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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 
070100 数学  

上海大学数学学科是上海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上海大学数学学科为一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予点（2006 年获批），含有基础数学、计算数学、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四个

二级学科。其中的计算数学博士点是我国 1984 年特批博士学位授权点，运筹学与控制论专

业是我国 1991 年批准的博士学位授权点，1998 年建成数学博士后流动站。本学科拥有一支

结构合理、高素质的专业教师队伍，教授 26人，副教授 32人；其中 45岁以下博士比例 100%，

获得海外学位或有海外研究经历的人员比例为 90%。本学科学术梯队完整，学术氛围浓厚，

科研条件良好，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和合作关系。本学科在专业教育

上，注重系统的专业素质、学术能力和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以培养具有较高的数学素养、

扎实的数学理论基础、能够独立从事数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及其运用专业知识与有关专业人员

合作解决某些实际应用问题等工作的人才为目标。 

数学系有数学与应用数学和信息与计算科学两个本科专业；数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统计

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数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数学博士后流动站。数学学科经过 1984，1995，

2002，2007 年第一、三、四、五期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2008 年上海市重点学科“运筹学

与控制论”、2012 年上海市一流学科——数学的建设，2014 年至今上海市高校高原学科的

建设，数学学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根据最新一轮教育部学科评估，在 182 家参评高校中，

上海大学数学学科得分 B+，与兰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并列第 19 位，进

入前 10.4％。QS （2018）全球排名 201-250，内地并列第 11 名；ESI（2018.12）全球 4.8‰，

121/252，内地排名第 15 名；USNEWS（2019）（2018.11）全球第 98，内地第 11，上海第 3。

上海大学核心数学研究所、上海大学优化开放实验室、上海大学数学与编码密码研究所、上

海大学张量与矩阵研究中心均挂靠数学系；上海市青少年科技人才培养基地—上海大学数学

科学实践工作站是全国首家数学工作站。 

近年来数学系教师在国际顶级学术杂志（如：Advances in Mathematics、Transactions of 

AMS、Journal of Algebra、SIAM Journal on Applied Mathematics、SIAM Journal on Numerical 

Analysis、SIAM Journal on Optimization、SIAM Journal on Scientific Computing、Physical Review 

Letters、Automatica 等）上连续发表论文。近 5 年数学系主持国家级项目 60 余项，获省部

级科技奖励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3 项；获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 

 

研究方向：  

01 基础数学 

    02 计算数学 

    03 应用数学 



 

2 

 

    04 运筹学与控制论 

指导教师：  

01方向：景乃桓教授、郜云教授、王卿文教授、郭秀云教授、冷岗松教授、张红莲教授、

高楠教授、毛雪峰副教授 

02方向：丛玉豪教授、朱佩成教授、马和平教授（本年度不招生）、李常品教授、顾传青教

授（本年度不招生）、侯磊教授（本年度不招生）、叶万洲教授（本年度不招生）、吴华副教

授、刘东杰副教授 

03方向：盛万成教授、傅新楚教授（本年度不招生）、张大军教授、夏铁成教授、王瑞琦研

究员、许新建教授、姚锋平教授（本年度不招生）、娄洁副教授 

04方向：袁亚湘院士、杨新民教授、白延琴教授（本年度不招生）、康丽英教授、曾振柄教

授、胡广大教授、应时辉教授、徐姿教授、彭亚新副教授、余长君副教授 

 

考试科目： 

1．英语 

2．分析学 

3. 代数学 

 

参考书目： 

分析学  

《数学分析》（上、下册）陈纪修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实变函数论》 （第三版）周民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代数学 

《高等代数》 （第四版）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 9 月 

《近世代数》 （第二版）科学出版社 2015 年 8 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袁亚湘 （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现任全国政

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主席、发展中国

家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美国数学学会首届会士、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会会士。

袁亚湘院士在非线性优化计算方法，信赖域方法、拟牛顿方法、共轭梯度法等领域做出了突

出贡献，2014年被国际数学联盟邀请在韩国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 45分钟报告。袁亚

湘院士曾获“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一等奖、首届“冯康科学计算奖”、第三届“中国

青年科学家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科技部“国家重点实验室计

划先进个人奖”、“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科协“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国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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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奖”二等奖、中国数学会“陈省身数学奖”以及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

院）数学奖、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苏步青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以及美国工业

与应用数学学会“杰出贡献奖”。 

联系方式：010-62559001 (O)；E-mail: yyx@lsec.cc.ac.cn 

 

丛玉豪 （男），教授。从事微分方程数值解法的研究。主要开展常微分方程数值分析、

泛函微分方程数值处理以及数值动力系统方面的研究。 

多次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省、市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在 SCI/EI国内外重要

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70余篇。出版英文专著一部，主编教材一本。主持市教委重点课

程项目、教改项目等 10 余项，获得上海市优秀教材二等奖一项，上海市第十届教育科学研

究成果奖三等奖，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4项，获省市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等。

目前在研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联系方式：021-66132740 (O)；E-mail: yhcong@shu.edu.cn 

 

杨新民 （男），教授，国际系统与控制科学院院士。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1996年获“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8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01年获中国青年科技奖，2004年被批准为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012年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2014年获评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杨新民长期从事数学中

最优化理论与方法、广义凸性理论和向量最优化理论等方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国内外重

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80多篇，其中 140多篇被 SCI收录。在 Springer出版专著 1部。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项，其中重大项目 1项，重点项目 2项，面上项目 6项，

青年项目 1项）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研究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8，

排名第一）、重庆市最高科技奖（重庆市科技突出贡献奖）（2017）、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2009，独立）、中国青年科技奖（2001）、重庆市自然科学一等奖两次（2013，独立；2006，

排名第一）、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998，排名第一）和中国运筹学会科学技术奖--运筹

研究奖（2016）以及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理论贡献奖（2018）。 

联系方式: 023-65362555(O)；E-mail：xmyang@cqnu.edu.cn 

 

景乃桓 （男），教授。专业：基础数学。主要研究领域：代数学和数学物理（量子群

和无限维李代数，表示论，代数组合，量子计算），1982 年获湖北大学理学学士，1985 年

获武汉大学理学硕士。1989 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密

执安大学，堪萨斯大学和北卡州立大学等地工作或任教，于 2001 年晋升为正教授。2001 年

任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2006-2015 年任华南理工大学特聘教授，2016 年始任上

海大学特聘教授。2010年获国家“高端人才”特聘专家，2008 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mailto:yyx@lsec.cc.ac.cn
mailto:yhcong@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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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类），2004-05年德国洪堡学者，2003 年美国富尔布莱特学者。在对称函数方面的研究

成果被国际上命名为“景氏算子”。多次主持由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支助的科研

项目。在国际数学刊物上发表 100 多篇论文，编辑著作两部。代表性杂志有：PNAS, 

Invent.Math., Adv. Math., J. Alg. Combin., Comm. Math. Phys., Lett. Math. Phys., 

Trans. Amer. Math. Soc., Represent. Theory, Intern. Math. Res. Notices, Duke Math. 

J., J. Algebra, Phys. Lett. A, J. Phys. A Rev. 等。 

联系方式: 021-66132709(O)；E-mail：nhjing@i.shu.edu.cn 

 

郜 云 （男），教授。加拿大 York 大学教授，德国洪堡学者（1996 年-1997年），中

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学者（2003 年），国家海外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10 年）。主要科

研成果：主要从事高维仿射李代数及其量子化的结构与表示。在高维仿射李代数领域作出了

重要贡献包括给出根系分类，证明 Kac 猜想，给出 ADE 型代数分类，构造各种不同类型的

表示及其量子化，给出了具有非交换坐标代数的矩阵李代数的齐次顶点表示，用自由场给出

了 sl(2) 型高维仿射李代数有最高权向量的酉表示。对高维仿射李代数的结构与表示理论

的深刻研究, 尤其是对几乎所有高维仿射李代数给出了完全分类。在国际顶尖数学杂志上发

表论文 50 多篇，其中包括两本美国数学会专著(Memoirs of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1997 和 2002)。 

联系方式：E-mail：ygao1@shu.edu.cn 

 

郭秀云  （男），教授。专业：基础数学。主要研究领域：有限群论。获奖：研究项

目“有限群及其极大子群”和“有限群的子群对群结构的影响”分别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和二等奖。荣誉称号：获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政府特殊津贴。现兼职：《Southeast Asian 

Bulletin of Mathematics》和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lgebra》的编委以及《美国

数学评论》评论员。应对方邀请与国内外许多著名专家学者进行过科研合作，应邀访问的大

学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西班亚巴伦西亚大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德国 Justus-Liebig 

大学和 Friedrch－Schiller 大学，西班牙巴伦西亚工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

多次应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报告和特邀报告。多年来一直从事有限群论的研究工作，

在有限群的相关正规补，对偶饱和群系以及有限群的结构，以及有限群的共轭类长和有限群

的幂自同构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目前感兴趣的的课题集中在有限群的子群格和有限群的幂

自同构方面。现已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项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8项。目前承担一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 

联系方式: 021-66133781 (O)；E-mail: xyguo@staff.shu.edu.cn 

 

冷岗松  （男），教授。研究方向为：几何分析中的极值问题，Banach 空间中的凸

mailto:xyguo@staff.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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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理论，积分几何和几何不等式。迄今为止，已在 J. Differential Geom.，Adv. Math.，

Trans. Amer. Math. Soc，Math. Z.等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近年来，彻底

解决了一些数学家提出的猜想和公开问题。多个结果被发表在著名数学杂志（如 J. Amer. 

Math. Soc.，J.Differential Geom.等）上的论文正面评价与引用。先后主持多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和一项上海市教委重点基金。先后多次应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学术报告。已经培

养博士多名，其中四人获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 

联系方式：021-66132398 (O)；E-mail: lenggangsong@163.com 

 

王卿文 （男），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基础数学博士，上海大学二级教授，上海领

军人才，担任欧洲数学会 Zentralblatt Math.评论员、美国数学会 Math.Review 评论员、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中国数学会理事、

中国数学会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数学会常务理事、世界华人数学家联盟成员、韩国

成均馆大学应用代数与优化研究中心（Funded by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 

and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ICT and Future Planning of Korea） 学术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美国、加拿大等主办的多个国际数学期刊的主编

及编委；获宝钢优秀教师奖、王宽诚育才奖；获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三等奖（第一完成人）、

两次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上海市

研究生优秀成果奖指导教师；主持上海市精品课程《高等代数》、《线性代数》及上海市优质

视频课程《线性代数》。 

主要研究领域为线性代数与矩阵理论、量子计算、算子理论、统计学。已在科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出版学术著作 5 部，其中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57 万多字的《线性代数

核心思想及应用》入选李大潜院士主编的大学数学科学丛书第 30 本；在顶级国际学术期刊 

Automatica 等发表 SCI收录的学术论文 100 多篇，其中 ESI 高被引论文 10 篇；连续 4

次入选爱思唯尔发布的 2014-2017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负责国际合作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等近 20 项。多次在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报告和特

邀报告，多次担任国际学术会议的主席、组织委员和程序委员。多次受邀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荷兰 Delft理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英国拉夫堡大学、美国诺瓦东南大学、美国

中弗罗里达大学、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加拿大 Manitoba大学、墨

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中

山大学等访问和科学合作研究。已培养博士后 10多名、博士 20多名（2 名国际学生）、硕

士 40多名，所培养的博士和硕士多人获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奖及多人次获国家研究生奖

学金。 

个人主页: http://math.shu.edu.cn/teacher/wangqingwen/index.htm； 

联系方式：021-66132184 (O)；E-mail: wqw@t.shu.edu.cn 

mailto:lenggangso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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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传青（男），教授。专业：计算数学、统计学。主要研究领域：数值逼近、数值代数

及其在控制论中模型简化问题中应用。1994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 年获

机械部科学进步二等奖，2009 年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11 年获上海市自然科学二等

奖(第 2 完成人)。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140 余篇，其中 SCI 检索论文 50 余篇。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基于广义逆矩阵 Pade 逼近、基于内积的矩阵 Pade-型逼近两种方法(见 

J.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Linear Algebra and Its Applications、IEEE 

Trans. Automat.Control)。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三项，主持完成上海市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等三项。《高等学校计算数学学报》责任编委(2003 年)；培养毕业博士 18 名, 其

中包括同济大学等高校教授 6 名。 

联系方式：021-66132924 (O)；E-mail：cqgu@ shu.edu.cn 

注：本年度不招生 

 

马和平 （男），教授。专业：计算数学。研究偏微分方程的数值方法，重点是谱方法

和谱元法及其并行算法，在重要学术期刊发表 80多篇论文，1991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

等奖(第 2完成人)，2011年获上海市自然科学二等奖(第 1完成人)。访问美国布朗大学、

英国肯特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加拿大约克大学等合作研究。曾任中

国数学会理事、上海市数学会常务理事。参加 2期国家“攀登计划”课题、1 项“973”课

题，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项、高校骨干教师资助计划和高校博士点基金项目各 1

项。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发展方程的 tau-Chebyshev时空谱元方法”。指导 20多

名博士生和硕士生，国外联合培养博士生 3名，分别在美国布朗大学、密歇根大学和法国巴

黎第六大学学习，培养博士已有在中科院任研究员和在美国大学任助理教授。 

联系方式：021-66134331 (O)；E-mail: hpma@shu.edu.cn 

注：本年度不招生 

 

侯 磊 （男），教授。专业：计算数学。主要研究领域：复杂流体的数值方法及边界层

分析；汽车碰撞安全模拟与最小二乘有限元计算及变分不等式，矩阵不等式相关高性能计算

前后处理分析。现主持并完成 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参加并完成上

海市教委及重点课题各一项。2005 年归国前完成英国国家 EPSRC 基金两项。欧洲工业课题

两项。曾先后应邀访问 University of Cambridge，University of Oxford，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9 次参加国际与欧洲工业与应用

数学大会并作报告，担任中国数学会奇异摄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及国际会议学术委员会成员

及丛书编委。发表 50 余篇学术论文及丛书。在培养的 30多位研究生中，八人获博士学位，

二人获全国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和上海大学优秀毕业生，三人获上海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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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二人获国家留学生奖学金。 

联系方式：021-66132924 (O)；E-mail: houlei@t.shu.edu.cn 

注：本年度不招生 

 

叶万洲 （男），教授。专业：计算数学。主要研究领域：非线性滤波，图像处理，小

波分析，压缩感知。近年来一直从事非线性信号处理的理论和应用,小波分析以及压缩感知

的研究。在《IEEE Transactions on Signal Processing》，《Discrete Mathematics》，《中

国科学》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专业论文。主持了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排序滤波的收

敛性理论及小波的正交性”；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教委博士点基

金项目以及上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 

联系方式: 021-66134464 (O)；E-mail：wzhy@shu.edu.cn 

注：本年度不招生 

 

李常品 （男），教授。中国计算数学学会理事。专业：计算数学。主要研究领域：分

数阶偏微分方程的数值方法，分岔混沌的应用理论和计算。在 J Comput Phys, Phil Trans 

R Soc A, SIAM J Numer Anal, SIAM J Sci Comput 等杂志上发表 100 余篇，他引 4000 余

次。在 World Scientific 出版编辑专著 1 部，在 Chapman and Hall/CRC、SIAM 出版专

著各 1 部。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参加 1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曾应邀访问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多所大学。任

Applied Numerical Mathematics、Chaos、Fractional Calculus and Applied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furcation and Chao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Mathematics、Journal of Nonlinear Science、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s

等 SCI杂志编委；任系列丛书“Fractional Calculus in Applied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De Gruyter, Germany)创始主编。先后应邀在土耳其(2008 年)、美国(2009 年, 2013 年)、

西班牙(2010年)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报告。2010、2017年获上海市自然科学奖(第

一完成人)，2011 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2012 年获 Riemann-Liouville Award: Best FDA 

Paper (theory)。 

联系方式：021-66135655 (O)；E-mail: lcp@shu.edu.cn 

 

朱佩成 （男），教授。复旦大学、日本九州大学博士。2014 年度上海市高端人才计划

入选者。 专业：计算数学。研究方向：偏微分方程（流体力学方程组、材料科学的新模型

等）、材料科学中的数学建模、固体数学。主要成果有：1. 已成功建立了描述钢铁、智能材

料如形状记忆合金等材料中结构相变的两类数学模型。与它们相对应的是由美国科学院院士、

总统科学奖获得者 Cahn 等、诺贝尔奖获得者 Ginzburg 和 Landau 等提出的模型，它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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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描述固溶液中相的分离，这与结构相变是同等重要的。我们的新模型已被多位国际知名

专家引用，特别地已被德国亚琛工业大学 Markert 教授等命名为 Alber-Zhu 模型；2. 对

可压缩 Navier-Stokes 方程外流问题，率先分类了非线性波，并证明其中若干类的渐近稳

定性；3. 建立了新技巧来得到精细的先验估计，从而解决了形状记忆合金、类固体等材料

的热粘弹性方程组的适定性或解的渐近性态问题。4. 已发表的成果：专著一部，由一家德

国出版社出版； 在国际性知名杂志上发表了 40 篇余论文，其中有的有较高的引用率。曾

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博士后；九州大学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德

国 Darmstadt 工业大学 W1 教授。西班牙 Ikerbasque 科学基金会、巴斯克大学终身教授。

成功主持/参与了日本、德国、西班牙的多个科研项目。现在受到上海市高端人才计划起动

经费资助。现在受到中央军委“高压共轨技术中的基础问题”重点专项资助。应邀请任多个

国际期刊（客座）编委。 

联系方式：021-66134843 (O)；E-mail：pczhu@shu.edu.cn 

 

夏铁成 （男），教授。专业：基础数学、应用数学。主要研究领域及研究方向：孤立

子理论与可积系统---可积方程初边值问题的 Riemann-Hilbert 方法及随机矩阵理论研究；

群体智能与大数据下的云计算与信息安全研究。 课题组 20 年来先后发表论文 160 余篇，

其中 SCI刊源发表 140 余篇，被 SCI 它引 900 余次。曾先后应邀访问美国南弗罗里达大

学，加拿大 UBC, 新加坡国立大学，乌克兰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等，并进行科研合作。完成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项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7项。目前承担的科研项目有：一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主持），已指导毕业博士研究生 10 人，培养的博士，硕士有 10余名先后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有多项获得省市级自然基金资助。欢迎具有代数、群论、概率论及

孤立子背景的年青硕士研究生学子加入本团队。 

联系方式: 021-66132511 (O)；E-mail：xiatc@shu.edu.cn 

 

傅新楚 （男），教授。专业：应用数学。主要研究领域：离散动力系统、非光滑或不

连续系统的动力学、网络传播动力学。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五项，曾参加或负责

多项国家或科学院面上及重点科研项目。出版专著三本，主编文集两本；在国内外重要学术

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 90 余篇）。曾在英国剑桥大学、Exeter 大学，

美国伊州理工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南佛罗里达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香港理工大

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多所大学访问、工作。 

联系方式：021-66132664 (O)；E-mail：xcfu@shu.edu.cn 

注：本年度不招生 

 

盛万成 （男），教授。现任上海大学理学院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第十至十

mailto:xiatc@shu.edu.cn
mailto:xcfu@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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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届中国数学会理事会理事、上海市数学会常务理事，现任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理事、

上海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应用数学与计算

数学学报"副主编。专业：应用数学、计算数学。主要研究领域：双曲型偏微分方程组理论

与计算，重点为高维双曲守恒律方程组的 Riemann问题。近期主要工作有：解决了二维零压

流输运方程的 Riemann 问题，二维守恒律方程的 Riemann 问题，拟定常流中的 Von Neumann 

波与临界挎声激波、气体动力学燃烧问题等。主要成果发表在著名刊物 Memoirs  AMS、SIAM 

J. Appl. Math.、Arch. Rat. Mech. Anal.、J. Math. Pures Appl.、 J. Diff. Equs.、 J. 

Hyperb. Diff. Equs. Discr. Contin. Dyna. Sys.等上。2007 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2013 

年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第二完成人），2015 年获上海市自然科学二等奖（第一完成人），

主持完成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5 项，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拟线性双曲型守恒律

方程组相关问题研究(11771274)。已培养毕业博士研究生 15名。 

联系方式：021-66136835 (O)；E-mail：mathwcsheng@shu.edu.cn 

 

张大军 （男），教授。专业：应用数学、数学物理。主要研究领域：孤立子理论与可

积系统。目前主要研究：离散可积系统、非线性发展方程的可积性及其在非线性数学物理中

的应用。先后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 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1 项、上海市

项目 4 项；已指导毕业博士研究生 13 人；被 SCI 收录论文 110余篇。曾获上海市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等。作为访问学者多次访问芬兰 Turku 大学，英

国 Leeds 大学、剑桥牛顿数学研究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子课题：非线性可积系统的几何结构与奇性分析(2017-2021)，以及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具有特殊势的非线性薛定谔型方程(2019-2022)。 

联系方式：E-mail: djzhang@staff.shu.edu.cn 

 

王瑞琦 （男），研究员。专业：应用数学、系统生物学。主要研究领域：动力系统分

支理论、计算系统生物学。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上海市教委、科委基金，为 2008 年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获得者。出版专著两本，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

曾在日本东京大学等多所大学访问、工作。 

联系方式：021-66137200 (O)；E-mail：rqwang@shu.edu.cn 

 

白延琴 （女），教授。现任上海大学运筹与优化开放实验室主任、中国运筹学会副理

事长、上海市运筹学会理事长、中国运筹学会中文刊《运筹学学报》副主编。 专业：运筹

学与控制论。主要研究方向：最优化理论方法及其应用。具体从事线性规划、锥规划内点算

法及其在信息处理、工程结构优化设计、蛋白质分类问题、金融风险管理中的应用研究。从

2010年起开展了关于机器学习的分类、回归、聚类问题的优化模型与有效算法研究。建立

mailto:mathwcsheng@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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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改进了度量学习、支持向量机模型；设计了有效算法，并应用到疾病分类、时间序列、投

资组合风险控制、图像处理的等实际问题。近年来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留

学回国人员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上海市科委“浦江人才计划” 、荷兰科技部、荷兰

皇家艺术和科学院机构合作研究课题。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了 100 多篇学术论文，其

中 60 多篇被 SCI、IE、ISTP 收录。曾获上海市自然科学三等奖（第一完成人）、宝钢优秀

教师奖、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指导教师）、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奖、上海市三八红旗集

体（负责人）。上海市巾帼建功标兵。现任上海大学运筹与优化开放实验室主任、中国运筹

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运筹学会理事长、中国运筹学会中文刊《运筹学学报》副主编。 国

际期刊《Optimization》客座编委。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和美国北卡州立大学、荷兰代尔

夫特理工大学 、澳大利亚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联系方式: 021-66133159 (O)；E-mail: yqbai@t. shu.edu.cn； 

个人主页: http://www.isa.ewi.tudelft.nl/~bai/ 

注：本年度不招生 

 

康丽英 （女），教授。上海市曙光学者。专业：运筹学与控制论。主要研究领域：组

合最优化；图论及其应用。博士毕业于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曾在香港理工大学作

博士后研究工作。 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项, 参加国家重大研究计划 1项, 参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项。在《Journal of Graph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Combinatorics》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30余篇。指导的研究生多名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国家奖学金和宝钢奖学金。担任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图

论组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数学会组合与图论学会理事, 中国运筹学会排序分会

常务理事。担任国际期刊《Discrete Mathematics, Algorithms and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s Research Society of China》、《Communications o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和国内期刊《运筹学学报》编委。曾在美国南卡莱罗纳大

学、荷兰蒂尔堡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法国巴黎南等多所大学进

行学术访问和合作研究。 

联系方式：021-66135652 (O)；E-mail: lykang@shu.edu.cn 

 

曾振柄 （男），教授。专业：运筹学与控制论。主要研究方向：全局最优化及其应用。

具体从事组合几何全局最优化的算法、机械化研究及其应用研究。近年来先后承担了 97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等研究课题。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了 100 多篇

学术论文，其中 50 多篇被 SCI 收录。为中国数学会计算机数学分委员会副主任。美国数

学评论评论员。和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国若干教授有合作研究并联合培养过博士研究生。 

联系方式: 021-66134591 (O)；E-mail：zbzeng@shu.edu.cn 

mailto:yqbai@shu.edu.cn
http://www.isa.ewi.tudelft.nl/~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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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广大 （男），教授。专业：运筹学与控制论。主要研究领域：1. 延时微分方程的数

值分析；2. 非线性控制系统。主要成果有：1. 关于延时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和数值分析的结

果被意大利学者 A. Bellen and M. Zennaro 的专著“Numerical Methods for Delay 

Differential Equations”（Clarendon Press,Oxford, 2003）收录（见该书 Theorem 9.5.3 

和 Theorem 10.6.1）；2．关于矩阵对数范数的结果被美国学者 D. S. Bernstein 的专著 

“Matrix Mathematics:Theory, Facts, and Formulas with Application to Linear Systems 

The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收录（见该书 Fact 11.17.12）；3. 在非

线性控制领域，提出了单边 Lipschitz 非线性观测器和拟单边 Lipschitz 非线性观测器，

引发了中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学者的后续工作。分别于 1984 年和 1989 年在

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于 1996 年在日本国名古屋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

学位；1999-2000 年在加拿大纽芬兰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做博士后研究。现担任国际期刊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编委。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3 项和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 1 项。获得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自然科学类）

(2006)。曾先后应邀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加拿大约克大学, 澳大利亚拉垂伯大学进行学术

访问或合作研究。在“BIT(Numerical Mathematics)”，“IMA J. Numerical Analysis”，“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和“IEEE Trans. Signal Processing”等国际杂志

上发表论文 50 多篇。 

联系方式：021-66163198(O)；E-mails: ghu@hit.edu.cn；ghu@ies.ustb.edu.cn 

 

许新建 （男），教授。专业：应用数学。主要研究复杂网络及其在生物医学、社会计

算、金融统计等领域的应用。先后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上海市科委/教委的研究

项目，发表 SCI收录论文 60余篇，被 Nature、SIAM 汇刊、IEEE汇刊等在内的国内外学术

刊物引用 1000多次。培养博士研究生 5名，已毕业 2名，在读 3名；培养硕士研究生 20

名，已毕业 13名，在读 7名。 

联系方式：E-mail：xinjxu@shu.edu.cn 

 

姚锋平  （男），教授。专业：应用数学、偏微分方程。1997.9-2004.7 在苏州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硕士学习，获学士、硕士学位，2004.9-2008.7年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

院攻读博士，获理学博士学位。2010 年8月--2011 年8月在美国 Iowa 大学进行学术访问。

主要从事椭圆型与抛物型偏微分方程正则性理论与应用的研究，已在《Journal of 

Functional Analysis》、《Calculus of Variations and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Journal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等重要的国际期刊上已发表 SCI 收录论文 50 余篇。 现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mailto:ghu@hit.edu.cn%EF%BC%9Bghu@ies.ustb.edu.cn
mailto:xinjxu@shu.edu.cn


 

12 

 

金 3 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1 项。 

联系方式：E-mail: yfp@shu.edu.cn 

注：本年度不招生 

 

应时辉  （男），教授。专业：运筹学与控制论、医学图像处理与机器学习。分别于 2001 

年和 2008 年在西安交通大学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2012.1-2013.1 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

教堂山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从事流形约束最优化理论、计算机视觉和（医学）图像分

析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上海市能力建设项目 1

项，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各 1 项，参与完

成 973 计划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近年来，在 NeuroImage、IEEE Trans.等杂

志以及权威国际会议 CVPR 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中科院一区 TOP 论文多篇。 

联系方式：021-66137196(O)；E-mail：shying@shu.edu.cn 

 

张红莲 （女），教授。专业：基础数学。2001 年获湖北大学理学学士，2004 年获湖

北大学理学硕士。2007 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2012 年 1月--2013 年 1月在美国北

卡州立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主要从事李代数与量子代数的结构，表示理论的研究，已在《Comm. 

