs.edu.cn

25 能源研究院

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动力机械及工程，工程热物理，
热能利用与节能，生物质能热转化及应用）、化学（太阳
能电池，燃料电池，锂离子电池）、化学工程与技术（能
源化工）、材料科学与工程（能源材料）、环境科学与工
程（光催化转化）

何晓萍  0511-88799500     
nyyj@ujs.edu.cn

26 体育部
体育教育训练学（排球、乒乓球、跆拳道、篮球专项各1

名）

联系人：李宗堂
电话：0511-88780049
ztli@ujs.edu.cn

27 图书馆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田辉 0511-88780101            
lib109@ujs.edu.cn

28
江苏大学
附属医院

临床医学、临床药学、基础医学、肿瘤学
许安庆  0511-85026873      

jdfyrsk@163.com

第 3 页，共 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