Math. Phys.》、《Trans. Amer. Math. Soc.》、《Lett. Math. Phys.》、《J. Algebra》等重

要的国际期刊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3余篇。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专项

项目，面上项目各 1项，目前在研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 

联系方式: 021-66135201(O)；E-mail：hlzhangmath@shu.edu.cn 

 

高 楠 （女），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代数表示论。自上大工作以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3项， 分别为天元基金、青年基金和面上项目。近 10年来共发表高质量 SCI检索

论文 20余篇，其中有几篇发表在本领域顶级杂志 J. Algebra上。国际合作方面曾受德国

DFG资助， 访问德国比勒菲尔德和斯图加特大学，与德国斯图加特大学 Steffen Koenig 教

授等有密切合作，每年会赴斯图加特访问 2个月。现为美国数学会评论员。 

联系方式：13917364705；E-mail：nangao@shu.edu.cn 

 

徐 姿 （女），教授。中国运筹学会数学规划分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最优化理论与

算法及其在信号处理、无线通信、机器学习等领域的应用。08年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

究院博士毕业（硕博连读）。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级项目 4项，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1项，参与面上项目 1项。近几年，已在 SIAM Journal on Optimization、IEEE 

Journal on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Optimization Methods and Software、

Operations Research Letters、Optimization Letters、Journal of Combinatorial 

mailto:yfp@shu.edu.cn
mailto:shying@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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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等国际权威/著名期刊上发表论文 20余篇。曾于 2011.08至 2012.08赴美国

明尼苏达大学学术访问 1年，并多次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北京国际

数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等进行学术访问和合作研究，与国内外多个著名研究机构有长期

合作关系。担任 20多个国际著名优化期刊和顶级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等 10多个 IEEE系列期刊长期审稿人。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函评专家、上海市科

技奖函评专家、上海市优秀学位论文匿名评审专家。所带研究生曾获得国家奖学金等荣誉。 

个人主页: my.shu.edu.cn/cn/xuzi 

联系方式：021-66135658 (O)；Email：xuzi@shu.edu.cn 

 

吴华 （女），副教授。专业：计算数学。主要研究领域：偏微分方程数值解。 目前主

要研究方向：谱方法及其应用。先后主持完成上海市教委青年基金，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科研启动项目各 1项以及在研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

曾做为第三参与人获得上海市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目前指导在校博士研究生 2 人。 

联系方式：Email: hwu@shu.edu.cn 

 

彭亚新 （女），副教授。2008年分别获得法国里昂高师与华东师大理学博士学位后，

进入上海大学大学数学系工作。主要从事几何变分模型、统计学习、数据分析等方面的研究

工作；并将统计学习模型、几何结构与优化算法结合进行建模和求解；最终应用于医学、卫

星遥感、工业制造、交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目前，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国际 SCI 期刊和会议上

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包括中科院一区 TOP期刊 IEEE Trans.、IJNS和人工智能顶会 AAAI

和 IJCAI；已主持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多项横向课题；与香港中文大学、法国高师、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美国密西根大学、上海电气集团研究院和滴滴研究院有着长期的合作和交

流。   

联系方式：021-66135123 (O)；E-mail：yaxin.peng@shu.edu.cn 

 

娄  洁 （女），副教授。专业：应用数学。2004年获得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学位后进

入上海大学数学系工作，重点从事疾病的数学建模工作，尤其针对 HIV/AIDS在宏观人群中

的传播与体内微观感染状况的数学建模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目前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国际 

SCI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现已主持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参研 2项国际横向课

题。本人长期与中国疾控中心的首席科学家邵一鸣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合作，多项研究成果被

公共卫生部门在制定防治策略时参考及应用。还参与了美国 NIH的研究项目及加拿大的国际

发展中心资助项目 IDRC，为国际 HIV/AIDS的防控工作做出了贡献。 

联系方式：15301696816；E-mail：jie.lo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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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长君 （男），副教授。2012年获得澳大利亚 Curtin University 博士学位，2012-2016

年在澳大利亚 Curtin University 任 Research Fellow，2014-2015年任中南大学商学院

讲师，2016年-至今~上海大学理学院数学系副教授，2015年入选首批上海市青年东方学者，

2016年 12月当选上海市运筹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秘书长，2018年获评上海大学蔡

冠深优秀青年教师，2019年 1 月担任国际 SCI期刊 Journal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 编委(Associate Editor)，2019年 4月当选中国运筹学会数学优化分会第七

届理事会青年理事 

近年来余长君博士主要从事非线性最优化与最优控制理论、算法及其在信息和工程中的

应用的研究. 自 2010 年至今，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Automatica，

Journal of Global Optimization，Journal of Optimiz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其中被 SCI 检索 26篇，EI检索 1篇，参编英文著

作章节 1部。担任 IEEE TAC, Automatica 等顶级期刊的审稿人。余长君博士的研究工作还

得到了同行的广泛关注。根据最新的 Scholar Google论文引用数据，所发表论文共被引 405

次，单篇最高引用次数 69次，h-index为 11，i10-index为 12。一篇入选 2014 年 ESI高被

引论文。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1项, 面上项目 1项,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重点/面上

基金 4项, 做为 Research Fellow 参与澳大利亚国家科研委员会 Discovery 基金 1项. 

联系方式：021-66137035 (O)；E-mail：yuchangjun@126.com 

 

刘东杰 （女），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偏微分方程数值解法。主持并完成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一项，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

项。自 2008年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以来，发表高水平 SCI学术

论文 20余篇。先后在德国洪堡大学，台湾大学，德国波恩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进行学术

交流与合作。 

联系方式：021-66132182 (O)；E-mail:liudj@shu.edu.cn 

注：本年度不招生 

 

毛雪峰 （男），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非交换代数和几何，同调代数，代数拓扑有

理同伦论，非交换概率理论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各一项; 曾获第

45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三批特别资助;  已在 Trans. 

Amer.Math. Soc.,  Israel J. Math.,  J. Algebra,  Proc. Amer.Math.Soc.,  Sci. 

China Math.等 SCI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美国 Mathematical Reviews评论员, 曾多

次受邀去美国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和日本名古屋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联系方式: 021-66133900 (O)；Email: xuefengmao@shu.edu.cn 

mailto:yuchangju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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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200 物理学  

 物理学为一级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拥有物理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含盖理论

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及无线电物理等四个二级学科。作为我校“211”建设的重点学科

之一，经过上海市重点建设学科“信息物理”，“无线电物理”和上海市“物理学高原学科”

的建设，物理学科在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是上海大学最早

进入 ESI收录的学科之一。 

学科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科学研究队伍，现有教授 33名，其中博士生导师 39名（含兼职

博导），副教授 37名。其中包括中科院院士 1人、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1人、澳大利亚科学院

院士 1人，长江学者 1 人、中组部青年千人 1人、上海千人 4人、原中科院百人 2人、上海

市东方学者 10 人、曙光学者 5人，以及上海市青年东方学者 4 人等。上海大学物理学科面

向物理学科国际学术前沿方向、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上海市产业经济重大需求，以物质科学

前沿问题为对象，形成和发展了以下特色研究方向：超导与强关联物理、低维与计算物理、

量子与信息物理、引力与高能物理、新能源物理与器件以及纳米结构物理等。主要研究基地

包括上海市高温超导重点实验室、上海大学量子与分子结构国际中心、上海大学—索朗光伏

材料与器件联合实验室、上海大学低维碳材料研究所、上海大学纳微能源研究所、上海大学

理论物理研究所、上海大学超快光子学实验室、上海大学定量生命科学国际研究中心和量子

人工智能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等。物理学科近五年来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重点项目共

40 余项, 立项总经费近亿元；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上海市基础研究

重大和重点项目等 30 余项。每年平均在国内外一流学术刊物(如 Nature、Science、Nature

子刊、PNAS、Phys. Rev. Lett., Phys. Rev. A, B, C, D, E, Appl. Phys. Lett., Opt. Lett.，

JHEP 等)上发表论文 100 篇以上，申请和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0 余项。学科与美国、日

本、芬兰、德国、英国、丹麦，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等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学术

交往。 

物理学科近五年来，已培养博士生七十余名，硕士研究生三百多名。研究生培养曾获得

上海市教委优秀教学成果奖。本学科培养的毕业生集中在国内外高校、科研单位和大型企业，

其中多人已成为学科和企业的骨干力量。 

 

研究方向：  

01  理论物理 

02  凝聚态物理  

03  光学 

04  无线电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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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按姓氏首字母排列）： 

敖平、柏跃玲（本年度不招生）、蔡传兵、曹清、曹世勋、陈玺、陈永聪、戴晔、Yuriy Dedkov、

邓振炎、葛先辉、关士友、龚和贵、姜颖（本年度不招生）、敬超、李春芳（本年度不招生）、

罗立强、马国宏、任伟、Julius Rebek、Jeffrey Reimers、AFONINE Pavel、Jonathan L.Sessler、

E. Solano、田立君（本年度不招生）、Elena Voloshina、吴绍锋、吴小余、徐甲强、许晓

明、严六明、颜明、杨国宏（本年度不招生）、杨希华（本年度不招生）、于洋、张爱林、张

登松、张久俊、张永平、赵宏滨、赵玉峰、查访星、查国桥（本年度不招生）等 

 

考试科目：  

1、英语 

2、物理学专业基础      

3、物理学专业综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张久俊，男，上海大学理学院/可持续能源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可持续研究院

院长兼理学院院长，2015年 12月当选加拿大工程研究院院士，2016年 4月当选加拿大国家

工程院院士，2017年 9月当选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具有 40多年的电化学领域的研究和

产业经验，主要专长为电化学能源存储和转换技术的工程产业化和应用基础研究，包括燃料

电池、高能电池、超级电容器，CO2电化学还原技术和水电解技术等。迄今为止，发表论文

报告 500余篇，其中同行评审期刊论文 350多篇，编著书 24本，总被引超过 35000次，H-Index

为 77，拥有 16 项美国/国际专利。目前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滑铁卢大学、北京大学、中

国科学院等 18 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荣誉 /兼职教授；担任 Springer-nature 的

《Electrochemical Energy Reviews》的主编、CRC的《Electrochemical Energy Storage 

and Conversion》丛书的主编和多个期刊的编委。还曾担任加拿大国家自然科学与技术基金

评委、加拿大明星教授评审委员会评委、美国国家能源部基金委员会评委、国际科技基金仲

裁委员、以及中国国家科技进步奖和自然科学奖海外评审专家评委。 

 

蔡传兵，（男）教授 现从事低维异质结器件物理、非常规超导体及其电磁性能、高温超

导涂层导体及其电力应用等方面研究。曾先后在中科院、日本大阪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

德国莱布尼茨固体和材料研究所从事超导 SQUID结器件、超导磁悬浮、氧化物超导薄膜及其

涂层导体磁通钉扎研究。近年来主持完成多项国家及地方科技攻关项目，包括"863"、中德

科技合作、上海市科委及发改委重大项目等。国内主流期刊上共发表论文近 380 篇，获得专

利 20 余项。兼任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理事，中国电子学会超导分会委员，中国材料委员会超

导分会常务委员。国内外学术机构或学术大会上作邀请报告 40 余次，作为大会主席，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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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 4届 IEEE应用超导与电磁装置国际会议。2013年度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2018年度

中国电子学会优秀工作者；团队被中国侨联授予“创新团队”称号，获得中国侨界贡献奖；

曾三次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颜明， 2004年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物理系获博士学位；分别在 2004-2006 年于美国阿

贡国家实验室，2006-2012年于德国尤利希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2012年至今为上海大

学物理系“东方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自旋电子学、微磁学，发表 SCI论文 30余篇，

现有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在研。 

 

陈 玺（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量子调控、量子计算和量子光学。在国际著

名学术期刊 Nature Communication,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Physical Review A，Optics 

Letters 等上发表论文 100余篇，Google论文引用 4700余次, H因子 34。2008 和 2017年

先后获得西班牙 Juan de la Cierva 和 Ramon y Cajal奖学金。2013和 2018年入选上海市

“东方学者”特聘教授和跟踪计划。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曙光、浦江、青年

科技启明星及跟踪、晨光人才计划、上海市科委量子调控专项等项目 20 余项。近年来，与

西班牙、法国日本等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提出了量子绝热捷径的概念，并研究与之相关

的量子优化和量子控制问题，部分理论被法国尼斯大学、意大利比萨大学等实验小组验证。 

 

马国宏，男，博士，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首批上海市 “东方学者”特聘

教授，上海市“浦江学者”。美国光学学会会员(Member of OSA)，新加坡材料研究会会员

(Member of MRS-Singapore)，美国激光与光电子会议（CLEO）基础科学部委员会评审委员

（2012）。Appl. Phys. Lett., Opt. Lett., Opt. Express, Nature Energy, ACS Photonics, 

Chin. Phys. Lett.和物理学报等学术期刊特邀审稿人。1993年毕业于河南大学，2001年获

复旦大学光学专业博士学位。2001-2005 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Research Fellow），

2005~今，任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超快光子学、太赫兹光子学、太赫兹自

旋电子学，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超快过程，电子自旋的光学相干操纵等研究。在国内外知名

学术期刊 Science, Science Advances, ACS Photonics, Phys. Rev. B, Appl. Phys. Lett., 

Opt. Lett., Scientific Reports, Opt. Express 以及 J. Phys. Chem. A&C 等发表学术

论文 180 余篇。应邀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做大会和分会报告（Keynote Speakers）30 余次。

先后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1 项)和面上项目(3 项)多项、留学回国基金，教育部

博士点基金，上海市科技攀登计划，上海市教委重点项目，以及上海市“浦江人才”和“东

方学者”等人才项目 10 余项。先后培养博士研究生 10 人，硕士研究生 30 余名。其中获得

上海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人，获得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10人，上海大学优秀毕业生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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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上海大学研究生第五届“心目中的好导师”称号。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和重点项目各一项。联系方式：Tel:021-66132513,13564659639 Email:phymagh@shu.edu.cn 

吴绍锋 （男） 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广义相对论、引力与宇宙学；全息原理、

规范/引力对偶及其应用；重整化群和深度学习。本硕博就读于兰州大学物理系，

2006.7-2008.6 在上海大学理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随后留校任教。2013.9-2014.8 在美国

芝加哥大学费米研究所进行学术访问。发表 SCI论文 40余篇，引用 900多次。2008年至今，

连续主持多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历年来讲授课程主要包括：电磁学、热力学、量子力学、

统计物理、量子统计物理、广义相对论与宇宙学。联系方式：sfwu@shu.edu.cn 

 

邓振炎 （男）  博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和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1997年起先

后在日本东京大学、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和日本物质材料研究机构工作 7 年，2005 年

起在葡萄牙阿维罗大学做研究，2007年 1月回国在上海大学工作。现为 J. Am. Ceram. Soc.、

J. Euro. Ceram. Soc.、J. Power Sources 和 Int. J. Hydrogen Energy 等国际学术刊物

的审稿人。长期从事固体能带理论和无机非金属材料的研究，提出的用 Al2O3 表面改性 Al

粉体用于产氢的方法曾被美国 Science Daily、教育部和科技部等国内外科技网站报道，并

多次在国际会议上作邀请报告，被陶瓷材料权威刊物 J. Am. Ceram. Soc.邀请写 Feature

综述论文。获美国专利 1项、日本专利 2项、中国专利 3项，已在 SCI收录的国际期刊上发

表论文 100余篇，包括 Acta Mater. 4篇、J. Am. Ceram. Soc. 21 篇、J. Euro. Ceram. Soc. 

6篇、Phys. Rev. B 5 篇、J. Power Sources 1篇、Int. J. Hydrogen Energy 7篇、J. Phys.: 

Condensed Matter 16 篇。发表的论文被 SCI 总引用超过 2500 次，H 因子 23。目前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项。 

 

曹世勋，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氧化物功能晶体材料设计与制

备，磁性、磁电、光物性、超导电性、多铁性与自旋电子学研究。2003届上海市曙光学者。

2006 年度获上海市自然科学二等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国际合作

与交流项目等 6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上海市科委重点攻关课题项目、上海市教委曙光计

划等多项课题。2018 年，作为共同通信作者与美国 Rice 大学 Kono 教授团队等合作在凝聚

态磁性系统中发现了第一个迪克协同作用的实例，这项重大突破性成果发表于著名国际顶级

期刊《Science》杂志。在 Science, Phys. Rev. B, Appl. Phys. Lett.等国际重要学术期

刊发表 SCI论文 280余篇，被引用 3100余篇次，H-index = 28，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近 10

项。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保持着密切的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Email: sxcao@shu.edu.cn 

 

葛先辉 （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规范场/引力对应的应用研究；全息原理、

强关联体系输运性质和相变； 引力论和宇宙学；弯曲时空中的量子信息。2010 年入选上海

mailto:sfwu@shu.edu.cn
mailto:sxcao@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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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技启明星计划。曾获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一项(第 3完成人)。在研并主持完成多项

国家基金项目。 在国际、国内著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50余篇，引用 1300余次。担任《Journal 

of High Energy Physics》, 《European Physics Letters》等多个国际著名期刊的审稿专

家。目前主持的课题：规范场/引力对偶与强耦合量子多体系统的输运性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指导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多人多次获得各种冠名奖学金。联系方式： 

021-66136202（O）；E-mail:ge_xh@hotmail.com 

 

Enrique Solano （男）教授， 教授主要从事量子光学、量子计算、量子信息、量子模

拟、量子机器学习等，在 Nature, Nat. Comm., Phys. Rev. Lett., Phys. Rev. X 等期刊

上发表文章 300 余篇，他引 13168 余次，h-index 57, 在相关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

影响力。 特别是，在 Dirac 粒子的量子模拟，超强耦合的 Rabi 模型以及数字-模拟量子

绝热计算等方面做出了极具特色的工作，相关理论工作得了 Google, Innsbruck 等实验验

证，并发表 Nature 正刊上。近年来，主持参与了欧盟量子 Flagship 等多个重大项目，与 

Google，IBM 等多家企业保持积极广泛的合作。联系邮箱：solano@shu.edu.cn, 联系电话：

66131529 

 

任伟 （男）教授， 上海大学物理系教授、上海大学量子与分子结构国际中心 ICQMS

创建者。香港大学物理系博士，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后和美国阿肯色大学研究助理教授。

研究领域包括量子材料设计、纳米电子学、凝聚态物理、钙钛矿和石墨烯、二维及拓扑材料、

量子电子输运、第一原理计算研究等，至 2019年共发表 SCI论文 150多篇，（包括 11篇 Phys. 

Rev. Lett.，35篇 Phys. Rev. B ，1 篇 Science，2篇 Adv. Mater.，3篇 Adv. Funct. Mater.，

3篇 Nature子刊等）。研究组与国际接轨、经费充足、课题丰富，在物理、化学、材料、电

子工程、纳米科技和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等领域展开前沿研究。联系方式：Email: 

renwei@shu.edu.cn   

 

许晓明 （男）教授， 在目前主要研究相对论重离子碰撞和夸克胶子等离子体。在原子

核物理、强子物理、量子场论中的多个课题开展了研究。《核内核子的夸克结构与相对论多

体理论研究》项目获 1991 年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项

目。我在国际上首先提出在高密度夸克胶子物质中会发生三体弹性散射过程，并建立了新的

输运方程，第一次解释了著名的夸克胶子物质早期热平衡化之谜。 通过系列工作提出了夸

克胶子等离子体的温度起源。发展和丰富了量子色动力学和原子核物理。联系方式：

xmxu@shu.edu.cn 

 

mailto:xmxu@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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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平 （男）教授，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日

本有过近七年博士后研究经历，以“青年千人计划”和“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人才引进，荣

获“曙光学者”称号。在国际物理主流期刊发表论文 30 多篇，包括以第一作者、共同第一

作者和通信作者在物理学顶级期刊 PRL发表的论文 5篇，目前正在主持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联系方式 yongping11@t.shu.edu.cn 

 

查访星 （男）教授， 本科和研究生分别就读于山东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主要领域：

凝聚态物理固体电子学方向，应用低温扫描隧道显微镜、以及本实验室特色发展的微区光谱

和光霍尔谱等多种实验方法，开展半导体表面界面，低维结构或微纳器件结构的电子或光电

子的特性研究。代表性成果：国际上首次给出成功实现碲镉汞表面的原子分辨成像。研究工

作多发表于 Phys. Rev.、Appl. Phys. Lett.、Optics Lett.和 Carbon 等国际权威学术期

刊。为多个国际学术期刊审稿人。主持两项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作为骨干参加国家自然

基金重点项目以及参与数项科技部重大研发计划。与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中科院微

系统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等单位建立密切合作联系，与德国荷兰瑞典等国的数个国际知名科研

机构保持着科研交往。 联系方式：邮箱：fxzha@shu.edu.cn。手机：021-66132402 （转）

612分机。 

 

曹清 （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德国 Habilitation、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曹清教授 1989年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94年博士毕业于中科院安徽光机所，2007

年于德国哈根大学获高于博士学位的德国教授资格学位(Habilitation)。他曾在法国国家科

研中心的光学研究所(巴黎)、德国哈根大学、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工作过很多年。曹清教授长

期工作在微纳光子学与光学成像的研究领域，做出过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科研工作。特别

地，他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亚波长金属光栅的透射最小发生于表面等离激元的共振波长处；该

篇发表于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88, 057403 (2002)的第一作者论文单篇已被引用 500

余次(web of science)。qcao@shu.edu.cn 

 

敬 超（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凝聚态物理领域新型磁性合金体系的马氏体

结构相变、磁热效应、磁致应力与应变、巨磁电阻效应、磁相分离体系的磁交换耦合机制的

研究。曾获上海市自然科学二等奖。在 Physical Review B,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及物理学报等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80 余篇，获

国家发明专利一项。为 Journal of Magnetism and Magnetic Materials,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等多个国际学术期刊的审稿人。曾主持上海市科委基础重点研究项目和自然

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各一项，曾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一项和面上研究项目多项。

E-Mail: cjing@staff.shu.edu.cn 

mailto:yongping11@t.shu.edu.cn
mailto:qcao@shu.edu.cn
mailto:cjing@staff.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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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林，（男）教授，1999年 7月毕业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1999~2001）和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2002~2003）从

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4年 5月加入上海大学物理系。已主持完成四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一项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基金和一项上海市教委创新重点基金。现主持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2020-2023）。研究领域为粒子物理理论的唯象学（Particle Physics Phenomenology）

和量子色动力学非微扰理论(Non-perturbative QCD)。研究兴趣集中于 QCD求和规则、势模

型、手征微扰理论、重夸克有效理论和基于 QCD的其它唯象理论。在强子的结构和相互作用、

奇异态粒子的性质和重味物理等方面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胶子球、混杂态、多

夸 克 态 和 重 味 强 子 谱 等 方 面 进 行 了 比 较 系 统 的 研 究 。 个 人 主 页 ：

http://www.physics.shu.edu.cn/Default.aspx?tabid=13014 

 

Jeffrey Reimers（男）教授，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士和博士、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后、曾担任悉尼大学和悉尼科技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分

子电子学、光合作用、光伏电池、电子器件、化学光谱、溶剂化效应、电吸收光谱、蛋白质

晶体结构、和电子结构的计算方法等，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 200 余篇，包括 JACS 20 篇、

Chemical Science 3 篇、PNAS 4 篇、Nature 子刊 2篇等，Wiley出版社专著一部。论文被

引用 8700 次，H 因子为 51。Jeffrey Reimers 教授的研究方向引领国内外最新量子化学物

理发展态势，密切结合上海大学材料基因组工程的重大研究方向，为重要实验研究方向提供

理论计算的支撑作用，促成计算材料学与实验研究的有机结合，推动提升物理化学生物和材

料科学前沿交叉学科的研究水平。2014 年 9 月 Jeffrey Reimers 教授担任上海大学量子与

分子结构国际中心（ICQMS）主任。 

联系方式：021-66136109；E-mail: reimers@shu.edu.cn    

  

敖 平（男），教授，长江学者。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90 年获美国伊利诺大

学香槟分校物理学博士，导师为 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A.J. Leggett教授。敖平教授

已发表超 180篇论文，跨越生物、工程、物理等领域，总引用数超 3800次，H Index 为 30。

通过合作，他率先用拓扑方法建立了超导涡旋动力学基本方程，预测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一

种二相量子混和。目前他的研究兴趣集中于复杂疾病的内源性网络理论、代谢网络、演化生

物学、随机过程以及其他相关的领域。E-mail:aoping@sjtu.edu.cn 

 

Yuriy Dedkov（男），上海千人（2016）特聘教授，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博士，曾在

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和德国法兰克福莱布尼兹微电子所担任教授。研究领

域包括固体物理和材料科学，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 119篇，专著章节 4篇，专利一项。Yuriy 

http://www.physics.shu.edu.cn/Default.aspx?tabid=1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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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dkov的文章包括 PRL、Surface Science等国际顶尖期刊，论文被引用 2442 次。 

2017 年加入上海大学量子与分子结构国际中心（ICQMS），推动固体物理和材料科学特

别是石墨烯等无机物与金属薄膜表面的电学与磁学性质研究水平。  

联系方式：18321001741； E-mail: yuriy.dedkov@googlemail.com 

 

Elena Voloshina，（女）上海千人（2018）特聘教授，研究领域为凝聚态物理学，主要

包括表面物理学和计算材料科学；研究重点为探索新型二维材料，研究其奇异特性，探寻合

理操纵和调控二维材料特性的有效途径，以期将二维材料应用于现代微纳米电子学和自旋电

子学。同时，课题研究与国内外许多实验和理论研究组保持长期密切的合作。发表 80 多篇

国际期刊论文，并应邀撰写了数本专著的重要章节，截至 2018 年 10 月，论文 H-因子为 21。

2017 年加入上海大学量子与分子结构国际中心（ICQMS）。 

联系方式：183 21000754；E-mail：voloshina@shu.edu.cn 

 

Pavel Afonine（男），上海东方学者（2015）特聘教授，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宏观分子

的三维结构测定、晶体学和低温电磁结构解决方案、生物 x 射线和中子晶体学的发展方法。

发表国际期刊 70多篇，其中包括 6篇自然论文、1篇科学论文和 3篇 PNAS论文。 2012年

欧洲晶体学协会和欧洲中子散射协会的第 5 位伯拉特奖获得者，以及 2006 年劳伦斯伯克利

国家实验室的杰出表现奖。 研究通过基于量子化的生物大分子技术，为结构生物学开辟了

新的方向，这将有助于提高蛋白质结构的准确性，并使在药物或新分子等新分子的应用上具

有更大的灵活性。研究成果对生活有直接影响;特别是在医学、药物设计和生物科学领域，

为新兴的实验技术提供理论和计算支持。2018 年加入上海大学量子与分子结构国际中心

（ICQMS）。 

联系人:021 - 66136271; E-mail:pafonine@lbl.gov 

 

戴晔 （男）副教授  2008 年毕业于上海大学和上海光机所联合培养博士项目，14-15

年在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访学。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和上海市科委基金 1 项，参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已发表论文百余篇，web of science引用 1200 次，单篇最

高引用 171次，授权发明专利 1项，参与编写专著 1部，担任 APSUSC、APL、OE、OL、JMCC

等二十余种学术期刊审稿人，近五年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做邀请报告 8次，口头报告 5次。联

系方式：13764491506，电子邮箱：yedai@shu.edu.cn 

 

严六明 （男）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质子在质子交换膜（用于燃料电池）中的迁移及

其膜的设计、熔融盐的结构和性质（与太阳能储热和干法处理核废料有关）。已经主持完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项，在研项目 2项，主持完成上海市科研项目 3项，主持完成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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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 8项。已发表高水平 SCI论文 10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 1部，参著 2 章。获授权专

利 7项。目前是中国化学会会员、美国化学会会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大专项评审专家。Email: liuming.yan@shu.edu.cn 

 

Jonathan L. Sessler， 欧洲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特聘教授、美国 UT Austin 大学

Welch 讲席教授，已发表 750 余篇科研论文，其中一区文章>200 篇，其中 Science (1 篇)，

Nature Chemistry (6 篇)，J. Am. Chem. Soc. (>130 篇)，Angew. Chem. Int. Ed. (>30

篇)；Sessler 教授成果的他引次数>30,000，H-index 指数高达 100，是超分子领域论文引

用率最高的化学家之一；同时他还拥有 80 多个专利并已编辑了三本在化学界享有极高声誉

的书籍。Sessler 教授是著名期刊 Chem Comm 副主编；他还开发了多个抗脑瘤药物，是

Pharmacyclics及 Cible制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其中 Pharmacyclics公司 2015年被 AbbVie

公司以 210 亿美金收购。自 2015 年底起，Sessler 教授受聘于上海大学，领导组建“超分

子化学与催化研究中心”。联系方式：chlei@shu.edu.cn 电话：021-6613 5155 

 

Rebek 教授系美国科学院院士，现任美国著名 Scripps 研究所教授及 Skaggs 化学生物

学研究所主任，是国际著名的化学家和生物有机化学家。Rebek教授长期担任众多学术团体

的领导职务和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编委，已发表高水平的研究论文 500 余篇，其中包括

Science (11篇)，Nature (5 篇)，Nature Chemistry (1 篇)，Proc. Natl. Acad. Sci. USA. 

(>27 篇)，J. Am. Chem. Soc. (>200 篇)，Angew. Chem. Int. Ed. (>31 篇)。Rebek 教授

自2016年加入上海大学以后,以上海大学为第一单为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包括PNAS两篇。

主 要 研 究 方 向 ： Self-Assembling and Self-Replicating Systems, Molecular 

Encapsulation, Biomimetic Chemistry, Innate Immunity, Nerve Agent Antidotes and 

Sensors 

 

于洋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2013 年 8 月于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13 年 12

月至 2017年 3月分别在西南医学中心和斯克瑞普斯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2017年 4月加

入上海大学。迄今为止，在国际化学权威杂志上如 Accounts、PNAS、JACS，Angew等发表论

文二十余篇。2017 年获上海市高校特聘教授荣誉称号。目前主持承担国家自然基金 1 项、

上海市教委东方专项 1项、骨干参与上海市仿生与智能高分子材料创新项目。研究领域：（1）

超分子仿生催化；（2）有机超分子材料。 

 

关士友（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理学院/可持续能源研

究院固/液电解质中心主任。研究方向：高端电解质材料设计、合成及其在超级电容器、锂

离子电池、燃料电池中的应用。发表论文 60余篇，申请专利 60余项，主持完成各类科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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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30 余项。标志性科研成果有：1）在 Nature 和 J. Am. Chem. Soc.上发表 4 篇高水平学

术论文，总被引 3000 多次，最高单篇被引 1500多次；2）“超级电容器用电解质材料”项目

成功实现产业化。获得“广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以及日本公司奖励 10 余项。社会兼职包

括：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会员，苏州市“千人计划专家联合会”理事兼材料与工程

专委会副主任，以及张家港市政协委员。联系方式：15026665390；E-mail：syguan@shu.edu.cn 

 

张登松（男），研究员，博导，理学院副院长，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入选 2018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爱思唯尔）。主要研究催化及表界面科学。主持了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国际合作重点项目、973预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青、联合基金、面上基金）等

项目，已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0余项，发表 150余篇 SCI论文，有 30篇入选 ESI高被引论

文，有 2 篇入选 ESI 热点论文。曾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一完成人）、上海市育才

奖等多种奖项。E-mail: dszhang@shu.edu.cn 

 

徐甲强（男），教授，博士。专业：凝聚态物理。主要研究领域：先进能源与传感器。

兼任中国电子学会全国气湿敏传感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传感器分会

常务理事、中国智能传感器联盟理事，上海市教委“纳米材料化学”重点学科“纳米结构材

料与器件”方向学术带头人、上海市安全生产专家、Chin. Chem. Lett.、功能材料期刊编

委。2016 年获得《科学中国人》年度人物和上海大学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完成包括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重点科研课题 20多项；拥有发明专利 22 项，转化 8项；“金属氧

化物气敏材料的微结构设计、可控制备及其增敏机理研究”获得 2015 年上海市自然科学二

等奖；在包括 Adv Funct Mater、Angew Chem、J Mater Chem、Sens Actuators B、ACS Appl 

Mater Interf、J Power Source 和 J Phys Chem 等期刊在内的 SCI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40

篇，被引用 7500 次，先后有 12 篇论文入选 ESI 高引用文章，1 篇入选 ESI hot paper，h

因子 48。目前承担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仪器专项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河南省联合基金重大项目 1 项、科技部新能源汽车重大专项课题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基金 1项、上海市科委重大专项课题 1项、上海卡耐能源有限公司、上海奥威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等企业委托课题 2 项。联系方式：021-66132663(O）；66138002（L）；E-mail： 

xujiaqiang@shu.edu.cn；课题组网站：www.xujiaqiang.top 

 

赵宏滨  男，教授，博导，理学院化学系科研副主任，可持续能源研究院氢能燃料电池

中心副主任。2009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上海浦江人才，

滑铁卢大学访问学者。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评审专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材料物理和纳

米技术在电化学能源、转换和存储方面基础和应用研究， 项目论文：至今已发表高水平 SCI

和 EI论文共 80余篇，入选 ESI高被引论文 3篇，热点论文 1篇，他引总次数超 140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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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国家级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 1项，浙江省重点研发项目 1项，上海市级项目 5项，横

向课题 2项；参与课题 5项。副主编和参编 Springer 出版专著 2本，本科工程化学系列教

材 3章，申请及授权专利 10项。获奖：2016-2019多次荣获上海大学科研贡献奖。 

Email: hongbinzhao@shu.edu.cn电话：021 66132701 

 

龚和贵，男， 教授，1974.10月出生，上海市高校特聘教授（东方学者 2010年）。2005

年美国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化学博士学位，2005-2008 年美国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化学系博士后。上海大学教授（2008年 11月至今）。已发

表学术论文 50篇，包括 8篇 J. Am. Chem. Soc., 3篇 Angew. Chem. Int. Ed., 1 篇 Chem. 

Sci., 20篇 Org. Lett.、Chem. Commun.等，他引约 1400次（SCI检索）。2014 年获 Asian 

Core Program Lectureship Award。2017 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有机化学杰出

校友讲座奖”。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5 项。4 名研究生获上海市优秀硕士论文。现为

Science、JACS等著名刊物审稿人。受邀为美国能源部（DOE）及美国化学会石油基金（ACS 

Petroleum Fund）科研经费评审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1）“有机合成新方法”的开发；

2）新型“超分子材料”体系的构建 

 

罗立强 （男）教授，2000 年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获分析化学博士学位，

2001 年开始先后在日本熊本大学、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2006 年回国

被引进到上海大学工作。主要研究领域：纳米材料的合成、表征及其在生物（化学）传感与

分析中的应用。兼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乳腺病分会委员，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传感器分会

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纳米科技重点专项评审专家。在国内外重要

刊物 Chemistry of Materials, Analytical Chemistry, Nanoscale,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等发表论文 12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6项。

主持在研和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电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1项，参与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 2项。手机:13524848545。E-mail：luck@shu.edu.cn。 

 

赵玉峰，女，上海大学理学院/可持续能源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皇家化学会会

士(FRSC)，先进电极材料中心主任。1996-2003年在天津大学学习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学位，

2006 年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分别在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德国马尔堡大学

从事科研工作。2010 年回到燕山大学工作，2019 年正式入职上海大学。研究领域主要集中

于新型电极材料和电催化剂的开发，用于二次电池、超级电容器、燃料电池、金属空气电池

等。主持河北省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大学高层次人才启动经费、河北省

高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企业合作项目等多项科技项目，入选河北省“三三三”人

才工程二层次人选，获秦皇岛市第九届青年科技奖。迄今为止在 Nature Commun、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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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 Sci、Angew Chem、Adv Funct Mater、Energy Storage Mater等国际期刊发表 SCI

收录论文近 100篇，多篇入选 ESI高被引论文。兼任国际电化学能源科学院理事、中国储能

与动力电池及其材料专业委员会委员、Frontiers in Energy Research编辑、Nano Advances 

编辑、《当代化工研究》编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澳大利亚 ARC基金通讯评审专家等。 

吴小余，男，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手性合成、不对称催化、天然产物生物碱合成、

医药中间体合成工艺开发；在 Acs Catal., Chem. Commun., Org. Lett., Chem. Eur. J.

等期刊上发表 SCI论文 40多篇，其中影响因子大于 4.0的 20多篇，论文他引累计 900多次；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1 项，面上项目 4 项，目前在研面上项目 2 项；已培养硕士生

12 名，其中 7 人获得国家奖学金，3 人获得光华奖学金。联系方式：13564723712 

wuxy@shu.edu.cn 

 

陈永聪（男）教授，1978 年就学中国科技大学第二期少年班，1987 年获美国伊利诺伊

大学厄巴纳 - 香槟分校（UIUC）博士。1989 年至 1995 年任中国科技大学任副教授，教

授，博导。从事凝聚态物理学各个领域的教学和研究，获 199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特殊津贴”。后于澳大利亚创立 SmartWin科技有限公司，拥有互联网专利，担任技术总监。

具丰富的软件应用程序及电子商务开发和管理经验。2009 年以来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从

事系统生物学研究，将高等随机动力学与高性能计算结合，打造大型代谢网络动力学模拟平

台，用于生物医学。 2018年起加盟敖平教授主持的上海大学定量生命科学国际研究中心。

与 UIUC 的 Leggett 教授（2003 年诺奖）等合作研究量子生物学的前沿领域，成果 2019 年

发表于美国国际顶级物理评论快报。陈永聪教授目前的研究领域还包括：耗散量子比特调控，

高温超导理论机制，偏微分方程的随机动力学分析，及肿瘤细胞生态的代谢模式研究。欢迎

有志于量子物理和生物医学的同学报考我们定量生命科学中心。 

 

 

文学院 

050100 中国语言文学 

本学科创建于 1982年，2003年、2005年先后建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博士方向，

2010年建成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15年成为上海市高原学科。经过近四十年的

建设，现在师资力量明显增强，现有 70位教师，其中教授 22位，副教授 22位，在专业研

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本学科现有文艺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语言文字

学、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以及文化研究、创意写作、

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等 10个二级学科。“中华古诗文创作与吟诵”基地是教育部中华优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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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传承基地。本学科已形成门类齐全、特色明显的学科体系。现承担国家哲社重大项目

9项，重点项目 3项，一般项目 20多项，省部级项目 30多项，已获省部级学术成果奖 20

多项。 

二级学科及研究方向： 

1.中国古代文学，拥有教育部“中华古诗文创作与吟诵”基地、中国诗礼文化研究院、

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中心等教学科研机构组成，在教学、科研与学科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

优异成绩，学科老师承担国家重大项目 7项。研究方向：1）诗礼文化；2）唐宋文学；3）

元明清文学；4）现当代旧体文学。 

2.中国现当代文学，已建立起共 7人（包括 2名教授）的专业梯队。这一梯队具有两个

鲜明特点：一、学科凝聚力强、研究方向搭配合理，从近代至当下，从小说到诗歌，做到了

全覆盖。二是勇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与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青年学者的相关研究在全

国处于拔尖状态，受到学界瞩目。现学科主要有 3个研究方向：1）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

究；2）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研究；3）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 

3.文艺学，文艺学已建立起包括 4名正教授/博士生导师、总人数为 8人的研究梯队。

致力于文艺学和文化理论的研究，以中西文学理论的相互影响与流变、左翼思想与当代中国、

视觉文化的批评理论、美学史与美学理论、艺术理论与艺术哲学、法国理论与艺术等作为研

究方向。学科旨在打通文化批评、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和审美批评，推进中国批评理论知识

更新与研究转型。 

4.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致力于中国境内语言与方言的研究。尤其关注

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语言接触、变异、融合现象，以探讨语言演化的共时特点和历时

演变的规律及语言理论的创新。研究方法上不但注重传统文献考察，还引入了现代田野调查、

社会语言抽样分析与实验语音分析等多种最新语言学调查手段。本学科已形成了汉语历史音

系学、汉语方言学、汉语语法学和对比语言学等四个研究方向。 

5.创意写作，是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创始单位之一。学科致力于创意写作学科的中国化

创建，旨在培养富有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系统掌握创意写作基本理论，具有学科创新能

力、产业领导能力的高层次理论研究及创作实践人才。主要研究领域：1）创意写作学及网

络文学研究；2）儿童文学研究；3）非虚构文学研究。 

 6.俗文学与民间文学，主要研究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和民间叙事诗，以及

中国民间文学史、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互动关系、中西民间文学理论等。要求报考者熟悉

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现状，具有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基础，熟悉中国非遗保护

现状，具有一定田野调查经验，并具有较强的古代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能力。招生方向：民

间文学研究 

研究方向： 

01 诗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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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唐宋文学（本年度不招生） 

03 元明清文学 

04 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05 创意写作     

06 文艺学       

07 民间文学研究     

08 汉语历史音系学 

09 汉语语法学  

10 现当代旧体文学 

  

指导教师： 

01 方向：邵炳军、尹楚兵、姚蓉、伏俊琏、曹辛华、王卓华 

03 方向：饶龙隼、杨绪容 

04 方向：蔡翔、钱文亮 

05 方向：葛红兵、何建明、谭旭东 

06 方向：曾军、孙晓忠、刘旭光、卓悦 

07 方向：黄景春、施爱东 

08 方向：丁治民、华学诚 

09 方向：杨逢彬 

10 方向：曹辛华、王卓华 

 

考试科目： 

1.英语      

2.专业基础  

3.理论综合  

    

参考书目： 

01-03方向参考书目：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

年 

《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董乃斌主编，中华书局，2012年 

《先秦文学史》，褚斌杰，谭家健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01方向) 

《中国散文史》，上册，郭预衡著，上海古藉出版社，2000年（01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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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先秦秦汉卷），郭预衡主编，上海古藉出版社，2007(01方

向) 

《唐代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吴庚舜、董乃斌主编，1995(02方向) 

《宋代文学史》，孙望、曹济平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02方向)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傅璇琮主编，辽海出版社，1998（02方向） 

《隋唐文学批评史》，王运熙、杨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02方向） 

《元代文学史》，邓绍基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03方向） 

《清诗史》，严迪昌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03方向） 

《中国文学批评史》（宋金元卷），顾易生、蒋凡、刘明今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03方向） 

《中国文学批评史》（明代卷），袁震宇、刘明今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03方

向） 

《中国文学批评史》（清代卷），邬国平、王镇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03方向) 

《中国文学批评史》（近代卷），黄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03方向)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03方向）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人民出版社，1981（03方向） 

《明词史》，张仲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03方向）             

04 方向参考书目：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蔡元培等，上海书店影印 1982 

《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册)，王瑶，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1-1953，1982再版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中国当代新诗史》，洪子诚、刘登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中国当代诗歌史》，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上下册)，王晓明主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3 

《文化研究读本》，罗钢、刘象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05 方向参考书目： 

《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论》葛红兵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 

《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洪子诚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创意写作：基础理论与训练》许道军、葛红兵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06 方向参考书目： 

《西方文艺名著教程》(上，下)，胡经之、王岳川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英]拉曼&middot;塞尔登，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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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导论》，[英]阿雷恩&middot;鲍尔德温，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北京大学出版社 

《欧洲近代艺术精神的起源》，刘旭光,商务印书馆 2018年 

《西方美学史》，朱立元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年。 

07 方向参考书目： 

《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陈泳超，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走向新范式的中国民俗学》，施爱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神话与神话学》，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故事的歌手》，【美】洛德，尹虎彬译，中华书局 2004 

《故事形态学》，【苏】普罗普，贾放译，中华书局 2006 

《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美】鲍曼，杨利慧、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西方神话学读本》，【美】阿兰.邓迪斯，朝戈金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信仰》，黄景春、程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中华民间文学史》，祁连休、程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下），刘锡诚著，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 

08-09方向参考书目： 

《汉语史稿》王力著，中华书局，1980（专业基础课） 

《历史语言学》徐通锵著，商务印书馆，1991(专业基础课) 

《邢公畹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10方向） 

《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詹伯慧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第 10方向)。 

《汉藏语言研究》薛才德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 10方向) 

《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杨树达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 11方向) 

《汉语史论集》郭锡良著，商务印书馆，1997(第 11方向) 

《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杨逢彬著，花城出版社，2003（第 11方向） 

 10方向参考书目： 

《唐宋词史》，杨海明著 

《中国词学史》，谢桃坊著 

《中国词学批评史》，方智范等著 

《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张伯伟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张寅彭（男），教授。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诗学,清代诗学，

民国旧体诗及其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现为上海大学清民诗文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典文

献学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中日韩东方诗话学会理事、上海古代文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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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副会长、上海古籍保护工作委员会委员。张寅彭教授一直主要致力于清代诗学和民国旧体

诗学的研究，持续主持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多个项目，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重大

项目《清诗话全编》。继 2003年出版《民国诗话丛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

六届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图书奖特等奖、上海市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以来，近年又整

理和研究出版了《梧门诗话合校》、《苍虬阁诗集》、《越缦堂日记说诗全编》等著作，都

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和重要文献。2014年完成《清诗话三编》，由上海古籍出版

社出版。主持编撰的又一种大型丛书《乾嘉诗文名家别集丛刊》，第一辑 11种，目前也正

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联系方式：zhangyinpeng@hotmail.com 

注：本年度不招生 

    

邵炳军（男），博士，二级教授。专业：中国古代文学。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与诗礼文化。现为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诗经

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通讯鉴定专

家、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学科评估专家等职。多年来紧紧围绕“中国古代

文学与诗礼文化流变”这一主题，坚持从经验实证到理性思辨的方法论原则，恪守“左图右

史”的治学理念，运用年代学与地理学理论与方法，关注时间与空间两大要素，力求客观地

反映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与演变规律；同时，注重文献整理与研究，为中国古代文学研

究开拓文献源。自 2000 年以来，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时世考论”、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子项目“叙事元素孕育与诗歌叙事传统之发生”、上海市

社科规划重大项目“两周文研究”，参加在研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春秋世族作家群体与

文学创作考论”；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春秋时期政治兴变与诗歌创作演化——

以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政治格局为研究起点”、教育部社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春秋文学

系年辑证”、人事部博士后科研基金项目“春秋初期政治与诗歌研究”、全国高校古委会重

点项目“《左氏春秋》文系年注析”、全国高校古委会一般项目“《今文尚书》文系年注析”、

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春秋政治变革与诗歌创作考论——以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政治

格局为研究起点”、其他科研项目 8项；在《文学遗产》《文史》《文献》等刊物发表学术

论文 122篇，出版有《德音斋文集·诗经卷》（独著）《春秋文学系年辑证》（独著）《楚

辞文献研读》（主编）《诗经文献研读》（主编）等 12部学术著作。其中，《春秋文学系

年辑证》分别获教育部社科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全国高校出版社学术著作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上海市社科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其他成果获省部级各类奖励 6项。 

联系方式：shaobingj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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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楚兵（男），博士，教授。专业：中国古代文学。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与诗礼文

化。现任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兼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江苏地域文化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一）唐代诗人群体研究。（二）唐代作家生平研究。（三）唐宋文学文献

的整理、辨伪、辑佚。（四）吴地文献整理与文学研究。出版学术著作《令狐楚年谱 令狐

绹年谱》(独著)、《全唐五代诗》第八册（李白卷，合著），在《文学遗产》、《文献》、

《学术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国高校古

籍整理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皮日休集校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无

锡地域文学研究”、江苏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唐末五代诗人群体研究”、江苏省教改项目

“汉语言文学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等科研项目。现担任姚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明清唱和诗词集整理与研究”子课题“明代唱和诗词集文献丛刊”负责人。 

联系方式：ycb601@163.com 

 

姚 蓉（女），博士，教授。专业：中国古代文学。主要研究方向：诗词学与诗礼文化。

现为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诗词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1、诗词文献

整理与研究；2、诗词流派与群体研究；3、诗词唱和活动研究。诗礼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明

清江南文学与文化世族诗礼传统方面。出版著作《明末云间三子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4）、《明清词派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逸周书>文系年注析》（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郭麐诗集》（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等。在《文学遗

产》、《思想战线》、《南开学报》、《中山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 30余篇。曾承担

“明清词坛唱和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逸周书》文系年注析”（全国高校

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十七世纪江南文化士族与文学研究”（上海市教委

创新项目）等科研课题，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唱和诗词集整理与研究”、

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项目“上海地区文化世族与文学发展研究”，另在张寅彭教授主持

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诗话全编”中，作为子项目负责人承担嘉庆朝诗话的整理工作。 

联系方式：yaorong@shu.edu.cn 

 

伏俊琏（男），博士，教授。专业：中国古代文学。主要研究方向：古代写本与诗礼文

化。主要研究领域是：先秦两汉文学、出土文献与文学、辞赋文学、敦煌文学。现为西华师

范大学二级教授，国学院院长,写本学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古代文学特色文献研究团队负

责人，“嘉陵江英才工程”特聘教授，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近年来，主持

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三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项，教育

部规划基金项目两项。主持甘肃省、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各一项。主持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2016）。在中华书局、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了《先秦文献与文学考论》、《俗赋研究》、《敦煌赋校注》、《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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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文学总论》、《人物志研究》7多部学术专著，在《文学遗产》、《文史哲》、《文艺研

究》、《文献》、《中华文史论丛》、《社会科学战线》、《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

《南京大学学报》、《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 170馀篇。科研成果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1次，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次、三等奖 4 次。 

联系方式：fujunlian@126.com  

 

饶龙隼（男），博士，教授。专业：中国古代文学。主要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中国

文学批评史。现任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制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

明代文学研究会（筹）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有：（一）先秦两汉文学艺术与群经诸子研

究，代表论著有《上古文学制度述考》（2009）、《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2002）、《两

汉气感取象论》（2006）、《先秦诸子寓言正义》（2002）、《晚周观念具象述论》（2009）、

《中国文学制度论》（2010）、《〈书〉考原》（1998）等；（二）元明时期文学艺术与思

想文化研究，代表论著有《元末明初大转变时期东南文坛格局及文学走向研究》（2017）、

《明代隆庆、万历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1995）、《南唐故家与西昌文学》（2005）、《李

何论衡》（2007）、《明初诗文的走向》（2001）、《元末明初浙东文人择主心态之变衍及

思想根源》（2008）、《接引地方文学的生机活力——西昌雅正文学的生长历程》（2012）

等。倡导学术研究“得从源头做起”，并引入中国固有的文学制度观念，来描述考原中国文

学的制度内涵。担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学制度研究》首席专家、主持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明代作家专题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末明初

大转变时期东南文坛格局及文学走向研究》、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

《元末明初东南文人研究》等，《渡江——元明易代的文化选择与文学通变之路》获中国博

士后科学研究基金特别资助（第二批）。《两汉气感取象论》获《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2007）、

获浙江省政府 2005至 200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晚周观念具象述论》获上海市

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0）、《接引地方文学的生机活力——西昌雅正文学的

生长历程》获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4）。 

联系方式：E-mail:raolongsun@126.com 

    

杨绪容（女），博士，教授。专业：中国古代文学。主要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专攻

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现任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具体研究方向如下：

1、元明清戏曲研究。该老师获得 201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戏曲评点整理与研究》，

拟完整辑录明清戏曲评点文献，并加以研究。已整理出版了《王实甫〈西厢记〉汇评》一书。

该书不仅对《西厢记》的评语作了细致的排比与分类，并按照一定标准进行了编订，还对全

部《王西厢》评本的文献与理论价值作了分析。该书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立项。2、明

清小说研究。一是古代公案小说与近代侦探小说的研究。该成果集中于《〈百家公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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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近年来，该老师研究领域由古代公案小说延伸到近代侦探小说，并发表了《从公案到

侦探：对近代小说过渡形态的考察》、《周桂笙与清末侦探小说的本土化》等系列论文。二

是小说类型与文体研究。该老师多年研究古代小说体式的形成与特点，尤专注于对“历史演

义”、“世情小说”与“公案小说”文体流变的探讨。此前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了《“演

义”的生成》、《“演义”辨略》、《“公案”辨体》等系列论文。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明

清小说的生成与衍化》一书。3、明清诗文研究。该老师整理出版了《杨芳灿集》一书，是

目前所知杨芳灿《芙蓉山馆诗抄、词抄、文钞》的唯一现代排印本。 

联系方式：yangxurong@shu.edu.cn；yangxurong66@hotmail.com。 

 

曹辛华（男），博士，教授。专业：中国诗词学、现当代旧体文学研究。现为上海大学

教授（特聘），上海大学诗词学研究中心主任，现当旧体文学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民国词集编年叙录与提要”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成果文库入选者（《民

国词史考论》）。现主持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全民国词第一辑”等多项。世界汉学中国文学

分会常务副会长，世界汉学研究会晚清民国文学副会长，中国文章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

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词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近代文学会理事，《民国旧体文学研究》

主编。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 6项。在《文学遗产》等权威刊物发表论文

20余篇。专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middot;词学卷》《中国词学研究》《唐宋诗词

的文体观照》《民国词史考论》等多部，主持编纂《全民国词》《全民国词话》《全民国诗

话》《民国旧体文学史料丛刊》《民国旧体文学大系》等多部。 

联系方式：caoxinhuanj@sina.com 

 

王卓华（男），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清代文学。现为广西自治区特聘教授、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清诗总集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玉林师范学院院长、玉林师

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上海大学校聘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审核评估专家、教育部师范专业认证专家。多年来紧紧围绕“清诗

总集文献”这一主题，坚持文献实证与文学文化阐释并重,在断代文献整理与研究、文献汇

纂、清代诗学研究,尤其是清代诗歌总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曾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 8项。在《文献》《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发

表论文近 30篇。另著有《康熙博学鸿儒著述考》《中国诗学三种》《邓汉仪集校笺》《慎

墨堂诗话》《近思录译注》等多部，主持编纂《清诗总集丛刊》（418册）《日本藏清诗总

集善本丛刊》（第一辑，24册）等多部。 

联系方式：wangzhuohua727 @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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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锦芳（女），博士，教授。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向：唐代文学文献、清代

文学文献。出版专著 3部：《戴震生平与作品考论》、《杜诗版本及作品研究》、《杜诗学

史与地域文化》。点校整理古籍一部：《杭世骏集》（全五册）。迄今已在《文史》、《文

献》、《中国典籍与文化》、《国学研究》、（台湾）《孔孟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近 50篇。目前从事研究的课题有：1、王昶《春融堂集》整理研究；2、在张寅彭教授主持

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诗话全编”中，作为项目团队成员承担子课题“清地域诗话合

辑”研究。3、上海市哲社项目《王昶年谱新编》。 

联系方式：jinfangcaicai@163.com 

 

王晓明（男），硕士，教授。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化分析和现代早期中国思想

研究。目前正在从事的主要是：1，当代支配性文化及其生产机制分析；2，今日文学生产机

制分析； 3，现代早期中国思想与中国革命研究。近五年的著作/编作单行本有：《近视与

远望》、《横站》、《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中国语言文学本科必读书目》和《中国现

代思想文选》等。除担任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和中文系教授外，还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紫江讲座教授。 

联系方式：电话：021-66135200；E-mail:wangxiaomingcc@hotmail.com  

注：本年度不招生  

 

蔡 翔（男），教授。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研究领域：当代文学研究、当代中

国都市文化研究，1949－1966阶段的中国文学－文化想象研究。目前正在从事 1980年代的

文化研究、当代文化现象的文化分析等多种研究课题，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949-1966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研究》。曾获上海市青年文学奖，第二、第五

届全国当代文学研究奖、第十届上海哲社科优秀成果奖等数十项奖项，先后著有《一个理想

主义者的精神漫游》、《躁动与喧哗》、《侠与义——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日常生活

的诗情消解》、《此情谁诉——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神圣回忆》、《回答今天》、

《何谓文学本身》、《革命／叙述——1949-1966年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等著作。

曾任《上海文学》杂志社执行副主编，现为上海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

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联系方式：Caixiang@vip.163.com 

    

钱文亮（男），教授。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研究领域：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国

当代诗歌研究，胡风研究。先后承担的省部级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民族国家想象

与现代文学组织——以“抗敌文协”为中心》、《胡风年谱长编》、《“重返八十年代”学

术活动研究》等。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优秀成果表彰奖”、首届“教育部名栏·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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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学研究奖”等奖项，先后有《胡风论——对胡风的文化与文学阐释》（合著）、《新

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诗神的缺席与在场》等著作出版。曾任《通俗文学评论》杂志编

辑部主任、《网络文学》杂志执行副主编，策划有“怀旧丛书”、《在北大课堂读诗》等，

主编过《老玩具·老游戏》和《中国百年新诗大典》（第二十二卷）等书。现为上海大学教

授，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联系方式：qwl08@sina.com 

 

葛红兵（男），博士，教授。专业：创意写作。主要研究方向：创意写作学、20世纪

中国文化理论与批评、小说创作理论与批评。现为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执行主任、中

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历任澳门大学讲座教授，英国剑桥大学访

问学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学者等。曾主持国家社科、省部级社科等项目 20余项。

葛红兵教授是中国作协会员，上海作协理事，创作有散文集 6部、长篇小说 7 部，影视剧本

3部，近年从事创意写作学科的中国化创建工作，主持有相关教研培训、国际写作交流、社

区公益书坊项目。学术代表作有：《文学史学》、《身体政治》、《小说类型学的基本理论

问题》、《创意写作基础理论与训练》等；翻译代表作：《视觉文化》、《创意写作的兴起》

等；长篇小说代表作：《我的 N种生活》、《沙床》、《上海地王》等；主编丛书有：《20

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论（3卷）》、《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丛书（3卷）》等。 

联系方式：401354227@qq.com  

 

谭旭东（男），教授。专业：创意写作学。主要创作及研究方向：儿童文学、文学出版

与创意写作。上海大学文化创意出版中心副主任，诗人、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儿童阅读

和语文教育专家。出版诗歌、散文、童话、小说、寓言等 90多部，译著 60多部，文学理论

批评著作 20部。主持完成国家、省部级研究项目 5项，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60 多篇。

曾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童书金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和全国优秀畅销书奖、鲁迅文学奖。

作品被译成英语、俄语、德语、波兰语、阿拉伯语和韩语发表与出版。 

电子邮箱：txd428@126.com 

 

何建明（男），教授。专业：创意写作学。主要创作及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

批评，报告文学研究与创作。何建明先生为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会

长、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新闻出版领军人物。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

学理论和批评研究，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推动活动，在报告文学创作领域拥有大量成果， 

作品曾经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中华优秀图书奖等。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告急》、报告文学并改编成电视

剧作品《落泪是金》、《部长与国家》、《国家行动》等。  

联系方式：hjm999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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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军（男），博士，教授，首届长江学者青年学者（2015），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

个一批”理论界人才（2017）、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8）、曙光学者（2009）、

上海社科新人（2010）。专业：文艺学。主要研究领域：比较诗学、文化理论与批评、视觉

文化研究、都市文化研究等。目前从事的课题有：巴赫金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9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民间诙谐文化问题研究、20世纪视觉叙事问题研究等。专著有

《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观看的文化分析》，主编《文化批评教程》，在《文

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学术月刊》等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其

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

转载。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项、省部级项目 2

项。现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巴赫金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外国文论与比

较诗学研究会理事。 

联系方式：021-66133936，Email：zjuncyu@163.com 

 

孙晓忠（男），文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1 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2批评理论研究。

在《文学评论》《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代表性论文有《当代文学中的冯

雪峰》、《改造说书人》、《有声的乡村》、《文化治理：1950年代的上海文化改造》等

数十篇。主编《延安乡村建设文献》（4卷），《生活在后美国时代》等 8部。主持国家项

目、上海市哲社重大委托项目多项。目前从事延安文艺研究和 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文化研

究，和左翼批评理论研究。 

联系方式：sunnyxiaozhong@vip.163.com 

 

刘旭光（男），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西方美学史与美学理论以及术理论的研究，上

海市曙光学者。现为上海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市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曾为

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执行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主持国家哲社重点项目《审美的历史

演进与当下形态》、国家哲社青年项目《当代美学中的艺术真理性问题研究》，教育部分项

目《欧洲近代艺术精神的起源》，上海哲社项目《西方存在论的演进与美学之关系研究》等

项目，出版《海德格尔与美学》、《近代欧洲艺术精神的起源》、《存在之链上的美学——

形而上美学的历史与命运》等四本专著，发表 CSSCI 级刊物发表论文 90余篇。《审美的复

魅》一文获得 2016年上海哲社二等奖，《化理论为践行：美学课的教学改革与实践》获 2017

年上海教学成果二等奖。 

联系方式：1822410622@qq.com 

 



 

38 

 

陈晓兰（女），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学科带头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

要研究领域：中外文学/文化关系、国际旅行与写作、英美文学、城市文化与文学、性别与

文学。出版著作：《性别、城市、异邦——文学主题的跨文化阐释》（2014）《中西都市文

学比较研究》（2012）、《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2006）、《城市意

象：英国文学中的城市》（2006）、《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9），

《想象异国：现代中国海外旅行与写作研究》（主编，2012）、《外国女性文学教程》（主

编，2011）、《美国印象——中国旅美游记选编，1912-1949》（编校，2018）学出版社 2010）

等，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等期刊发表论文、译文 70篇。

主持国家课题：民国时期环球游记文献整理与研究；教育部课题：“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

“民国时期旅美游记文献整理与研究”。 

联系方式：021-66133632(O)，E-mail:xlchensd@126.com 

注：本年度不招生。 

 

刘耘华，湖南株洲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特聘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国际比较文学

（中英文）》季刊创刊主编（之一）。主要从事基督教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关系、欧美汉学、

儒家诗学及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曾出版学术专著《诠释学与先秦儒家经典之意义生成》（2002）、

《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2005/2006）、《依天

立义：清代前中期江南文人应对天主教文化之研究》（2014）、《中西文学与诗学关系的实

证和诠释》（2014年，入选“中生代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首辑）、《经典重生：

先秦儒家意义生成研究》（2017年，入选“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名家经典”），并在海内外

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其中 30多篇次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高等

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当代社会科学（英文）》等二次文献转载（摘）、

收录或译为英文。曾获“上海市育才奖”（2016）、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与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一等奖（2018）。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财政部“中央支持地方高校特色学科计划·比

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多个项目的研究。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

项目“作为汉学概念的关联思维研究”。 

联系方式：shliuyh@163.com 

 

耿海英（女），博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俄罗斯文学、中俄文学关系、俄国文学与

宗教哲学关系、俄国文学期刊。出版著作：《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专著，上海世纪

出版社，2009）、《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合著，重庆出版集团 2007)、《俄罗斯人文

思想与中国》（合著，重庆出版集团 2011）、《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译著、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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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果戈理与鬼》（译著，华夏出版社 2013）、《安娜&middot;陀

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

夫斯基》（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参与《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和

《大辞海.外国文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编写。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

《现代人》杂志研究。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别尔嘉耶夫文学思想研究》；参与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教育部重大项目《20世纪俄罗斯人文思想与当

代中俄文化关系》等， 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习与探索》、《俄罗斯文艺》各高校学报

等杂刊物发表论文 40 余篇。 

联系方式：954109529@qq.com 

注：本年度不招生。 

 

苗福光，文学博士，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英美

文学、文学生态学研究、中西文化比较与传播等。中国青年生态批评学会副会长，《上海翻

译》编委，上海市翻译专业硕士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外文学会理事。已主持完成上海哲社

规划基金项目和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等 4项，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

项目一项。在《文艺理论研究》《复旦学报》《外语学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40篇，部

分被人大复印资料及中国社会科学网全文转载；出版学术专著《文学生态学》（2015）、《生

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2007）2部，译著等 5 部。上海大学“语言文化与世界文明”二

级交叉学科博士点项目建设负责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翻译专业硕士点项目建

设主要参与者之一。 

联系方式：Email：miaofuguang@sina.com 

注：本年度不招生。 

 

黄景春（男），博士，教授。专业：民间文学研究。主要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民间信仰、

道教文化、古代小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出版《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信仰》（合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中国古代小说仙道人物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民间传说》（中国社会

出版社 2006）等著作十多部。在《民俗研究》、《民族艺术》、《世界宗教研究》、《民

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 70多篇。在研项目：国家哲社项目 1项、上海市特别委托项

目 1项。已完成国家哲社重点项目子项目 1项，国家哲社项目 1项，教育部项目 1项、上海

市教科委重点项目 1项、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一般项目 1项。其中《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信

仰》、《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分别获得第 12届、第 14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联系方式：hjchun8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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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男），博士，研究员。专业：民间文学研究。主要研究故事学、谣言学、通俗

小说、民俗学学术史。出版专著：《作为实验的田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走向新范式的中国民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中国龙的发明：16-20世

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三联书店 2014）、《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0）、《倡立一门新学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经营与中落》（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11）、《孟姜女哭长城》（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6）、《金庸江湖手册》（安徽

教育出版社 2008）、《点评金庸》（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研究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等十多部。已发表学术论文 100多篇。现为中国社会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 

联系方式：shiaidong@vip.163.com 

 

丁治民（男），博士，教授。专业：汉语历史音系学。方向为汉语语音史、汉语方音史。

现为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负责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四项：一般项目一项、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一项、后期资助项目一项、冷门绝学；又作为子项目负责人承担

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相关的整理研究工作：杨亦鸣教授主持的 “《中华通韵》相关

问题研究、韵书编纂及数据库建设”、曹炜教授主持的“乾喜学派——吴派研究”。在《中

国语文》、《方言》、《民族语文》等期刊发表论文 80多篇，出版专著 5部，其中《<永乐

大典>小学书辑佚与研究》分别获得江苏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与第七届

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 

联系方式：suzhouzhimin@163.com 

 

杨逢彬（男），博士，教授。专业：语言学。主要研究方向：汉语历史语法学、先秦文

献整理。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汉语语法学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兼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

与管理研究院（中国高等研究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致力

远古汉语（甲金文所记载的汉语）的语法和词义的研究，以及上古汉语文献的研究；既注重

传统小学养料的充分吸取，又注重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的灵活运用，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

来开展研究，以探寻古代汉语的规律。在语言研究中贯彻历史原则、系统原则，尽量采取穷

尽性的定量定性的归纳分析方法；并探索运用语法规律于古文字词义的考释。近来又致力于

将现代语言学和传统小学相结合，以之解读先秦古籍中前辈大家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词句解

读的疑难问题。近几年，出版有《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徵实擣虚学步编》《沧海一粟》

等学术著作，在《中国语文》《中国哲学史》《中国典籍与文化》《古汉语研究》等刊物发

表学术论文 40多篇；其中，《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获广东省优秀图书二等奖（2004）、

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2005）。 

联系方式：yangfengbin56@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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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学诚（男），博士，教授。专业：语言文字学。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上海大学特聘教

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主要研究方向：训诂与历史词汇。已出版《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

（2003/2007/2014）《扬雄方言校释汇证》（2006）《扬雄方言校释论稿》（2011）《潜斋

文献语言论集》（2017）等专著8部，主编教材一套8种、学术研究丛书一套8种，发表论文

80余篇。先后获得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联系方式：Hxc7000@vip.sina.com 

 

卓悦（女） ，纽约大学法国文学博士，上海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回国前长期在美国

教学、研究，曾任耶鲁大学法语系助理教授及本科部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罗曼语系副教授

级研究员、法国阿维尼翁学院客座教授、武汉理工大学海外讲座教授。专业：文艺学。主要

研究领域：二十及二十一世纪法国文学、法国理论及思想史，西方文论、现当代法国电影等。

用法语和英语发表科研成果, 除了一部研究巴塔耶与神圣问题的法语专著外，另著有三十余

篇学术论文，发表于 Yale French Studies, French Forum, Modern Language Note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Critique, Littérature 等世界权威 A&HCI 期刊及美国、法国、英国

著名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论文集和词典中。现为国际哲学与文学协会会员、美国现代语言学会

及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法国罗兰·巴特国际研究中心成员，国际同行评审期刊 Barthes 

Studies 和 Le sans visage, revue d’études sur l’oeuvre de Pascal Quignard  编

辑委员会成员，美国法语及比较文学界权威期刊 PMLA, French Forum, Romanic Review 的

特邀审稿人。 

联系方式：Email: yuezhuo@shu.edu.cn 

 

060200 中国史 

上海大学中国史学科于 2011 年获批设立了一级学科博士点，2012 年增设了中国史博

士后流动站，2015 年入选上海市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充分利用

本地本校的史学资源，依据错位发展的策略，聚焦于中西社会--文化和外交的历史。本学科

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梯队完整，拥有教师 36 名，其中教授 15 名，副教授 11 名，讲师 10

名。近五年来，中国史学科团队成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4项，国家社科基金及省部

级纵向课题 40余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1项，上海浦江人才计划 3项，曙光

计划 2项，晨光计划 3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China Quarterly、Modern 

China、Pacific Affairs、China Informa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History: 

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Association、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等国内

外知名刊物上发表论文 200余篇，荣获上海市教学成果奖 1项、教育部高校优秀成果奖 2

mailto:Hxc7000@vip.sina.com
mailto:yuezhuo@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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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省部级科研奖励 6 项。近年来与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旧金山大学、美国二十世纪中国研

究学会、美国宗教学会、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长期合作，并成功举办 20多次国际性学术

会议，形成较强国际学术交流能力的师资队伍。每年延请伦敦大学 Gary Tiedemann 等外籍

著名教授开设专业课程；积极推荐博士生参加国内外的相关学术会议；派遣学生前往欧美、

日本等大学留学和交流。目前本学科以“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近代上海工业研究中心”、“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中心”、 “国学研究中心”、“台湾研

究中心”、“顾维钧近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为平台，凝炼成如下几个有特色的研究方向： 

    1.先秦史。本方向结合晚近发现的新的考古资料及出土文献，重点关注古代文明与国

家的形成及传统先秦史相关问题在新材料支持下的重新解读。理论与材料并重，尤其关注古

史在解释学工作上的推进。 

2. 古代文献与学术史。本方向立足新出土文献，探讨古书的体例及形成过程，并将其

与古史史料学的研究相结合，探讨建立从史料辨识到解释力评估的全新的古史史料学理论体

系。 

3. 基督教及近现代中西文化。本方向依托上海是中国基督教档案文献中心和中外学术

交流中心之一的有利条件，形成三个特点：一、研究内容全面，对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以及

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等都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二、注重在中西互动中考察基督教与近现代中

国社会变迁的双向历史进程，涵盖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内政外交、基督教与中国知识分子

和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内容；三是注意运用新方法、新资料，尝试在历史学与宗教社会学相结

合、中西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基础上，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社会现象的中国基督教，

以丰富和深化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变动的认识。 

4. 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本方向着重关注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过程中若干重大的学

术与思想文化问题：一是研究传统思想文化在近现代的嬗变，二是新思想输入进程中的接受

和排斥，三是关注中国传统学术在近现代的赓续和发展。本方向注重古代和近现代学术互动

的研究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注重在打通古代与近现代、中国和世界及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

分隔的多重视野中，来研究和展现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发展进程。 

5. 近现代中国社会史及城市社会史。本方向着重考察近代以来城市社会转型进程的历

史趋势和运动规律。一、关注近现代城市发展和城市转型研究。尤其是通过近代上海城市社

会生活史研究，考察城市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民众的生活状态、职业经营、文化教育、

团体组织、生活态度、价值取向等与上海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各种结构性社会问

题。二、关注对近代上海为首的口岸城市、长江三角洲城市乃至与中外城市，在城市社会、

社会生活等维度的比较研究；在多维学科视野下长期开展对长三角的区域研究，通过个案的、

实证的和比较的方法，探寻中国社会长期性的历史变迁对于地方的特定意义以及对于全球的

普世意义；三、在大量搜集、运用各种中外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的基础上，辩证地分析近现

代中国转型的深层次社会根源，为认知评价历史发展提供社会史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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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海当代史。本方向主要研究 1949年以后的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

方面。 

7. 中国佛教思想史。本方向主要研究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思想史，中

国佛教思想史，中印佛教文献与思想比较研究，佛典汉译与理解问题研究，中国近现代佛教

思想史研究，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藏传佛教思想比较研究，当代世界佛教与中国佛教现状、

趋势研究，人间佛教理论、实践研究等。 

8．中美关系史。本研究方向注重研究自十八世纪以来在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中的中美

政府和民间多层面交往互动的历史及其解释，从历史横向、纵向和交叉向发现主议题，对中

国美国研究和美国中国研究的文献、方法、理论、叙述和发展规律进行全方位探究，理清二

百四十年间中美两大国政治、地域战略、社会、心态、文化、宗教、宣传和叙述的不同点和

相同点。深入挖掘并创新使用多种语言第一手和二手资料，结合个案和宏观历史研究，促进

中美关系史与中国、美国和世界近现代史的接轨整合。 

9. 近现代中外关系史。本研究方向关注中文和外文世界中对于近现代中国与世界交流

互动的理论研究和框架构建，把握中国、世界近现代史学术书写以及出版的脉搏和大历史、

或主议题的设置，同时强调学术阐释分析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细腻性。在个人、群体、地方、

国家民族、地区和世界视野中，研究近现代中国外交体制、理念、实践和机构变迁，外人在

华经历、条约口岸制度，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和文化是如何成为全球史的一

部分，中国如何看待自身与国际理念和国际机构相遇的历史，外部世界又是如何看待近代中

国在全球体系形成中的角色。 

10. 文化遗产研究。本专业以国际国内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相关法规与理论为基础，以

传统文化遗产为主要对象，兼及新型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注重：一、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的管理体系、体制以及政策法规研究；二、工业遗产（包括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

保护与利用研究；三、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主要机构——博物馆研究，包括当代博物馆学的

理论与实践、智慧博物馆研究等。 

11. 考古学。本方向立足于中国考古学田野实践，充分结合考古学国际前沿理论和方法，

积极吸纳新思路和新技术，强调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密切合作和充分

融合，重点关注考古学意义上中国文明的萌芽、发展和融合进程，为理解中国文明多元一体

格局的形成，以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明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提供独特学科贡献。 

研究方向： 

01 先秦史 

02 古代文献与学术史 

03 基督教及近现代中西文化 

04 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 

05 近现代中国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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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上海当代史 

07 中国佛教思想史 

08 中美关系史 

09 近现代中外关系史 

10 文化遗产研究 

11 考古学 

   

指导教师：谢维扬（01方向，本年度不招生）；宁镇疆（01方向，02方向）、陈菊霞

（02方向，11方向）；陶飞亚（03方向）；汪朝光（04方向）、朱承（04方向）、严泉

（04方向）；忻平（05方向）、刘长林（05方向）；徐有威（06方向）；程恭让（07方

向）；王栋 （08方向，09方向）；段勇（10方向）、张童心（10方向，11方向）、吕建

昌（10方向）、许杰（10方向）；徐坚（11方向）；廖大伟（05方向）；王敏（05,09） 

 

考试科目： 

1.英语或日语     

2. 专业基础  

3. 专业前沿 

  

参考书目： 

01《周代家庭形态》，谢维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年 

01《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扬，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年 

01《中国考古学通论》孙英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年 

02《中国古文献学史》，孙钦善，中华书局 1994年 

02《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李零，三联书店 2004年 

02《敦煌学十八讲》，荣新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02《敦煌石窟艺术简史》，赵声良，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 

03《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本，马士，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03《边缘的历史》，陶飞亚，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 

04《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 

04《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下），钱穆，商务印书馆 1997年 

04《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陈勇、谢维扬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 

04《西方哲学史》，(英)罗素，商务印书馆 1997年 

04《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严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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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杨天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05《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忻平，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2004年 

05《全息史观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忻平，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05《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极端行为研究:1919-1928爱国运动中的自杀与社会意义》,刘

长林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05《近代上海社会史论》，刘长林等著，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05《自由的限度与解放的底线：民国初期关于“妇女解放”的社会舆论》，刘长林等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05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 1-1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05 熊月之著《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年。 

05 熊月之主编“上海城市生活丛书”（25卷本），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2011年。 

06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 11—1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06 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下），上海辞书出版

社 2011年版 

07《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著，上海书店出版，1991年 12月 

07《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程恭让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 12 

08DongWang,TheUnitedStatesandChina:AHistoryfromtheEighteenthCenturytothePre

sent,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2013 

08DongWang,ManagingGod’

sHigherLearning:U.S.-ChinaCulturalEncounterandCantonChristianCollege(LingnanUni

versity),1888-1952,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2007 

09 王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二

次印刷,2011年第一版 

09China’

sUnequalTreaties:NarratingNationalHistory,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2005 

09OddArneWestad,RestlessEmpire:ChinaandtheWorldsince1750,NewYork:BasicBooks

,2012 

09StuartHarris,China’sForeignPolicy.Cambridge,UK:PolityPress,2014 

09唐启华著《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 

10《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国家文物局编，文物出版社 2007年 

10《世界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国家文物局编，文物出版社 2014年 

10《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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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三国策：论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徐嵩龄著，科学出版社 2005年 

10《文物学》，李晓东著，学苑出版社 2005年 

10《单霁翔文博文集》（上），单霁翔著，文物出版社 2013年 

10《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苑利、顾军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 

10《敦煌学十八讲》，荣新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敦煌石窟艺术简史》，赵声良，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 

10《近现代工业遗产博物馆研究》，吕建昌著，学习出版社 2016年 

11《中国考古学》，刘莉、陈星灿，生活&middot;读书&middot;新知三联书店，2017

年。 

11《中国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010年。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忻 平 （男）教授，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专业：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领

域：中国现代化进程、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海史、城市社会生活史、中日关系史等。先后主

持国家社会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多项。2009年任上海市哲社系列

项目首席专家。在《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

近百篇，其中二十多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要著作有：《全息史观与近代

城市社会生活》、《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

《灾难与转折：1937》、《王韬评传》等 7本和译著 1本，主编多本。其中，《从上海发现

历史》一书，因其提出全息史观用新方法研究条约口岸城市社会史而受到学术界重视。《灾

难与转折：1937》一书获得 2009年度华东地区学术专著图书一等奖。曾于 1996 年、1997

年先后赴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美国进行交流和讲学，1999-2000年作为日本国际交流

基金学者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一年。现为上海大学教授，上海大学“211工程”三期《转型

时期的中国民间文化生态》项目负责人，兼任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党史学会副会长，

上海市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民俗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等。 

联系方式：021-66133632； E-mail: p_xin@126.com 

 

陶飞亚 （男） 教授，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专业：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领

域：中国近现代史，基督教史和近现代中西文化。曾主持国家教委项目“基督教与中西文化”

和“中国自立教会运动研究”，参加并组织过有关义和团运动和近代基督教史的多个国际学

术会议。关于基督教与中西文化的研究有一定影响。著有《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等多部学

术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版）、《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史哲》、

《世界宗教研究》、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近年获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论文优秀成果奖、《文史哲》2003年度“名篇奖”、上海市哲社优秀

成果著作二等奖、论文一等奖二等奖等多个奖项。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上海市

mailto:p_xi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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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各 1项、承担国家清史编纂计划《基督教志》等课题。曾经多次赴美、英、

日、南非等地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现为上海大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兼

职教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宗

教学会副会长、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上海大学中国史高原学科带头人、上海大学“宗

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学术总监。 

  联系方式：66133632（O）；E-mail: feiyatao@163.com 

    

谢维扬 （男）教授，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专业：主要从事中国先秦史研究，涉

及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古代婚姻与家庭形态、中国早期文献、古代思想文化和学术史

等领域。已出版主要著作有《周代家庭形态》、《中国早期国家》、《至高的哲理：千古奇

书〈周易〉》、《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合作）和译作《结构人类学》（第

一、第二卷，合译）等，以及论文数十篇。主编《王国维全集》、《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

究》、《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等文集。其中《周代家庭形态》与《中国早期国家》

先后获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现正承担的科研项目有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科研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等。所指导的博士

研究生学位论文曾获上海市研究生优秀论文奖。现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古代文明研究中

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历史

学会理事。  

联系方式：661333632（O）， E-mail: xiewyph@yahoo.com.cn 

注：本年度不招生 

   

徐有威 （男）教授。专业：中国史。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目

前主持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的资料整理与研究》。主编有《洋票

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民国时期的土匪》（合译）和《近代中国的犯罪，

惩罚与监狱》（合译）等。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抗日

战争研究》、《Modern China》（美）、《The China Quarterly》（英）、《中国近现代

史研究》（韩），《近代中国研究汇报》（日）和《中国研究月报》（日）等国内外学术杂

志上发表 60多篇论文和译文。小三线建设方面主要成果包括《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1）》

（第一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副主编）

等，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等杂志发表有关小三线建设论文数十篇。 

联系方式：66133632（O）；E-mail: xuyouwei1964@163.com   

    

刘长林 （男）教授，法学博士（上海大学）。专业：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领域：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历史社会学。曾完成国家社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上海市哲

mailto:xiewyph@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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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基金项目各 1项。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上海市哲社基金项目各 1项。主要论著有《中

国人生哲学的重建——陈独秀、胡适、粱漱溟人生哲学研究》、《近代上海社会史论》、《自

由的限度与解放的底线：民国初期关于“妇女解放”的社会舆论》、《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

极端行为研究:1919-1928爱国运动中的自杀与社会意义》等。发表论文数十篇，有多篇被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哲学年鉴》、《中国儒学年鉴》、《中

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转载或介绍。近年曾获上海市历史学

会第三届学会奖、上海市第八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等。曾赴美国怀

俄明大学访问研究。现任上海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

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陈独秀研究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新四军研究会理事。 

联系方式：66133632（O）；liuchlin@shu.edu.cn 

注：本年度不招定向生 

   

张童心 （男） 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文物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大学人文学科学位

评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长三角地区等

的考古学研究及教学，具有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领队资格。已出版专著<上海文化起

源与早期文化生态----近年上海及周边地区考古研究>，<禹王城瓦当>，<临猗程村墓地>，<

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主编《考古发现与华夏文明》等教材。在《考古》、《文物》等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完成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南水北调考古项目在內的多项课题。 

联系方式：66133658（O）；Email：sd-zhangtx@163.com  

   

宁镇疆 （男） 教授，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研究

专长为中国古代文献及学术史。尤其重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近年关注《老子》、

《孔子家语》两书成书问题的研究。在《历史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中国典籍

与文化》、《故宫博物院院刊》、《汉学研究》（台湾）、《书目季刊》（台湾）、《孔孟

学报》（台湾）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古籍注译各一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及

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各一项。代表作：《〈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流变研究》，获得上

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第 17次全额资助出版，并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著作类二等奖。 

联系方式：66133632（O）， E-mail: shdtchxj@163.com 

   

朱 承（男），教授，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曙光学者”、“阳光学者”。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思想史、儒家政治思想与文化。出版有《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

政治向度》、《儒家的如何是好》、《信念与教化——阳明后学的政治哲学》、《礼乐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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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活政治》等专著 4部，《中国伦理十二讲》、《中国思想史讲稿》、《历史视域中的西

方教育哲学》等合撰、合译著作 3部。已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哲学动态》等期

刊上发表 6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部分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目

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已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省部级项目 3项、上

海市教委项目 2项。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项、省市级教学奖 2 项、上海市育

才奖 1项。2010年、2011年分别在爱尔兰科克大学和美国罗格斯大学访问交流，现兼任中

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朱子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阳明学研

究会理事、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联系方式：66133632（O） Email：zhucheng@shu.edu.cn 

 

程恭让（男），教授，哲学博士（北京大学）。专业：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国哲学史。

主要研究领域：梵语佛典研究，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中国佛教史及中国佛教思想史

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研究，明清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研究，人间佛教问题研究，中华民间宗

教研究等。自 2017年 3月，受聘任职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曾任首都师范大学政法

学院教师、教授（1996-2010），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2010-2017）。曾兼任清华

大学宗教与伦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2004-2008），台湾华梵大学东方思想文化研究所客

座教授（2010）。现兼任台湾佛光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佛光学报》编委、《人间

佛教》艺文编委，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主任、南京古鸡鸣寺同泰佛学研究院梵语佛典研究

中心主任、宜兴大觉寺云湖书院院长、保定大佛光寺道安书院院长，杭州佛学院研究生俱舍

专业导师。主要学术代表性著作，有《欧阳竟无佛学思想研究》（2000年，台湾新文丰出

版公司）、《抉择于真伪之间：欧阳竟无佛学思想探微》（2000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梵之间》（2007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研究》（2015

年，台湾佛光文化有限公司），《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等。曾获得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2年），上海市第十四届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曾获得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2

年）。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4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

级人选（2007年），并于 2010年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专家津贴的学者。 

联系方式：66133632（O），Email:chenggr1966@sina.com 

 

王栋（女），历史学双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和美国堪萨斯大学）。主

要研究方向：中美关系史、近现代中外关系史、中国文化遗产与世界。上海大学历史

系教授、顾维钧近代中国与世界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

究中心研究员。自 1993 年在美国、德国、芬兰、香港等地大学和智库任职或兼职，2007

mailto:zhucheng@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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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美国被破格提升为正教授。2014-15 年美国人文基金大学教育项目主任。出版学术

书籍 10本，其中美国书版社 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的英文专著 3本、美国外交史学会

和荷兰出版社 Brill 1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1本。近百篇论文被收入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奥地利国家科学院出版社、德国科隆、汉堡大学、中华书局、复旦大

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等出版物包括

SSCI、A&HCI和其他一级学术杂志。英文专著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 Histor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获得 2014年全美最优秀学术图书奖。现任美

国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会董事和七家国际国内学术编委会委员，分别为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出版委员会(美国),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600: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美国),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美

国和荷兰),China Information(荷兰和英国),Twentieth-Century China (美国和英

国),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德国)和复旦大学《宗教与美国社会》

杂志。 

 联系方式：66133310（O）；E-mail: dongwang@t.shu.edu.cn 

 

 段勇（男）副研究馆员，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专业：考古与博物馆。主要研究

领域：中外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已有著述：《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获“华东

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当代美国博物馆》（被评为“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首届

“中国博物馆学优秀学术成果”）、《明清皇宫紫禁城》（入选“中国世界遗产丛书”）、

《乾隆“四美”与“三友”》、《清宫散佚文物调查研究》（合著第一作者，获国家出版基

金资助）；在文化遗产和博物馆领域发表约 50篇专业论文和学术文章，其中在我国早期博

物馆史、当代博物馆理论与实务和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等领域有创新性研究。曾任故宫博物院

副院长、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司）司长，现为上海大学副校长。 

联系方式：66132740（O），Email：duanyong@shu.edu.cn。 

 

 严泉（男）教授，历史学硕士，法学博士，法律史博士后。研究专长为民国宪政及政

治史、当代台湾史。代表性论著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民国初年的国会政治》（新星出版社 2014年版）、《民

国国会与近代中国法制建设》（商务印书馆 2014年版）等。自 2002年起，在《二十一世纪》

（香港）、《学术月刊》、《台湾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40余篇，在《南方周末》、

《新京报》、《经济观察报》等媒体发表书评、随笔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

般项目及省部级科研基金项目。现为上海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上海市“曙光学者”。

近年来先后在美国、港台地区大学作访问学者，并兼任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华东师

mailto:dongwang@t.shu.edu.cn
mailto:duanyong@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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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UB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心研究员。曾获得全国台湾研究会第二、四、五届台湾研

究优秀论著三等奖。 

联系方式：66133632（O）、E-mail：yanquan@shu.edu.cn 

 

 徐坚（男） 教授，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专业：考古学。主要研究领域：考古

学理论和学术史、青铜时代考古学、民族考古学、博物馆学、艺术史、文化遗产研究、早期

文明比较研究。已出版专著《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名山：

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和《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出

版译著《中国艺术史》、《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第五次开始》等。在《汉学研究》、

《新史学》、《历史人类学学刊》、《学术月刊》、《考古与文物》、《东南文化》等学术

刊物发表论文 3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广东省哲学社科科学及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多项。

近年担任法国高等人文研究基金会、日本创价大学和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教授或访问学者。

现为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联系方式：66133632（O）、Email: jianxu@jianxu.org 

 

陈菊霞（女）教授，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专业：中国古代史。主要研究领域：敦

煌文献、敦煌石窟图像。出版专著《敦煌翟氏研究》、《世博丛书：敦煌与隋唐城市文明》

（合著）、《莫高窟史话》（合著），发表论文 30余篇。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

课题、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和敦煌研究院院级课题。兼任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甘肃敦煌学

学会理事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2004- 2006年，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研修

二年。2009-2010年，赴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学半年。2012年 6月和 2017年 5月

两度赴法国东亚文明研究所访学。一部专著和二篇论文分别获甘肃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三等奖、敦煌研究院第四届优秀青年学术成果二等奖、敦煌研究院第五届优秀学术

成果奖社科类二等奖。 

联系方式：66133632（O）；E-mail:cjxskt@163.com 

 

吕建昌（男），教授，上海大学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专业：考古与博物馆。主

要研究领域：文物与博物馆学、文化遗产、近年重点聚焦于近现代工业遗产博物馆、三线建

设工业遗产。出版专著《博物馆与当代社会若干问题研究》、《上海世博会与未来上海发展》

等四部，《近现代工业遗产博物馆研究》一书入选 201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主编、参编考古与文物研究及文物收藏鉴赏书籍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2017年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首席专家。曾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以及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上海市教委等纵向课题多项。兼任国家工

信部“国家工业遗产”项目评审专家，国家文物局、上海市文物局博物馆系列项目评审专家，

mailto:yanquan@shu.edu.cn
mailto:jianxu@jianx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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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文物与博物馆协会理事，复旦大学文博系

兼职教授。 

联系方式： 66133632（0） E-mail: lvjch@sina.com 

 

许杰（男），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取得

中国早期艺术考古硕士、博士学位，有着三十多年的国际博物馆从业经历，范围包括学术研

究、展览策划、文物典藏、行政管理。之前的任职机构包括上海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西雅图艺术博物馆 (Seattle Art Museum 

和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学术研究范围包括中国田野考古、

古代铜玉器、陶瓷器、书画等方面，尤以先秦考古和商周青铜器为主，多有演讲、著述，发

表专业论文多篇，参预专书写作数种，并荣获专业奖项，其中包括：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合作编写的《侯马陶范艺术》获 1997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馆学院颁授的岛田最佳东亚

艺术图书奖，为东亚艺术史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奖项之一；由其担任策展人和主要撰稿人的《千

古遗珍﹕中国四川省出土古代文物精品展》图録，全面诠释三星堆文明和四川西周至东汉文

物，获 2001年北美艺术图书馆学会荣誉提名奖。近年来并就博物馆的研究、规划及营运管

理等发表大量演说及数篇论文。 

联系方式：66133632（O）； E-mail:Jayxu1890@gmail.com 

校外兼职博士研究生导师： 

 

汪朝光 （男）教授，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专业：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领域：

民国史。长期从事民国史研究，代表作《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全面叙述了自抗战胜

利到国共内战期间的中国历史，是战后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具有开拓性和原创性的著作。近

年来独辟蹊径，在民国时期电影社会史，如民国电影检查制度、民国时期的电影市场、上海

电影与现代化进程等方面有独创性的研究，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电影艺术》

等重点权威期刊有多篇论文发表。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做访问研究。现为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联系方式：66133632（O）； E-mail: wangchaoguang@sina.com 

 

廖大伟（男），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专业：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领域：民国史、上

海史。代表作《辛亥革命与民初政治转型》。出版独著、参著数十部，发表论文百余篇。目

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项课题一项、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一项，担任《近代中国》

（cssci集刊）主编，兼任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兼秘书长、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会长、

全国区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曾赴俄罗斯科学院、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研究。2008 年赴台

湾讲学，2015年获香港桑麻奖。 

mailto:lvjch@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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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66133632（O）；E-mail:liaodawei1961@163.com 

 

 王敏（女），教授，历史学博士，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07-2008年度）。中国近

现代史专业，主要研究领域为上海史（侧重租界制度与近代来华外国人以及上海城市生活史）、

近代报刊史以及晚清政治、思想和人物研究。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 项目（“历史与

记忆：苏报案研究”（青年项目，2006）；“国际视角下的‘上海问题’：费唐报告研究（一般

项目，2012）”；“‘苏报案’前《苏报》辑佚与研究”（重点项目，2019）。出版专著《上海报

人社会生活》（2008）、《苏报案研究》（2010）、《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2011）

等。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史林》、

《二十一世纪》（香港）等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其中《苏报案研究》获得上海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论文《西方列强与苏报案关系述论》、《中英关系变动背景下“费唐

报告”的出笼与搁浅》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第二、三等奖。曾任上海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为上海大学特聘教授。 

联系方式: 电话：66133632（O）; 邮件：wangmin63@126.com 

 

060300 世界史  

上海大学世界史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是“上海市一流学科”重点建设学科、上海市高

原学科，同时拥有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土耳其研究中心”、上海市教委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宗教与全球政治研究院”。依托国际化大都市优势，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致力

于在国际学术平台上开展学术研究，以使世界史研究真正面向世界、走向世界。世界史学科

的学术团队有很好的国际视野和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与牛津大学、思克莱德大学、美国

耶鲁大学、布鲁金斯学会、乔治敦大学、曼彻斯特大学、肯塔基大学、密西西比大学、埃及

开罗美国大学、丹麦奥胡斯大学、洛斯基尔德大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民族与宗教多样性研

究所等海外知名高校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本学科注重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并重的理念。团

队成员曾主持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 1项、国际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3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 2 项，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 16 项，省部级项目 22 项，英国惠康基金等国际合作项目 9

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SSCI）、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SSCI）、Third World Quarterly

（SSCI）、Medical History(A&HCI) 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近三年培养的研究生中有

27 人次到海外访学活动，参加国际会议等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有 2 人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

资助到欧美名校联合培养或攻读博士学位，并有论文在《世界历史》、《世界宗教研究》、《美

国研究》、《拉丁美洲研究》等刊物发表。目前本学科以“全球问题研究院”为平台，以“土

耳其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南亚研究中心”、“马斯托国际禁毒研究中心”、“全

球发展史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全球学研究中心”为依托，形成四个具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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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向：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方向：主要领域包括古埃及史、古希腊罗马史、中世纪西欧经济

社会史、英国中世纪史等。本研究方向主要成员学历和年龄结构合理，主持过包括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课题在内的科研项目，都有出国留学、教学、访问或研究的经历。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方向：集中研究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重大议题，关注领域包

括：美国对外关系史、冷战国际史、美国史、日本近代史等。本研究方向主要成员与耶鲁大

学、英国思克莱德大学、肯塔基大学等建有密切的学术联系，所培养的研究生已在《世界历

史》、《美国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西方医疗社会史方向：突破传统研究领域，集中研究国际毒品政策史、医疗社会史、美

国环境外交史等，并借助历史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问题为导向

开展前沿性的学术研究。同时，参与决策咨询，为国家建设献言献策。 

区域与全球问题研究方向：主要领域包括土耳其研究、拉丁美洲研究、当代中东史、宗

教与全球政治等。本研究方向有着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曾与美国宗教学会、德国马克斯

普朗克民族与宗教多样性研究所、土耳其海峡大学等合作，召开“全球化与宗教多元主义”

等 10 余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所依托的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是国际“全球学研究合作

团队”的成员组织，与国际上 30余所高校的全球学教学与研究单位有密切的学术联系。 

研究方向： 

01．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02．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03. 西方医疗社会史 

04．区域与全球问题研究 

指导教师: 

郭长刚(01、04方向)、张勇安(02、03方向)、王三义(02、04方向)、Iris Borowy(03

方向)、柴彬（01、02 方向）、刘义（04方向）、郭丹彤（01 方向）、江时学（04 方向）、杨

光（04方向）、王健(04 方向)、李凤章(04方向)、赵莹波（04方向）、Tugrul Keskin（04

方向） 

考试科目： 

1.外国语（英语、日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拉丁语任选其一） 

2.专业基础 

3.学术前沿 

参考书目： 

［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美］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1－3 卷），庞卓恒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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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美］朱迪斯•本内特、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杨宁、李韵译，上海社科院

出版社，2007年。 

［美］帕尔默：《现代世界史》，董正华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年版。 

［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上、中、下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 

［美］克莱顿•罗伯茨， 戴维•罗伯茨， 道格拉斯•R.比松 ：《英国史》（上、下），潘

兴明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13年版。 

［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 

[美] 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商务

印书馆 2017年版。 

林被甸、董经胜：《拉丁美洲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 

贺双荣主编：《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王三义：《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江时学：《金融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4年。 

徐以骅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刘义：《全球化、公共宗教及世俗主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3年。 

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 

J. B. Breasted, Ancient Egyptian Records, 5 Vol.s, Chicago: The Press of Chicago 

University, 1906-1907. 

I. Shaw,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 1;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John Charles Chasteen,Born in Blood and Fires: A Concis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Fourth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16. 

Melvyn P. Leffler; Odd Arne Westa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郭长刚（男）教授。方向：区域与全球问题研究。主要研究领域：西方社会文化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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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承担有国家社科基金“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话语权问题：以政教关系

为中心”等课题多项；主要著作有《全球化、价值观与多元主义：全球化时代宗教、信仰与

文化变迁研究》、《传统与务实的典范：古罗马的智慧》等，主编有《全球学评论》。曾往香

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修习基督教神学；作为美国国务院富布莱特项目访问学者往美国

国务院、美国宗教学会、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宗教学系等地访问。现为上海大学教授，中

国世界古代史学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宗教学会理事；美

国宗教学会会员、国际宗教社会学学会会员。 

联系方式：66133632（O），E-mail:gchgang@staff.shu.edu.cn 

 

张勇安（男）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欧美近现代医疗社会史、美国对外关系史、冷战国

际史。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亚洲药物滥用研究会副

监事长、国际毒品政策研究学会（ISSDP）技术委员会委员。曾任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

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英国思克莱德大学客座研究员。现任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马斯

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大学－肯塔基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中方主任。近年来先后在《中

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Medical History 等

海内外学术刊物上以英文和中文发表论文 40 余篇。著有《变动社会中的政策选择：美国大

麻政策研究》、《科学与政治之间：美国医学会与毒品管制的源起（1847-1973）》、主编《医

疗社会史研究》辑刊。曾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 Wellcome Trust 等项目多项，

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Wellcome Trust 等项目多项。

研究成果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二等奖和论文类二等奖等，上

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二等奖。 

联系方式：661332071（O）；E-mail:zhangyongan@shu.edu.cn 

 

王三义（男）教授。方向：区域与全球问题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帝国兴衰史、土耳其

史。著有《工业文明的挑战与中东近代经济的转型》、《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研究》、《晚期

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另有译著《伟大属于罗马》。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

《史学理论研究》、《西亚非洲》、《复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曾在英国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做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土耳其研究中心

研究员，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理事、中国中东学会理事。 

联系方式：13764070346；E-mail: sanyiw@163.com 

 

Iris Borowy（女）教授，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研究员。方向：全球发展史、国际卫生史、

环境史。主要从事国际卫生史、国际组织史、发展与发展概念史；可持续发展；环境史的研

究。Iris Borowy教授以英德文出版专著4部，主编5部，在著名的杂志如History of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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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llied Sciences、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Dynamis 等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2001 年至今，领导和参与了多个研究项

目，领导“国际联盟卫生组织”项目，参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项目、德国卫生领域发展

援助项目“从医学发展援助到全球卫生：德国国际卫生工作研究 1950-2010”。 现为上海大

学特聘教授。主要学术兼职： “欧洲医学和卫生史学会科学理事会” (EAHMH)理事、“欧洲

社会科学史大会”(ESSHC)卫生和环境网络主席。 

联系方式：zhangyongan@shu.edu.cn 

 

柴 彬（男）教授，历史学博士。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中国英国史研究会理

事、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理事、上海市世界史学会理事。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

向为欧洲近代经济社会史、英国史。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项，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重点项目及一般项目各一项。独著、参译、独译著作多部。已在《世界历史》、《史

学理论研究》等世界史学科权威及核心杂志发表文章多篇。 

联系方式：cbwind@163.com 

 

刘义（男）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宗教研究，2008年），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兼国际合作处副处长。2010-2011学年美国乔治城大学伯克利宗教、和平及世界事务中心博

士后研究员，2013-2016年担任土耳其海峡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宗教

文化史、国际关系史。出版专著：《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与政治》（2011 年）、《全球化、公

共宗教及世俗主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比较研究》（2013年）、《全球灵恩运动与地方基

督教：一种生活史的考察》（2018年）。先后入选上海市晨光学者（2009年）、曙光学者（2015

年）、浦江学者（2017 年），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上海宗教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E-mail:liuyi1980@shu.edu.cn 

 

郭丹彤（女）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埃及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吉林省

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仿吾青年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理事、国

际埃及学家联合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外国问题研究》

副主编。先后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希腊塞萨洛尼基大学、以色列耶路撒冷考古研究所和德国

莱比锡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历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古代埃及象形文字

译注》（上、中、下卷）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和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承担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2项。 

联系方式：guodantong@shu.edu.cn 

 

江时学（男）教授。方向：拉丁美洲当代史。主要研究领域：拉丁美洲政治、经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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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社会和文化。曾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拉美发展模式研究》、《拉美国家经济改

革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拉美发展前景预测》、《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研

究》，曾承担有关国家部委交办的课题多项。在《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求是》、

《拉丁美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参与多部国外学术著作的写作。曾获中国社会科

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专著类二等奖。1998 年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02 年被评为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200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0年被评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系列最高级别二级研究员。现任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安徽大学客座教

授、澳门科技大学访问教授、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副会长；曾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执行委员。曾赴 30多个国家进行学术交流、讲学和进修。 

联系方式：66133632（O）E-mail:jiangsx@cass.org.cn;jiangshixue@126.com 

 

杨光（男）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所所长，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

史系研究员；兼任中国中东学会会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

长、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海湾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

专家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指导委员会委员、中阿博览会顾问委员会中方委

员等职。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府特殊专家津贴。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能源安全、

西亚非洲经济发展和中国与西亚非洲国家关系。著述有《石油输出国组织》（合著）、《海湾

战后的中东格局》（合著）、《走向 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合著）、《中东市场指南》（主

编）、《石油&middot;发展&middot;挑战》（合著）等。 

联系方式：ygdp2018@shu.edu.cn 

 

王 健（男）博士，研究员。现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

心副主任、上海社科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

中东学会理事、上海世界史学会理事、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上海国际战略研究会常务理

事兼副秘书长等。著译有《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

顾:1978-2008》、《现代巴勒斯坦史》、《犹太民族复兴之路》等。曾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杜鲁

门研究所、美国斯坦福大学国家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等担任访问学者。 

联系方式：66133632（O），jwang@sass.org.cn 

 

李凤章（男）教授，民商法学博士，现任上海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国土资源

部法律中心专家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法学会理事、东方早报特约评论员、中国银

行法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财产法律史，特别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土地制

度变迁史，近年来尤其注重财产法概念史的梳理和考察。致力于通过历史的考察和各国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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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为中国当代土地权利体系的建构提供现实的借鉴。先后在《环球法律

评论》、《政法论坛》、《比较法研究》等发表论文 20 余篇，并在《东方早报》、《国土资源报》

等发表土地制度评论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教育部项目 1项，上海市哲学社

会科学项目 1 项，有关成果先后获得上海市哲社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先后在美国

田纳西大学、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英国女王大学等访问学习，曾挂职担任杨浦区房地资源

局副局长，2012 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2015 年被评为上海市第六届优秀中青年

法学家。 

联系方式：66138103（0），summondan@163.com 

 

赵莹波（男）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博士、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 。研究方向：中日

历史文化比较研究、中日关系、中日文献、海运交通等。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九州大学访问学

者。著有《唐宋元东亚关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年）、《宋日贸易—以在日宋

商为中心》（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16 年）等，译作有《“从奉使波斯碑”看元朝同伊利

汗国使臣来往》、《试论汉语史料中所见的马可波罗》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朝与日

本、高丽之间‘准外交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5BZS012）、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

目“10～14 世纪日本史料中‘涉外伪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ZS031）等多项研

究课题。在 CSSCI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开设课程：中日交流史、中日关系史料研

读、东亚关系史、汉诗与和歌。 

联系方式：zhaoyingbo2005@163.com 

 

Tugrul Keskin（男），副教授，曾担任波特兰州立大学中东研究副教授，Sociology of 

Islam Journal(Brill）杂志编辑，伊斯兰社会学学者问邮件联络发起人，先后执教于詹姆

斯麦迪逊大学，瑞德福大学，弗吉尼亚科技大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社会政治理

论 ，伊斯兰运动 ，中东政治及政治社会学。 

联系方式：tugrulkeskin@t.shu.edu.cn 

 

0603J2 全球学 

全球学旨在以综合性、多学科与跨文化的视角，探索和理解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及其影

响，研究诸如环境恶化、粮食安全、流行疾病、毒品走私、人口迁徙、身份认同、和平与冲

突、全球贸易与经济联系，乃至人类精神归属等全球性或跨国性问题。通过经济、社会、历

史、环境、文化、生物、政治及其他视角来分析全球现象，“全球学”试图推动世界上不同

文化与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培育全球意识，消除人类因地理、文化、语言与政治的差异而产

生的隔阂。 

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聚焦近代尤其是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在西方话语影响下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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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以及“传统”与“现代”/“西化”之间的张力；以中国经验

作为一种“方法”，探索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上大全球问题研究院是国际全

球学高校联盟的创始成员，与来自美国、英国、德国、丹麦、匈牙利、奥地利、波兰、澳大

利亚、日本、印度等国家 40 余所高校的全球学教学与研究机构建立有密切的学术联系，同

时还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奥法利全球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

马尔马拉大学、阿根廷国家科技委员会、乌拉圭拉美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秘鲁天主教大学等

有着直接的学术合作关系。 

欢迎来自世界史、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外语等领域的优秀硕士生报考。本

研究领域将授予“历史学”学位。 

研究方向：全球化与区域社会发展 

指导教师：郭长刚教授、杨光教授、江时学教授、唐青叶教授、陈剑锋教授、Antonio 

Zapata（安东尼奥·萨帕塔） 教授、Tugrul Keskin（图鲁·凯斯金）教授、曾桂娥教授、

Anthony McGrew教授 

考试科目:  

1．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法语等 

2．全球化理论 

3．世界文明史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郭长刚 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西方社会文化史。

承担有国家社科基金“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话语权问题：以政教关系为中心”等课题多项；

主要著作有《全球化、价值观与多元主义：全球化时代宗教、信仰与文化变迁研究》、《传统

与务实的典范：古罗马的智慧》等，主编有《全球学评论》。曾往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

学院修习基督教神学；作为美国国务院富布莱特项目访问学者往美国国务院、美国宗教学会、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宗教学系等地访学。现为上海大学教授，研究生院院长；国际全球学

大会学术顾问、国际全球学合作团队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理事、中国宗教

学会理事；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宗教学会理事。 

联系方式：66133310（O），E-mail: gchgang@staff.shu.edu.cn 

 

杨光 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所所长，现为中国中东学会会长、中国

亚非学会副会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

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指导委员会委员、中阿博览会顾

问委员会中方委员等，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府特殊专家津贴。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

际能源安全、西亚非洲经济发展、中国与西亚非洲国家关系。 

联系方式：E-mail: historyshda@163.com 

mailto:gchgang@staff.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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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时学 教授，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拉丁

美洲学会副会长、中国拉美史研究会顾问。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中

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执行委员。曾赴 30

多个国家进行学术交流、讲学和进修。研究领域为拉美、欧洲、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全

球治理、中国外交。 

联系方式：E-Mail: jiangsx@cass.org.cn 

 

唐青叶 教授，厦门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

方向：区域与全球问题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全球化问题的话语分析，新媒体与话语分析，

身份的话语建构，语言与国际关系，跨文化传播。参与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主持完

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市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等。先后在美国

佛罗里达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访学。在各类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现已出版专

著 2部。 

电子邮箱：qingyet@shu.edu.cn 

 

陈剑峰 教授，法学博士。先后任教于上海大学、上海政法学院，现为上海商学院副校

长。出版有《东亚、西欧秩序的文化分析》等专著/译著/教材 8部，在国内核心期刊以及美

国、香港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市教委级科研教学项目 15

项。曾获甘肃省教书育人奖、上海市育才奖，司法部教学成果二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一、

三等奖。 

主要研究领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文明与国际政治 

联系方式：E-mail: historyshda@163.com 或 20150001@sbs.edu.cn 

 

Antonio Zapata（安东尼奥·萨帕塔） 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拉丁美洲史专业博士。

曾在秘鲁圣马尔科斯大学、秘鲁天主教大学任职，负责拉丁美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同

时也是秘鲁研究院（拉美著名智库）的高级研究员.安东尼欧教授是一位在拉丁美洲近现代

史领域享有很高声誉的研究人员。曾主持多项秘鲁教育部、秘鲁国会、斯坦福大学与秘鲁研

究院的多项课题，并撰写出版了《长期的不平等：秘鲁不平等的历史研究》、《不确定的世界：

当代全球史》与《向右思考：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历史》等二十余部著作。 

联系方式：66133310（O），E-mail: historyshda@163.com 

 

Tugrul Keskin（图鲁·凯斯金）教授，社会学博士。先后毕业于土耳其海峡大学和美

国佛吉尼亚州立大学，研究领域涉及中东地区的伊斯兰运动、当代土耳其的政治及社会转型、

美国话语霸权与新东方主义等，学科范畴涉及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Keskin 博士是国

mailto:jiangsx@cass.org.cn
mailto:qingyet@shu.edu.cn
mailto:或20150001@sbs.edu.cn
mailto:historyshd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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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知名学术刊物《伊斯兰社会学》（Sociology of Islam）杂志的主编，同时也是 Critical 

Sociology（SSCI期刊）的特约主编之一。 

联系方式：66133310（O），E-mail: historyshda@163.com 

 

曾桂娥，文学博士、教授，上海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访问学者, 英国卡迪夫大学论问学者。上海市“浦江人才”学者,上海市育才奖获得者。

主要研究英美文学与文化、乌托邦、 全球学等。在《国外文学》 《当代外国文学》 《英

美文学研究论丛》 《上海大学学报》 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余篇，发表专著 《乌托邦

的女性想象》 (2012)，参与编著 5 种、 独立译著 9部，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

年基金项目、上海市哲社课题、 “浦江人才”计划项目等。主持的全英文授课课程 “中国

文化” 获得上海市来华留学全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 (2014)、 全英语授课课程 “中国概况” 

入选教育部第二期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2016)。 

联系方式： E-mail: zengguie@shu.edu.cn 

 

安东尼·杰拉德·麦格鲁 （Anthony Gerard McGrew），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全球化：全球化的历史与理论、现代全球政治经济、全球经济关系、全球化与经济发展；全

球治理：全球经济组织在世界经济、全球治理历史和理论及全球贸易和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全球政治经济：有关全球政治经济、贸易理论、全球金融、及全球化与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理

论研究；中国与全球化：有关经济因素、在全球治理机构中的作用；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

中国特色全球化；国际理论；主要研究项目：1、聚焦已完成专著《全球化后？全球化危机

与世界秩序》（After Globalization ?The Crisis of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Order， 2020

年出版）相关问题。2、完成《全球化的登陆》（The disembedding of globalization）研

究文章，并提交国际研究审查（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3、后西方世界

秩序：虚幻还是紧急？对不断增长的文献进行批判性评估，是否战后世界秩序的制度和规范

架构发生了权力转移 

联系方式：McGrew@shu.edu.cn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080904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本学科是我国 1981年第一批博士、硕士授予点，国家 211工程建设学科，上海市高峰

高原建设学科。旨在培养学风严谨，具有强烈事业心和科学献身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在

本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能力、

mailto:historyshda@163.com
mailto:zengguie@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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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符合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本学科现有教授 13名，副教授

及其它职称 12名，学术队伍结构合理。目前承担科技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

项目等。本学科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特种光纤理论与技术、天线理论与技术、微波毫米波

太赫兹理论与技术、微波输能技术、电子材料与器件等。研究领域直接服务于国家航空航

天和电子类研究所、国防和其他电子通信类行业。欢迎有志从事上述领域研究的同志报考

相关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 

01特种光纤理论与技术 

02 天线理论与技术 

03微波毫米波太赫兹理论与技术 

04电子材料与器件 

  

指导教师：  

01方向：黄宏嘉院士，陈振宜、石志东等 

02方向：杨雪霞、杨广立、谢亚楠、N.Buris等 

03方向：肖中银、肖诗逸、周永金等 

04方向：林敏、张金艺、李喜峰、贾连希、刘宇浩、姚镭等 

 

考试科目： 1. 英语 

 2. 专业研究基础 

 3. 科学研究综合能力测评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01 方向：黄宏嘉院士，陈振宜、石志东等 

  

黄宏嘉 (男)教授，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磁科学院院士。专业：

微波、光纤。主要研究领域：微波光子学（microwave photonics）,特种光纤理论及应用。

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何梁何利奖，IEEE-MTTS论文奖，全美仪器学会论文奖。发表论文百余篇，由

Wiley,Elsevier,Springer,Martinus Nijhoff出版专著多部，获美国专利 6项，中国发明

专利多项。现担任美国微波与光技术国际刊物编委。曾任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场与波委员会

中国主席，美国光纤与集成光学国际刊物执行编委。目前承担的课题：“光纤波片”的宽带

特性和抗温度微扰特性的实验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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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21-69982726, E_mail:hjhuang@mail.shu.edu.cn 

   网  址：http://www.ci.shu.edu.cn/hhj.htm 

本年度不招生 

 

陈振宜（男）研究员，博士。专业：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主要研究领域：特种光纤

技术与应用；光纤传感；导波光学；光电子学；非线性光纤光学。1999 年在法国琼·莫

耐特大学任访问科学家。曾参与“六五”和“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获上海市科

技进步三等奖和上海市技术发明三等奖各一项。发表学术论文 90余篇，其中被 SCI、EI、

ISTP三大检索收录 70 篇。申请中国发明专利 48 项，已授权 24项。主持、负责和参与承

担的课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仪器专项“应用于分析细胞内环境的 SERS 纳米光纤探针

系统研究”和“晶体半导体芯光纤激光拉丝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石英极化

光纤制备及特性研究”、“铌铝共掺拉曼散射增强石英光纤研究”、“稀磁半导体量子点

掺杂石英磁光光纤研究”、“耦合式光纤表面增强拉曼散射技术的研究”、“半导体薄膜

内包层光纤放大机理与传输特性的研究”和“温度不敏感包层模谐振特种光纤传感机理

研究”；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纳米半导体光纤渐逝波放大技术研究”；上海市

科委项目“电力系统安全的光纤传感与传输”、“半导体薄膜内包层光纤放大机理与传输

的研究”、“网络化光纤渐逝波温度传感技术”、“耦合式高灵敏度光纤渐逝波传感机理

的研究”；上海市纳米技术重大项目“量子点半导体纳米材料渐逝波光纤放大器”、上海

市纳米技术项目“纳米薄膜内包层放大光纤研制”；上海市基地建设重点项目“表面增强

拉曼散射光谱的光纤探针仪器研发”等。 

联系方式：021-69982731(O)；E-mail：zychen@mail.shu.edu.cn 

 

石志东（男）研究员，博士。专业：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主要研究领域：导波光学

及偏振光学、光纤传感与光电信号处理。在 Applied Optics、Optics Communications

和光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七十余篇。主持、负责和参与承担的课题有：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具有高双折射率的光子晶体光纤的保偏特性研究”、“变速旋扭双折射多孔光

纤偏振转换特性研究”、“光纤波片的宽带特性和抗温度微扰特性的实验研究”、“复合

材料缺陷的压电-光纤混合传感器兰姆波检测方法研究”、“磁光光子晶体慢光干涉型光

纤磁场/电流传感器研究”，上海市科委应用技术开发项目“安全防范－嵌入式数字图象

码流天线传输系统”、“嵌入式综合媒体数字控制系统”，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基金

项目“宽带光纤波片和集成光纤光路技术及其在通信与传感系统中的应用”等。目前参与

承担有关特种光纤与超声无损检测方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企业横向技术开发项

目各两项。 

联系方式：021-69982739E-Mail: zdshi@shu.edu.cn 

http://www.ci.shu.edu.cn/hhj.htm
mailto:zychen@mail.shu.edu.cn
mailto:zdshi@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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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ci.shu.edu.cn/shizd.htm 

 

02 方向：杨雪霞、杨广立、谢亚楠、N.Buris等 

 

杨雪霞（女）教授，博士。专业：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主要研究领域：现代天线理

论与技术、微波输能技术、毫米波天线与电路和计算电磁学。中国电子学会天线分会委员，

中国电子学会微波分会委员,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美国 IEEE高级会员，《上海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编委。主持完成军委科技委重点项目 1项,总装 863 项目 4项，国家

科技部 863子项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上海市教委项目、华为等企业预研

项目 9项，出版专著 1部，主编教材 1部，授权发明专利 5项。是 IEEE Trans. AP, IEEE 

AWPL, IEEE Trans. MTT, IEEE MWCL，电子与信息学报、电波科学学报等国际、国内学术

期刊的审稿人. 在以上国际国内期刊和会议发表学术论文 190余篇，其中被 SCI检索论文

60 余篇。目前承担国防科工局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 1项，华为等企业研发项目 2项。 

联系方式：021-66136292；E-mail：yang.xx@shu.edu.cn 

网址：http://www.ci.shu.edu.cn/yangxx.htm  

  

 

杨广立 (男)教授,博士，上海市 “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专业: 电磁场与微波技

术。主要研究领域：5G通信天线和射频前端，微波传感和成像。2005年博士毕业于美国

南卡罗来纳大学电子工程专业，之后在美国摩托罗拉等公司从事现代天线和射频电路技术

研究和产品预研工作。2014年加入上海大学以后，建立天线暗室和射频技术实验室，分别

在 4G和 5G通信天线、射频电路和 MIMO系统，民用雷达传感和成像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

工作，与国内外高校和企业开展广泛的合作。到目前为止，申请美国和中国专利 21项，

发表学术论文和报告 100余篇， 研究成果获得 IEEE iWAT等国际会议最佳论文、上海市

陈嘉庚发明奖、全国研究生电子竞赛一等奖等，是国际多家著名刊物如 IEEE Transactions 

on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等的审稿人。目前承担上海市人才计划和华为、ECT、3M

等国内外企业前沿技术合作课题。 

联系方式：021-66136291， E-mail：guangli.yang@shu.edu.cn 

网址：http://blog.lehu.shu.edu.cn/guangliyang/ 

 

谢亚楠（男）研究员，博士。专业：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主要研究领域：遥感信号获取

与处理，传感器射频前端设计。上海市科委遥感与导航定位组专家，上海市红外与遥感学会

常务理事。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多篇。主持完成总装备部和总参谋部国家级项目 3

http://www.ci.shu.edu.cn/shizd.htm
mailto:yang.xx@shu.edu.cn
http://www.ci.shu.edu.cn/yangxx.htm
mailto:guangli.yang@shu.edu.cn
http://blog.lehu.shu.edu.cn/guangli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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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前国防科工委项目 2项。作为负责人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完成上海市科委

创新项目 4项。主编博士生教材 1部，申请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7项。目前承担的课题有上海

市气象局攻关项目“基于误差分析的遥感通道组优选方法”和“区域碳分布与植被净生产

力反演与验证”等。 

联系方式 E-Mail: yxie@shu.edu.cn 

网址：http://scie.shu.edu.cn/Portals/264/xieyn.htm 

 

Nicholas Buris (男) professor, authorized to supervise Ph.D. students.Main area 

of research: "Advance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Professor Buris joined the 

Shanghai University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 December 

2017.Before joining SHU, prof. Buris held several positions including, president 

of his own consulting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company, Lab manager and director 

of a wireless program at Motorola's corporate research organizatio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and summer faculty at the NASA Langley Research Center.Professor Buris' 

current area of research at SHU focuses on various cross layer aspects of advanced 

wireless communications.In particular, he is interested in how to optimize physical 

design such as antennas and rf in order to enable the highest information throughput 

possible in wireless systems capable of performing various Multi Input Multi Output 

(MIMO) schemes.He is also interested in smart and machine learning based algorithms 

that utilize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adios in order to enable Dynamic 

Spectrum Sharing and increase the Spectrum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wireless 

networks.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45 journal and conference papers and has 7 issued 

patents.He is a fellow of the IEEE and has in the past served as a Distinguished 

lecturer of the IEEE. Over the years, he has also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standards 

committees on antennas and RF exposure as a member and a chair. 

email:NEBuris@shu.edu.cn  

 

03 方向：肖中银、肖诗逸、周永金等 

肖中银 (男)研究员，博士。专业：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主要研究领域：微波与毫米波

电路、超材料与太赫兹器件、平面波导与传感技术。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无线通信系统中

的微波毫米波器件、超材料中太赫兹波的传输及应用等。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防科工委和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 已发表学术论文 80余篇, 其中 1篇论

mailto:yxie@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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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被 ESI数据库收录为高被引论文。代表性论文发表在 Optics Express、Applied Physics 

Express、Plasmonics、ProgressIn Electromagnetics Research、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Journal of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Optics Communications、Electronics 

Letters 等国际著名期刊上。申请发明专利 5 项,已授权 2 项。目前负责承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和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各 1项。 

  联系方式 E-mail：zhyxiao@shu.edu.cn  

网址：http://www.ci.shu.edu.cn/zhyxiao.htm 

 

肖诗逸 （男），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电磁超材料（metamaterials）、纳米光子学

（nanophotonics），重点研究亚波长尺度内电磁波与人工微纳结构的相互作用机理，以实现

电磁波的传播、相位和偏振特性等进行自由调控。应用方向：太赫兹天线与波功能器件，红

外光探测器，电磁功能天线罩等。共发表论文 40 多篇，其中包含 1 篇 Nature Materials，

1篇 Nature Communications，1篇 Nanophotonics等，论文共被引用 2000余次。其中，发

表在 Nature Materials 上的论文是电磁超表面领域的奠基性论文之一。国际合作方面与伯

明翰大学、丹麦科学技术大学等有着长期合作关系。获 2016 年上海市东方学者计划、2018

年上海市青年启明星计划， 2014 年度 “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 2012 中国光学重要成

果等奖项。并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以及横向项目若干。 

联系方式：phxiao@shu.edu.cn和 13764531863 

 

周永金 （男），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表面等离激元超构材料、毫米波太赫兹功

能器件、无线能量传输与收集等。2012年以来 2次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次主持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主持 2项教育部课题、5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若干

企事业横向课题。近 10年来发表论文 50多篇，其中 SCI收录国际期刊（Applied Physics 

Letter, Optics Express等）论文 30篇。IEEE会员，OSA会员，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

指导的研究生多人次获中国电子学会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提名奖、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金

等。 

   联系方式：021-66136293 E-mail: yjzhou@shu.edu.cn 

 

04 方向：林敏、张金艺、李喜峰、贾连希、刘宇浩、姚镭等 

林 敏 （男），教授，无线通信及高可靠集成电路设计专家。 2004年至 2008年，在

日本 OKI 公司任高级工程师和设计经理，成功完成 ETC、WiFi、UWB等无线通信芯片的研发

和量产工作。2008 年至 2012 年，回国担任苏州灵芯微电子公司联合创始人和 CTO，领导团

队成功研发出 GPS，GPS/BD 双模双通道，WiFi 等 RF 及 SoC 芯片。其中，GPS 芯片和 WiFi

芯片的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一流公司的水准，并被国内整机系统厂商及平台芯片厂商采用。

mailto:phxiao@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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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加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所，被聘为研究员和博导。2013年，林敏研究员入选“中

科院百人计划”。长期致力于模拟、射频及混合信号集成电路的设计研究。在十余年的研究

和工作经历中，林敏教授在片上无源器件的全局优化、低噪声高线性度射频前端设计、全集

成低噪声频率综合器设计以及宽带低功耗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等领域，做出了性能优异的产业

化的技术成果。2012 年后，林敏教授专注于 PDSOI 高可靠集成电路工艺设计平台的研发工

作，担任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及国家 SOI重大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和首席科学家。近年来，

林敏教授在代表世界高可靠集成电路研究和定制类集成电路设计国际一流水平的国际会议

IEEE Custom Integrated Circuit Conference（CICC）及 IEEE NSREC上，在高可靠集成电

路设计研究领域国际一流水平的期刊 IEEE Transaction on Nuclear Science上陆续发表论

文多篇，累计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的国际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林敏教授有

学术专著一本已出版。 

联系方式：mlin99@shu.edu.cn  

 

张金艺 (男)研究员，博导（博士），高校任教 32 年，上海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主要研究方向：伴随型机器人技术、智慧路灯与物联网技术、纳

米级 SoC/NoC高可靠性研究。 

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发展重点领域（集成电路与信息通信）技术预见专家;上

海集成电路设计“十二五”技术路线研究课题组成员;上海市经信委与市科委的项目评审专

家;上海市科协、上海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法律技术鉴定专家；还担任 IEEE Transactions on 

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Systems、半导体学报、复旦大学学报、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计算机学报和上海大学等 EI源刊或学术期刊的论文审稿专家。 

科技成果：2001年至今主持完成国家 863计划项目、上海市科委“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项目、上海市科委 AM 基金国际合作项目、企业委托项目等 30 余项。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90

篇余篇，出版教材 2 本；申请及授权各类专利 40 余项；并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

目前正主持开展的项目有：“深空测控通信中软件无线电应用开发与验证”、“集群分布式

智慧型 LED照明组网系统”项目、“VR运行空间多维复合参数动态捕获与处理系统”等。 

联系方式： E-mail：zhangjinyi@shu.edu.cn 

 

李喜峰 (男)博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薄膜电子器件与传感器件。上海市优秀技术

带头人，国际信息显示学会（SID）北京分会技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真空学会常务理事，

真空电子与显示专委会主任，获上海真空学会“青年创新奖”，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先后主持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

等多项课题。申请发明专利 46项，授权发明专利 19项。  

联系方式：021-56334778；Email：lixifeng@shu.edu.cn 

mailto:zhangjinyi@shu.edu.cn
mailto:lixifeng@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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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连希 （男），正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领域：硅光子学，重点研究项目包括基于 CMOS

工艺的硅光子器件加工，硅光子加工平台的工艺设计工具包开发，硅光子器件开发包括高速

光通信器件以及激光雷达等，拥有公司内部专有技术（knowhow）11项，专利 9项。先后发

表学术论文共 60篇，其中 SCI收录 40篇，h指数 13。入选中科院率先行动百人计划“B类”，

同时兼任上海微工业技术研究院硅光子研发总监。目前又一下科技部重大专项在研。 

联系方式：Larry.Jia@sitrigroup.com 

 

刘宇浩 （男），总监。主要研究领域：射频微机电系统，射频声学滤波器，射频集成电

路和射频前端系统架构等。近五年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Microwave Theory and 

Techniques ， IEEE Microwave and Wireless Components Letters 和 IEEE MTT-S 

International Microwave Symposium等微波射频领域顶级杂志与会议发表学术论文 17篇，

曾于 2014年获得国际 IEEE Wamicon会议最佳会议论文奖，在 IEEE Access杂志担任副主编

（SCI 源），主持射频滤波器方向的评审工作，并且同时兼任 TMTT，MWCL，JMEMS 和 JMM 等

杂志的编委，拥有美国专利 6 项，国际专利 5项，曾在 Skyworks Solutions 等国际知名射

频前端公司工作，具有丰富的产业化经验。联系方式：yuhao.liu@sitrigroup.com. 电话：

18192198309 

  

姚镭 （男），总监。研究领域：高性能模拟 IC设计。重点研究方向为微弱信号处理、

高压（10-200V）驱动和生物电信号处理。2010年至 2018年于新加坡微电子研究院任资深

研究员、研究组 PI，具有 10余年模拟 IC设计经验，为模拟 IC设计领域资深专家。发表论

文 30余篇，拥有 3项美国专利。 

联系方式：lei.yao@sitrigroup.com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本学科旨在培养身心健康、学风严谨，具有强烈事业心和科学献身精神，掌握信息与通

信工程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能力、创新

能力和应用能力，符合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本学科现有正高级职

称教师 40余人（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1人、IEEE Fellow 1人、国家杰青 1名、国家优青 2

名），副高级职称教师 50余人。学术队伍结构合理，拥有“特种光纤与光接入网”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教育部国际联合实验室等平台基地，承担了

大量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本学科设有博士后流动站，先后入选 211重点建设学科、

上海市一流学科、高原学科、高峰学科、高水平大学一流学科等建设。学科点主要研究方向

包括：特种光纤及先进光子技术、先进宽带通信技术、全媒体信号处理与人工智能等。欢迎

mailto:Larry.Jia@sitrigroup.com
mailto:lei.yao@sitri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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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从事上述领域研究的同学报考相关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  

01 特种光纤及先进光子技术 

02先进宽带通信技术 

03全媒体信号处理与人工智能 

 

指导教师： 

01方向：王廷云、刘云启、曾祥龙、庞拂飞、方捻、牟成博、张小贝、陈娜、王春华、文

建湘、郭海润等 

02方向：汪敏、王潮、彭章友、宋英雄、李迎春、徐树公、张舜卿、王涛、金彦亮、姜之

源、张俊杰等 

03方向：方勇、万旺根、安平、张之江、张新鹏、黄素娟、刘志、张海燕、沈礼权、冯国

瑞、管业鹏、曾丹、严壮志、李颖洁、施俊、任艳丽、蒋皆恢、刘欣、王瑞等 

 

考试科目： 

1.英语 

2.专业研究基础 

3.科学研究综合能力测评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01方向：王廷云、刘云启、曾祥龙、庞拂飞、方捻、牟成博、张小贝、陈娜、王春华、

文建湘、郭海润等 

   王廷云（男），教授。专业：通信与信息系统。主要研究领域：特种光纤与光电技术、

光纤传感、光电检测及信息处理技术。现任上海市特种光纤与光接入网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

验室培育基地主任，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获得者，上海市领军人才，王宽城育才奖获得者，

《应用科学学报》主编、《光电子·激光》常务副主编，《Opto-electronics Letters》常务

副主编。承担 973课题、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国际合作与交流重点项目、上海市重点攻

关项目及企业合作项目等 30 余项，包括 NSFC 重点项目“面向高温环境的特种传感光纤研

究”、 NSFC重点国际合作项目“铋铒镱共掺超宽谱石英光纤研究”、NSFC仪器专项“晶体

半导体芯光纤激光拉丝仪”、国家 973子项目“石英掺杂闪烁光纤机理及发射性感知网络研

究”、上海市重点攻关项目“高速光背板互连技术及光通信功能示范样机”等。同时，与华

为、中石油、中兴、电力公司等企业合作，承担了多项企业合作的研发项目，开展宽带有源

光纤、光纤传感、光互连印制板等的研发工作。发表 SCI高水平论文 100余篇，授权发明专

利 30 余项，出版专著 1部，参编著作 1部。与国外多所大学开展项目合作及研究生的联合



 

71 

 

培养，包括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美国克莱门森大学、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等。获 2012年上海市技术发明奖三等奖（排名第一）。 

联系方式：021-66138173；E-mail：tywang@shu.edu.cn 

 

刘云启（男）教授、博士。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主要研究领域：新型光子学器件及

其应用、光纤传感、光纤通信。2000年在南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0至 2008 年分别在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从事研究工作，2008年加入上海大

学，是首轮上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和上海市曙光学者，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支持计划”。目前致力于新型光纤器件及其应用研究，在研课题包括光纤模分复用通信

器件研究、光纤光栅传感器研究等。已在国内外主流期刊和知名国际会议发表论文 180余篇，

其中被SCI和EI收录的有130余篇，代表论文发表于Optics Express, Optics Letters, IEEE 

Photonics Technology Letters, Journal of Lightwave Technology 等国际著名期刊，授

权发明专利 4项。已被多个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为技术组委会委员和分会主席，并被 IEEE和

OSA的多个国际期刊邀请为论文审稿人。 

   联系方式：021-66136332；E-mail：yqliu@shu.edu.cn 

   网址：http://www.ci.shu.edu.cn/liuyq.htm 

 

曾祥龙（男） 研究员、博士。专业：通信与信息系统。主要研究领域：特种光纤、超

快光纤激光及非线性超短激光控制的研究。2004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4 至

2007年期间，获得日本学术振兴学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在日本东京大学从事研究工作，2011

至 2013 年获得欧盟委员会第七研发框架计划"玛丽居里"国际来访学者在丹麦科技大学做访

问学者。2007 年起至今在特种光纤与光接入网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是上海市东方学者特

聘教授，目前致力于新型光纤器件及其、激光技术应用研究，在研课题包括光纤模式器件、

光纤纳米光栅、多模锁模激光研究等,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四项。已在国内外主流期刊

Nanoscale, Photonics Research,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JLT, OL/OE 等国际著名期

刊 50余篇，发明专利 5项。获得上海市曙光学者和浦江学者人才资助。 

   联系方式：021-66136330 (O)；E-mail：zenglong@shu.edu.cn 

 

 

庞拂飞，（男）教授，主要从事特种光纤、光纤传感、光纤通信及光波导等方面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青”获得者，上海市“曙光计划”、“科技启明星”“晨光计划”“人才

发展资金”获得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项目“子课题”

1项；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和青年项目各 1项；主持完成省部重点科研项目 4项。

目前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60 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40 余项，其中已授权

mailto:tywang@shu.edu.cn
mailto:yqliu@shu.edu.cn
http://www.ci.shu.edu.cn/liuyq.htm
mailto:zenglong@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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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项。2013年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2014 年获上海市“育才奖”。 

联系方式：ffpang@shu.edu.cn 

 

方 捻 （女），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光纤传感技术；机器学习的光学实现；半

导体激光器的非线性动力学；混沌激光技术等。2012-2013年作为公派访问学者在美国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从事一年光注入半导体激光器方面的研究工作。2014 年入选上海

市浦江学者。曾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D

类）、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基金等资助项目多项。发表论文近 90篇，其中第一作者或通信作

者 60多篇，被 SCI和 EI收录 60多篇。申请发明专利近 20项，已授权 12项。出版专著 1

部，译著 1部，参与出版专著 2部。 

联系方式：021-66136328，E_mail：nfang@shu.edu.cn。 

网 址：http://www.ci.shu.edu.cn/nfang.htm  

（本年度不招生） 

 

牟成博 （男），教授。长期从事新型光纤激光器、纳米光子学及新型先进光纤器件的

激光应用等前沿领域的技术理论和应用研究。在英国第二大光学研究中心阿斯顿大学光子技

术研究所学习和工作期间完成了由美国空军实验室（US Airforce Research Laboratory）

及波音公司联合资助的可用于大功率光纤激光器、光纤放大器及相干合成的全光纤偏振器件

的设计、制备、表征及应用研究等工作。近期通过使用新型纳米材料作为可饱和吸收体器件，

在超快激光器的偏振动力学及全光纤超快激光器的实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共参与英国

政府及欧盟项目 7项，在 Opt.Lett., Opt.Express., Photon.Technol.Lett., 

Appl.Phys.Lett., Light:Science&Application, IEEE Journal of Selected Topics in 

Quantum Electronics.等国际知名期刊共发表 SCI文章 100余篇,研究成果获得了国际同行

的关注和肯定,多次受邀在国际会议及国际著名实验室做相关学术报告。016-2018年应邀作

为美国光学学会 Optical Sensor大会的程序委员会委员；2017, 2018 CLEO PR激光分会共

主席。拥有英国专利 1项（已公布）；应邀撰写英文书籍 2章。获英国物理学会学生基金，

英国文化委员会旅行基金，教育部春晖计划基金，教育部优秀海外留学生奖，上海市首批“青

年东方学者”称号，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青年项目获得者。《光电子激光进展》编委，

《红外与激光工程》青年编委，《中国激光》青年编委。2017年《中国激光》杂志社优秀论

文奖，2017年国家平板显示中心优秀论文奖。指导的本科毕业设计获得 2018年上海大学校

长奖；指导的研究生多次在 CLEO，CLEO PR，BGPP，ACP，ICOCN等知名国际会议做口头报告

并获得国家奖学金。 

   联系方式：mouc1@shu.edu.cn 

 

mailto:ffpang@shu.edu.cn
mailto:nfang@shu.edu.cn
http://www.ci.shu.edu.cn/nfang.htm
mailto:mouc1@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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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贝 （男），教授，工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晨光计划、上海市人才发展资

金获得者，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国家公派联合培养、美国克莱姆森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研究方

向包括：特种光纤器件、光学微腔、光电信息技术。2016年以来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1项（2014-2017），新增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项（2017-2020、

2019-2022）、装发预研项目 1 项（2019-2021）、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探索类 1项（2018-2021）

和企业合作重点项目 1项等，均面向光纤通信与传感领域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点需求开展。

2016年以来第一作者/通信作者发表一区 Photonics Research、二区 Optics Letters、Optics 

Express和 IEEE Photonics Journal等国际知名 SCI期刊论文以及顶级国际会议 OFC、OFS

等论文二十余篇，2018年以来在 IEEE/OSA/SPIE国际会议以及中国光学学会/中国光学工程

学会等会议上特邀报告十余次，在光纤耦合微腔、空芯光纤传感器等国际学术前沿领域取得

代表性成果，并协同电力企业推动多参量光纤传感监测产学研应用与转化。担任《应用科学

学报》副主编、《应用光学》首批青年编委、COS 高级会员、OSA和 IEEE会员、十余种 SCI

期刊审稿人等学术服务工作。 

 联系方式：021-66138172（o），xbzhang@shu.edu.cn 

 

陈娜（女），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特种光纤与光纤传感，研究兴趣包括特种光纤、特

种光纤器件、光纤传感及其生物医学应用等。近十年来，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 1 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1 项，承担多项国家及省部级重点项目研究。

2008 年获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人才项目支持。2009 年获上海大学青年教师

课堂教学竞赛二等奖。2010年获上海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奖。2012年 12月至 2014 年 7月获

国家留学基金委与法中科学及应用基金会（CSC/FFCSA）资助，在法国国家科技研究院激光

原子分子物理实验室（PhLAM UMR CNRS 8523）从事光子晶体光纤及光纤器件的研究。2013

年获上海市技术发明三等奖。2018 年获全国光电信息类教师授课比赛一等奖。至今，发表

SCI/EI收录的学术论文 60余篇，其中，SCI检索收录 4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11项。 

联系方式：021-66136338（O） E-mail: na.chen@shu.edu.cn 

 

王春华 （女） 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光纤通信、光纤传感、光纤光电子器件及宽带接

入网等。目前主要研究方向：光纤非线性效应的偏振特性及其与光纤双折射的相互影响,及

相关应用研究；生物及新型材料中的偏振 Mueller成像。 分别在法国圣埃蒂安大学、加拿

大渥太华大学各进行一年访学研究。入选上海市科技启明星计划，参加“特种光纤研制”项

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负责项目“全光纤低相干传感器”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基金委重点项目、上海市教委、中兴科技合作等科研项目

十余项。共发表 SCI、EI收录论文 40余篇。获国家发明及新型实用专利授权 10项。现为

IEEE、SPIE会员，被多个国际期刊邀请为审稿专家.  

mailto:xbzhang@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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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021-66136327（O） E-mail: lizawch@staff.shu.edu.cn  

 

文建湘（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特种光纤设计、研究与制备，

光纤传感，光纤通信、新型光子学器件及其应用。包括特种光纤辐射特性研究；应用于超宽

带、高增益光放大功能与超宽带光源的掺铋光纤研究，以及应用于高功率激光晶体光纤与应

用于核物理、核医学成像、工业探测等闪烁晶体光纤；应用于大电流光纤传感的高磁光效应

的特种光纤等。2001-2007年江苏法尔胜光子公司从事光纤研发与技术管理，参与国家“十

五”科技攻关计划“光纤预制捧产业化技术开发”，国家 863“保偏光纤”项目，其产品应

用于“神舟七号”飞船惯导系统，并于 2008年获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与澳大利

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光子通信实验中心建立长期合作交流关系，并成功主办第一届（2015），

第二届（2016）与第三届（2018）中国－澳大利亚特种光纤国际研讨会，国际合作交流紧密。

发表研究论文五十余篇，其中 SCI、EI收录四十多篇，授权发明专利十余项。最近几年承担

科研项目：1)201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宽谱增益涡旋光纤及放大特性研究；2）

201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深空光纤陀螺用耐辐照、低损耗空芯光子带隙保偏

光纤及器件研究(参与单位主持)；3）2017年获军委科技委预研项目：***光纤的光学特性

**；4) 2015年获得上海市科委国际合作项目；5) 201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6)2012年获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承担多个国际学术期刊审稿人，如 Journal of 

Lightwave Technology，Optics Letter，Optics Express，Photonics Research，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Applied Optics，Optics Communications，IEEE Transaction on 

Nuclear Science等。美国光学学会（OSA）会员、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会

员。 

联系方式：+8621-66136335 E-mail: wenjx@shu.edu.cn  

 网 址：http://www.scie-ce.shu.edu.cn/Default.aspx?tabid=17436 

 

郭海润（男），教授。郭海润 2014年博士毕业于丹麦技术大学，光子学工程专业。2015

年加入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Kippenberg教授课题组。2018年底加入上海大学特种光

纤与光接入网重点实验室。郭海润的研究方向主要为微纳光学频率梳技术，超快非线性光学

（光孤子）和中红外光学频率梳应用，曾主持欧盟 H2020人才专项计划“芯片化中红外光学

频率梳”，参与美国 DARPA专项“紫外到中红外的光学频率梳技术”。目前，郭海润在上海大

学特种光纤与光接入网重点实验室，组建超快光频梳课题组，重点研究基于新型材料的微纳

光学频率梳技术，目前在研的项目有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上海市“东方学者”专项，上

海大学高水平学科建设专项等。郭海润至今已发表论文 40余篇，包括 Nature 子刊等多篇高

水平论文，同时还兼任这些期刊的专业审稿人。 

 

mailto:lizawch@staff.shu.edu.cn
mailto:wenjx@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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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方向：汪敏、王潮、彭章友、宋英雄、李迎春、徐树公、张舜卿、王涛、金彦亮、

姜之源、张俊杰等 

汪敏 (男)教授。专业：通信与信息系统。主要研究领域：数字通信与网络技术。主要

开展数字通信关键技术和基于三网融合的光纤接入网的研究，曾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各 1 项。是上海市科技领军人才，上海市 IV 类高峰学科“计算机与通信”

学科带头人，上海市“先进通信与数据科学研究院”副理事长、上海大学 5个重点发展学科

之一“计算机与通信”学科带头人。社会兼职：教育部科技委学部委员、上海市电子学会副

理事长、国家自然基金会评专家。科技成果：主持完成了国家 863“九五”重大项目“全业

务网（FSN）多媒体系统”，主要研究基于 HFC网络的多媒体接入系统。主持完成了上海市“十

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蓝牙应用技术研究”，主要针对基于 Bluetooth 技术规范的无线

HomeNet 进行研究。主持完成了上海市“十一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基于 IPv6 的宽带接

入汇聚与服务系统研究”， 主要研究 EPON系统中的关键理论和技术问题,成果获上海市科技

进步一等奖。目前主要在下一代光接入网、宽带无线接入网等方面开展研究, 同时还与英国

班戈大学等高校开展紧密的国际科研合作和研究生联合培养。近期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上海市科委等多个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包括：“OFDM—PON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一代高效光接入网架构及多址接入理论与关键

技术研究”（上海市科委基础研究重点项目）、“光束轨道角动量复用机理及多维调制光传

输关键技术研究”（上海市科委前瞻性研究项目）等。目前主持“基于基础架构抽象的自适

应光接入网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已发表 SCI/EI

论文百余篇。 

联系方式：021-66134789；E_mail:wangmin@shu.edu.cn 

  网  址：http://www.ci.shu.edu.cn/wm.htm 

 

王潮 （男）教授，博士。专业：通信与信息系统。主要研究领域：网络信息安全与密

码学、人工智能与社会网络、量子计算密码分析与设计。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科技部产业联盟计划等项目、国防创新项目等，在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人工智能应用、

无线传感网安全及轻量级密码学、工业控制安全、大数据网络信息安全综合监测与态势感

知、椭圆曲线密码设计与分析、量子计算密码设计与分析等方面开展研究。是 2015年中国

电子学会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现为中国电子学会信息安全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

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第六届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成员、Secretary of IEEE Shanghai 

Section ，Vice Chair of IEEE Shanghai CAS Chapter， Vice Chair of IEEE Shanghai 

Computer Chapter，参与筹建 IEEE Shanghai Communication Chapter。是中国计算机学

会全国专委会委员，中国自然计算与数字智能城市全国专委会委员、上海市人工智能学会

副秘书长。是《IEEE Spectrum》（中文版）编委、《网络与信息安全学报》编委。 

http://www.ci.shu.edu.cn/w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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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wangchao@shu.edu.cn  

 

彭章友（男）教授、博士。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主要研究领域：无线通信与微弱信

号处理、智能技术。目前，致力于空中移动目标侦测、卫星信号处理、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

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速移动 OFDM系统子载波干扰的协同控制方法研究”、

主持“基于多天线的微弱信号抵消提取方法和性能极限研究”、主持“车载 LTE 信号干扰抑

制转接系统开发”、主持上海市重点支撑项目“多标签 RFID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等科

研课题。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 

联系方式：021-66136007(O); E-mail：zypeng@shu.edu.cn 

  

宋英雄 （男）研究员，博士。专业：通信与信息系统。主要研究领域：光纤通信与宽

带光接入网。曾兼任上海天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上海大学“特种光纤与光接入

网”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高级技术总监。主要开展先进光通信系统及光接入网相关理

论与关键技术研究，在高速光传输器件、电路及系统研制方面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已发表

SCI/EI论文 5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20余项，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

三等奖 3 项，主持或参与完成的项目已获 10 余项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认定。近期主持完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上海市教委产学研重点项目及重要横向

项目，作为科研骨干参与先进通信与智能网络学科组承担的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国际合

作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及上海市科委重大、重点攻关项目、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等

2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项目。 

联系方式：66136319；E_mail:herosf@shu.edu.cn 

 

李迎春（男），研究员、博士。专业：通信与信息系统。主要研究领域：无线通信、卫

星通信、高速光传输、光纤传感及信号处理等。近年来主持省部级 3 项课题、企业项目 3

项。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多项，1992 年起获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主持和参与完成的企业项目获得了 9项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认定。已发表学术论

文 80余篇，其中 SCI 收录 4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20余项。 

   联系方式：liyingchun@shu.edu.cn 

   

徐树公 （男），教授，IEEE Fellow。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无线通信（5G+ 以及下一代

WiFi等）协议及系统、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有 20多年无线通信前沿研究经验 

（含 15年以上国际领先企业研究院经历）， 已授权美国及国内专利 40余项，已发表学术论

文 80余篇。主持领导过多项国际、国内重大研发计划。2013年入选中组部首批国家“万人

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5年年底因“提升无线网络效率上的贡献” 被推选为 IEEE 

mailto:wangchao@shu.edu.cn
mailto:herosf@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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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low；2017年获得 IEEE 通信协会”通信领域重大进展”论文奖。 现担任上海先进通信

与数据科学研究院院长。 

联系方式：shugong@shu.edu.cn 

 

张舜卿 （男），教授，博士生导师，IEEE高级会员，中国电子学会及中国通信学会高

级会员。主要研究领域：5G/5G+移动通信系统、绿色无线通信、下一代 WiFi 网络、异构计

算技术等。拥有 10 余年的无线通信前沿研究经验，在各类国际知名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

相关论文 60余篇， 拥有美国及中国授权专利 50 余项，第一发明人超过 20 项，主持/参与

过国家“863计划”主题项目和国家“973计划”A类项目等国家级研究项目。现任 IEEE协

会高级会员，并获得 2017年度 IEEE协会通信分会颁发的“通信领域重大进展”论文奖。 

   联系方式：shunqing@shu.edu.cn 

 

王 涛(男) 教授，博士。专业：通信与信息系统。主要研究领域：无线通信与信号处理

系统优化设计，绿色节能无线信号处理与通信系统设计。曾获得 2013年 IEEE International 

Conf.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Signal Processing 会议最佳论文奖、担任 2014

年第五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特邀专家等。现任 IEEE 高级会员、国际期刊 EURASIP 

Journal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SCI 收录）副主编。主持或参与

完成十余项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作为第一作者出版英文专著

一部（德国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出版社）、在 IEEE Journal on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IEEE Transactions on Signal Processing、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等三大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联系方式：13052507238，E_mail: twang@shu.edu.cn 

   网  址：http://blog.lehu.shu.edu.cn/twang 

 

金彦亮（男），副教授。专业：通信与信息系统。主要研究领域：物联网，大数据与人

工智能，宽带无线通信，新能源汽车等。目前致力于多层网络爆发式同步、增强学习与终身

机器学习、面向机器人的图像、声音和文本融合技术以及物联网、车联网和智能机器人平台

研究等。在国内外知名期刊和重要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出版书著 2本，参与和

承接国家项目 2项，上海市及省部级课题 10余项，企业委托项目 10余项，获上海市 2016

年度产学研合作优秀项目奖二等奖 1项。 

  联系方式：jinyanliang@staff.shu.edu.cn 

 

姜之源（男），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车联网、无线网络、智能自主无人系统。分别于

2010年、2015年获得清华大学学士和博士学位。在 2015年到 2016年，在爱立信研究院担

mailto:shugong@shu.edu.cn
mailto:jinyanliang@staff.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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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资源研究员；从 2016 年到 2018年 3月，在清华大学和美国南加州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工

作；从 2018年 3月到 11月在美国英特尔公司担任无线信号处理科学家。2019 年 1月起，

加入上海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入选上海市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上海千人）以及上海

高校特聘教授（东方学者）岗位计划，担任教授。工作在科研一线，近三年以第一作者发表

学术论文 40余篇，其中 IEEE期刊论文 15篇，引用超过 400次，授权专利 5项，其中两项

为爱立信公司 5G基础专利。担任 IEEE/KIC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s

期刊编委，GLOBECOM、WCNC、PIMRC等国际会议技术委员会成员。获得 IEEE INFOCOM 2019

最佳论文展示奖。 

   联系方式：jiangzhiyuan@shu.edu.cn 

 

张俊杰（男），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领域：拟态安全，网络通信以及网络信息处理。

已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13 项，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获上海市

2016 年度产学研合作优秀项目奖二等奖 1 项。主持国家科技部 863 项目 2 项，主持上海市

科委项目 1项，主持企业以及研究所合作项目 12项，在 FPGA开发深耕 20年，具有丰富的

FPAG/ASIC开发工程经验。近期主作为科研骨干参与先进通信与智能网络学科组承担的国家

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及上海市科委重大、重点攻关项目等。。 

联系方式：zjj@staff.shu.edu.cn 

 

03 方向：方勇、万旺根、安平、张之江、张新鹏、黄素娟、刘志、张海燕、沈礼权、

冯国瑞、管业鹏、曾丹、严壮志、李颖洁、施俊、任艳丽、蒋皆恢、刘欣、王瑞等 

方 勇（男）教授，博士（香港城市大学），IEEE 高级会员。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

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 Research Fellow。主要研究领域：通信信号处理、

视音频信号处理、智能信息系统。目前致力于研究无线通信系统的信号处理技术，视音频信

号的获取与再现，以及盲源信号分离技术、无线学习控制技术等，研发智能视频系统和无线

体域网等。得到过上海市曙光计划和优秀学科带头人计划资助，主持完成国家自然基金 3

项、教育部博士点基金、上海市科委项目、上海市创新重点项目等多项。获 2009年度上海

市自然科学三等奖。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200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0余项。目前主

持在研的项目有国家自然学科基金面上项目、上海市科委重点支撑项目等。 

  联系方式：021-66136306；E_mail:yfang@staff.shu.edu.cn 

  网 址：http://my.shu.edu.cn/cn/fangyong 

 

万旺根 (男)教授，博士。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主要研究领域：图形图像处理与模

式识别，虚拟现实与大数据处理技术，智能信息处理，嵌入式系统与 SOC设计。曾任原苏联

明斯克无线电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系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访问学者、

mailto:jiangzhiyuan@shu.edu.cn
http://my.shu.edu.cn/cn/fang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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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系和多媒体创新中心讲师、客座教授、研究室主任。是 IET

会士（Fellow）、IET 上海分会主席、IEEE高级会员、IEEE CIS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计算

机学会嵌入式系统专业委员、中国图形图像学会虚拟现实专业委员，1996年上海市“启明

星”学者，1997年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1998年上海市“曙光学者”。近年来主持完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863项目、、原信息产业部电子发展基金、科技部国际合作基金、

上海市科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上海市信息委专项基金、上海市启明星计划、上海市曙光计

划、香港政府研究基金等项目 30余项，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2项，发表论文 250余

篇，出版专著和教材 5部。是多个国际会议大会主席和执行主席。 

 联系方式：021-66138136  E_mail: wanwg@staff.shu.edu.cn 

 网 址：http://www.ci.shu.edu.cn/wwgnew.htm 

 

安 平（女），教授，博士。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主要研究领域：沉浸式智能视频处

理、智能视觉、图像处理等。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光场数据压缩与重建、智能视频编码、沉

浸式视频（光场／3D／VR／AR）内容生成与质量评价等。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优秀技术

带头人；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访问学者，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访问学者；上海市图像图形学

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图像图形学学会理事，中国电子学会信号处理分会及消费电子分会委员，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图像科学与工程分会常务理事。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

支撑计划、上海市科委／教委／经信委等项目十多项，并与华为、上海文广科技、SMG、航

空电子所等开展产学研合作。发表学术论文 150余篇，出版著作 2部，授权发明专利 18项，

曾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一)、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三）、中国电子学

会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四）、科技部世博科技先进个人。目前承担的科研项目主要有：

3D Holoscopic密集视点视频编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光场图像深度信息提取(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3D内容制作专业技术服务平台（上海市科委）、

先进影像制作与质量评测（上海市科委技术带头人计划）等。 

联系方式：021-66136283，E_mail: anping@shu.edu.cn 

网 址：http://www.ci.shu.edu.cn/ap.htm 

 

张之江（男），教授/博士。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主要研究领域：图像处理与计算机

视觉（基于 RGB-D 的三维重建、基于结构光的动态目标三维重建）。近年来作为项目负责人

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重点攻关及企业委托等 20 余项课题的研究工作。作

为主要成员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上海市科委重点项

目、上海市经委产学研等项目的研究工作。获上海市育才奖、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三等

奖一项、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一项、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

参编专著 2部，授权发明专利 6项。主持的研究课题包括：多视点自动立体显示关键技术的

mailto:wanwg@staff.shu.edu.cn
http://www.ci.shu.edu.cn/wwgnew.htm
http://www.ci.shu.edu.cn/a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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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结合 RGB-D信息的高质量三维重建研究（企业委托项目）等。 

联系方式：021-56332312 (O), E-mail：zjzhang@staff.shu.edu.cn 

 

张新鹏 （男），教授，国家杰青。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主要研究领域：多媒体内

容安全，信息隐藏，AI 安全，加密域信号处理，数字取证，图像处理等。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并入选上海市科技启明星计划、启明星跟踪计划、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上

海高校特聘教授"东方学者"、"东方学者跟踪计划"，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上海市曙光学者

计划，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访问学者，德国康斯坦茨大学 Humboldt

学者资深研究员。担任 IEEE Trans. Information Forensics & Security 等多种国际期刊

的 Associate Editor、ACM IH&MMSec 等多个国际学术会议的大会主席。连续五年入选中国

高被引学者（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863

计划、国家部委项目、上海市重点基础等多项科研项目。获上海市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

一）。发表论文 200 余篇，代表论文发表于 IEEE Trans. Image Processing、IEEE Trans. 

Information Forensics & Security、IEEE Trans. Multimedia、IEEE Trans. CSVT、IEEE 

SPL、IEEE CL、EL、Signal Processing、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等国际著名期刊，

被引用 10000余次。出版专著 1 部。申请发明专利 11 项。目前承担的科研项目主要有：新

型信息隐藏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多媒体信息隐藏（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及国家有关部委项目等。 

  联系方式：021－66137263（O），E-mail：xzhang@shu.edu.cn 

网址：http://www.ci.shu.edu.cn/zhangxp.htm 

 

黄素娟 （女），教授，博士。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主要研究领域：光电信息处理、

数字全息、光学涡旋、图像处理等。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等项目 10余项，包括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基于数字全息的光纤三维折射率分布测量研究”、“无旁瓣光学涡旋阵列的研

究”、上海市科委项目“基于涡旋光束的膀胱癌细胞操控和筛选”等，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多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发表 SCI学术论文 50余篇，

已授权发明专利 4项。2015年荣获宝钢优秀教师奖，2018年“理事会制下三维一体协同育

人的卓越工程师培养创新模式探索与实践”获得上海市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19 年出版教

育部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专业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信息科学与电子工程专业英语》（第二

版），2019年荣获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联系方式：021-66138175(O),E-mail：sjhuang@shu.edu.cn 

 

刘志（男），研究员，博士。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主要研究领域：图像处理、视频

处理、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多媒体通信。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图像/视频分割、视觉显

mailto:zjzhang@staff.shu.edu.cn
mailto:xzhang@shu.edu.cn
http://www.ci.shu.edu.cn/zhangx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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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模型、对象分割/检测/跟踪、工业检测与测量、视频编码、图像/视频缩放、流媒体传

输等。入选欧盟玛丽居里学者、上海高校青年东方学者、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目前担任

国际学术期刊 Signal Processing: Image Communication 的编委（Area Editor）。现为 IEEE

高级会员、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和青年科学家俱乐部成员。先后在英国 Brunel 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法国 IRISA/INRIA-Rennes 从事研究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和完成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上海市科委/教委项目、企业委托开发项目等 10余项科研项

目。与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科研合作及博士研究生的联合培

养。已发表论文 190 余篇（包括 IEEE Trans.论文 21 篇）。论文累计被 Google 学术搜索引

用 3800余次，SCI引用 2000 余次，入选 ESI高被引论文 4篇。出版专著 1本，授权发明专

利 19项。担任图像与视频处理领域内 20余种国际学术期刊审稿人以及多个知名国际学术会

议（如 ICME、PCM、VCIP 等）的技术委员会委员。获得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 1项（2011）、

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2015）、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2004、2011）。 

 联系方式：021-66137270，E-mail: liuzhi@staff.shu.edu.cn 

 网址：http://www.ivp.shu.edu.cn 

 

张海燕（女）教授、博士。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主要研究领域：超声检测，声信号

处理，超声成像，结构健康监测。出版专著 1部，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中国声学学会理

事。曾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综合波场信息的超声兰姆波层析成像方法研究”、

“基于超声导波理论的管道缺陷层析成像研究”、“复合材料缺陷的压电-光纤混合传感器兰

姆波检测方法研究”、“板类结构非对称缺陷的超声兰姆波衍射层析成像方法研究”、上海市

教委发展基金项目“超声无损检测缺陷智能识别系统的研究”，上海市教委创新基金“声/

光混合超声兰姆波无损检测方法的研究”。目前在研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有：“超声兰姆

波逆散射拓扑成像方法研究”、“超声兰姆波与复合材料脱层缺陷相互作用研究”、“高铁无砟

轨道结构粘接界面缺陷的超声兰姆波检测方法研究”。 

联系方式：021-66137262(O); E-mail：hyzh@shu.edu.cn 

 

沈礼权（男），研究员，博士。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主要研究领域：图像处理、面

向人眼视觉的视频压缩和处理、面向机器视觉的视频智能压缩与处理、虚拟现实（点云、高

动态和 3D）、深海水下成像与压缩传输。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深海水下成像与压缩、新一

代视频压缩标准（VVC）、智能压缩、高动态宽色彩 (HDR)视频处理、点云视频压缩与质量

评价等。2014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并先后入选上海市曙光人才

计划、上海市科技启明星计划、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访问学者。担任

Neurocomputing 等多种国际期刊的 Associate Editor。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面上项目、上海市科委攻关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一），

mailto:liuzhi@staff.shu.edu.cn
mailto:hyzh@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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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学会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一）、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五）。发表论文

100余篇，代表论文发表于 IEEE Trans. IP、IEEE Trans. MM、IEEE Trans. CSVT、IEEE Trans. 

II、IEEE Trans. ETCI、ACM Trans. MM、IEEE Trans. Broadcasting、IEEE SPL、Signal 

Processing 等国际著名期刊。出版专著 2 部。申请发明专利 10 余项。论文累计被 Google

学术搜索引用 3200余次，SCI引用 2000余次，入选 ESI高被引论文 4篇，论文单篇最高引

用超 400次。出版专著 2本，授权发明专利 10余项。培养的研究生就职在阿里巴巴达摩院，

高通、字节跳动、华为、海康、思科等 IT公司。 

联系方式：13816413512，E-mail: jsslq@shu.edu.cn, jsslq@163.com 

网 址: http://www.ci.shu.edu.cn/shenlq.htm 

 

冯国瑞（男），教授。IEEE/IEICE会员，中国计算学会高级会员，主要研究领域：图

像分析、媒体内容安全、机器学习等。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面上和青

年项目，先后在 IEEE TNN、IEEE TCYB、IEEE TIP、IEEE TIFS、Pattern Recognition 等

国际期刊发表 SCI论文三十多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中科院 JCR 一区论文 2 篇；发表论

文 SCI 引用 641 次，H 指数为 13，Google 学术引用 1299 次，H 指数为 18；以第一作者发

表 ESI高被引论文一篇；获得 2008年度上海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排名第 4)。 

   联系方式：grfeng@shu.edu.cn 

 

管业鹏（男），教授，博士，博士后（双）。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主要研究领域：大

数据挖掘与决策、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智能信息感知与处理、多模态智能人机交互与应

用、智能监控与安全防范等。上海大学智能信息处理学术带头人，上海大学十佳“我心目中

的好导师”，上海市曙光学者，分别收入《Who is Who in the World》、《IBC Foremost Educators 

of the World-2008》，中国体育学会常委，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入选中国工业与信息化

部高级评审专家库。 主要研究项目包括：基于人类感知机理的智能指势视觉识别研究（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移动对象异常行为自动技术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向智能人机交

互的指势视觉识别关键技术研究(教育部博士点基金)、临港地区新建海堤堤身探测方法研究

（上海市科委重大专项），融合三维信息人脸像貌特征生动提取、分类与合成（上海市教委

曙光项目），竞技体育运动分析（高校合作项目）等。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

三大检索论文 70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十余项。 

联系方式：021-66137268/13917868772；E_mail: ypguan@shu.edu.cn 

网址：http://www.iip.shu.edu.cn 

 

曾丹（女），教授，工学博士，博士生导师。2003 年，2008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分别

获得学士，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机器学习。均面向计算机视

mailto:jsslq@shu.edu.cn
http://www.ci.shu.edu.cn/shenlq.htm
mailto:grfeng@shu.edu.cn
mailto:ypguan@shu.edu.cn
http://cms.shu.edu.cn/1211Brill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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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与模式识别领域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点需求开展，主持和完成国家相关部委重点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上海市科委自然基金项目、国家

卫星气象中心等 18项，科研成果成功运用于主持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总参、中国移动咪咕、上海流利说信息技术（NSDQ：LAIX）等产学研项目。近年来在国际期

刊及国际会议，如 Information Science、Remote Sensing、Neurocomputing、 Cognitive 

Computation、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 等上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6

项。现任上海大学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函审专家、中国计

算机学会多媒体专委会委员、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视频监控与安全专委会委员，多次担任

IEEE ICME、IEEE VCIP 等国际会议领域主席、事务主席等，担任多家国内外学术期刊审稿

人。 

联系方式：E-mail:dzeng@shu.edu.cn  

 

严壮志（男）教授，工学博士（日本国京都大学）。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主要研究

领域：生物医学影像学、医疗人工智能、医学电子学与信息系统。曾获上海市优秀青年教

师、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和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兼任上海市学位委员会第五届学科评

议组成员，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医疗仪器分会第四届副理事长，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第六、

七届理事，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以及《生物医学工程学进展》副主编和《中

国医疗器械杂志》、《应用科学学报》等期刊编委。目前承担“基于格子波尔兹曼方法的荧

光分子成像前向问题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内窥镜裸眼三维显示系统工程化样机研

制”（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和“基于深度学习的中医辅助诊断模型研究”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重点专项）等课题。 

联系方式：021-66137221(O)， Email: zzyan@shu.edu.cn 

网 址：http://yanlab.shu.edu.cn/ 

 

李颖洁（女），教授，博士。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主要研究领域：神经信息处理、

医学神经工程、情绪调控的信息加工及神经反馈系统等。现任 IEEE EMBS（生物医学工程学

会）上海分会共同主席，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神经工程分会委员，上海生物医学工程

学会生物信息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大学钱伟长学院副院长。曾赴德国马普脑研究所、哈佛

医学院做访问学者，曾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上海市自然科学进

步二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二等奖、上海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等。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

完成专著一部，教材 3 部。主要科研项目有：首发抑郁症的情绪与认知交互机制的脑电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颅磁刺激结合脑电技术的情绪加工功能网络研究（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经颅磁刺激同步脑电技术的认知情绪调控脑连通性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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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项目），精神分裂症脑电 Gamma共振的调控机制和新治疗靶点研究（国家 863计划子项），

老年人生理反馈训练中情绪调控的脑网络研究（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等。 

联系方式：021-66135192 E_mail: liyj@i.shu.edu.cn 

网址：http://www.ci.shu.edu.cn/liyj.htm 

 

施 俊 （男），教授。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主要研究领域：医学图像处理、医学信

号处理、机器学习、神经信息处理、康复工程等。目前研究兴趣包括基于深度学习的医学大

数据分析、基于神经影像（MRI、PET、超声、EEG）的脑疾病辅助分析与诊断、基于医学影

像的肿瘤辅助分析与诊断等。现任中国医学装备协会超声装备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信息协会

医疗卫生和健康产业分会医学人工智能学组常务委员、中国影像 AI产学研用创新联盟理事。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访问学者、香港理工大学访问学者。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基金项目、青年基金项目等国家级项目，合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及主持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委、教委项目

等多项项目。发表 SCI 论文 50余篇，包括高被引论文 1篇，授权专利 2项。 

联系方式：021-66137256（O），E-mail：junshi@shu.edu.cn 

网址：http://www.ci.shu.edu.cn/shijun.htm 

 

任艳丽 （女），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信息安全、公钥密码学、安全云计算、区块链

安全、AI安全等。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其中第一作者 36 篇，SCI 检索 18 篇，EI 检索

32 篇。代表性工作发表于信息安全重要国际期刊 IEEE Trans. Cloud Computing、Trans. 

Multimedia、Trans. IFS、IPL、JSS、CMA、COMPUTER JOURNAL、SCIENCE CHINA 及密码学

知名国际会议 ASIACCS、INDOCRYPT、ICICS。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联合项目、

青年项目及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并荣获 2018年密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省

部级）。目前是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中国计算机学会区块链专委会委员、中国密码学

会会员、全国高校密码数学挑战赛组织委员会委员，并长期担任 IEEE TCC、TSC、TDSC、TIFS

等国际期刊，以及中国科学、通信学报、计算机学报等国内期刊审稿人。 

联系方式：021-66137267（O） E-mail: renyanli@shu.edu.cn 

 

蒋皆恢 （男），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基于脑神经影像（PET/MRI等）的认知功能

分析，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基于数据驱动方法的脑疾病模式机理探究、基于图论的脑网络分析、

基于深度学习的 AD/PD 计算机辅助诊断等。2014年以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

委重点项目、上海市卫计委重点项目 6项，发表各类 SCI、EI检索论文超过 40 篇。现任中

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神经学组学术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信息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担任包括 journal of nuclear medicine, 

mailto:liyj@i.shu.edu.cn
http://www.ci.shu.edu.cn/liyj.htm
http://www.ci.shu.edu.cn/shiju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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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image等多本顶级学术期刊特邀审稿人。 

联系方式：jiangjiehui@shu.edu.cn 

  

刘欣，（男），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多模态、多尺度分子成像。近 5年，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项、军队重点项目分课题 1项及省部级课题 1项。此外，先后参与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分课题、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基金分课题、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等项目的研究工作。近年来，以第一（通讯）作者在本领域权威学术期刊如 IEEE 

Trans. Med. Imaging、IEEE Trans. Biomed. Eng.、Opt. Letters、Opt. Express等发表

SCI/EI论文 23篇；主编中文著作 1部，参编英文著作 1部（ELSEVIER）；参与申请 PCT等

专利 7项，授权国内发明专利 4项。曾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清华大学优秀博士毕

业生，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为期刊 Nat. Communications, IEEE Trans. Med. Imaging, 

Opt. Letters, Human Brain Mapping 等评阅人。 

联系方式：xinliu@shu.edu.cn 

 

王瑞 （男），副教授，博士。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IEEE 高级会员，中国电子学会

高级会员，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专家委员会委员、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SFC）信息学部函评专家，上海市科技专家库专家。主要研究领域：物联网技术、智能信

息处理、模式识别、几何代数。近五年来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3 项、国家级教改项目 1项、

企业委托项目 16项。出版专著 3 部，发表学术论文近 70篇，其中 SCI检索 20余篇，创新

实践教材 2本，获国家专利授权 3项，软件著作权 4项。指导学生科创竞赛获国家级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5 项。2017 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2018 年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

等奖。 

联系方式：021-66133501,E-mail：rwang@shu.edu.cn 

 

上海美术学院 

 130100 艺术学理论  

上海大学艺术学理论学位点是艺术学升为门类以后第一批获得“艺术学理论”博士学位

授予权的高校，目前该学位点由上海美术学院与上海电影学院共同招生和培养。本学科学术

团队结构合理，学术力量雄厚，科研成果丰富，现有校内专职博士生导师 9位，国内外特聘

与兼职导师 20余位，长期从事本领域的基础与前沿研究，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与国内

外同行专家和院校有着密切的联系。本学科目前承担科研项目 10项，其中国家项目 3项，

省部级项目 7项，近 5年出版各类著作数十部。 

mailto:xinliu@shu.edu.cn
mailto:rwang@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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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方向 01．近现代世界艺术史研究 

方向 02．国际化城市艺术管理体系研究 

方向 03．中国古代艺术史论研究 

方向 04．视觉文化与艺术创意 

 

指导教师： 

01 方向：潘力、郭亮、朱青生、陈履生、翁剑青、曹意强等教授 

02 方向：李超、罗宏才、方世忠、马琳等教授、副教授 

03 方向：林少雄、罗杨、马驰、蓝凡、金丹元、赵伟平等教授 

04 方向：曾军、西沐、刘旭光、荣跃明等教授 

 

考试科目： 

1. 外国语（英语或日语）  

2. 专业基础     

3. 专业测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01方向：近现代世界艺术史研究 

朱青生 

男，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北京大学教授，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德国考古学

院通讯院士。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汉画研究所所长。1982年本科毕业于南

京师范学院美术系，1985年硕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专业，1996年博

士毕业于海德堡大学美术史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史，主张通过艺术和艺术史来研究

历史，探求世界的本质和人的本性。 

主要研究成果和实践项目包括：主持“中国现代艺术档案”（1986至今），主编《中国

当代艺术年鉴》（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起每年一卷）、《汉画总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

起已出版 33卷），著有《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商务印书馆，2000），译有

《詹森艺术史》（世界文化出版社，2014）。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汉代图

像数据库与《汉画总录》编撰研究（2012-2020），担任首席专家。五年来在国内各大学术期

刊中发表了《艺术史中的艺术家》、《艺术的本质是突破限制》、《世界艺术史大会与中国艺术

的核心价值》等四十余篇。出版了《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 4辑）(2017 湖南美术出版社)、

《汉画总录•邹城卷（31-33册）》（201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当代艺术年鉴•2015》

（201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汉画总录•陕北卷（第 1-10册）》（2014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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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获“第三届中国政府出版图书奖”）等十余本著作。作为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主持 2016

年第 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2016年，中国•北京），会议上发表《中国汉代的艺术概念》(The 

Chinese Concept of Art in the Han Dynasty)作为主题发言。2014年 3月 18日，主持“第

八届AAC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雅昌艺术网）。5月23日，担任“第八届AAC艺术中国&middot;

年度影响力评选(2013)”轮值主席（北京故宫慈宁宫），主持颁奖晚会。2014年 6月 27日，

参加“Civilization: the Mediterranean and beyond”国际会议（法国马赛），主持 Section 

C组会议。2014年 7月 3日，于中国驻德大使馆做《当代艺术的问题及国际境遇》讲座（德

国柏林）。2014年 7月 26-27日，在“第二届神农架行为艺术会议”（湖北神农架）中，主

持讨论会并大会发言《80年代行为艺术的个案研究》。2014年 12月 14日，参加“OCAT十

年 Seminar series第一期：文献热”，作《<汉画全集>与<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中的档案问题》

报告。策展项目“《西学&middot;西行——早期吴作人（1927-1949）》” 获“2016年度全国

美术馆优秀展览项目奖”（文号：办艺函〔2017〕136号）。 

联系方式：Laozhu@pku.edu.cn 

 

陈履生 

男，研究员，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现任中国汉画学会长。兼职有西安美术学院新中

国美术研究所所长；澳门城市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台湾师范大学等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

向：美术历史及理论、博物馆与艺术管理。主要教学情况：新中国美术史、博物馆与艺术管

理等（研究生课程）。承担的科研项目与获奖情况：《红旗飘飘——20世纪主题绘画创作研

究》，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1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16年获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新中国年画宣传画》，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16年 8月

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获 2016年全国美术图书金牛奖金奖。出版著作有：《新中国美术图史

1949-1966》《革命的时代：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研究》《陈履生美术评论集》（上下）《陈履

生美术史论集》；发表论文有：《纪功与记事：明人<抗倭图卷>研究》《〈太平抗倭图〉的艺术

特点》《从“榜题”看〈平番得胜图卷〉》《新年画创作运动与<群英会上的赵桂兰>》《革命雕

塑的样板：泥塑〈收租院〉的历史地位及影响》等。参加重要学术会议有：2011 年 5月 21

日出席在美国休斯敦举行的“美国博物馆协会 2011年年会”，在大会上作“经改扩建而获得

新生：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历史与未来”的主题发言；2011年 10月 1日，东京大学史料编纂

所举办的“倭寇与倭寇图像国际研究集会”，发表《纪功与记事：明人<抗倭图卷>研究》；2011

年 10月出席在台北艺术大学举办的“2011 百年雕塑：杨英风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

作主题发言；2013年 4月，出席在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主办的“倭寇与倭寇图国际研究集

会”，发表《从榜题看〈平番得胜图卷〉》；2014年 11月 18日，出席在南京博物馆举行的“文

宴：美国博物馆的展览暨中美博物馆高层论坛”，作主题发言；2015年 12月 17日，出席文

化部“2015年高层文化人才论坛”，并作为专家代表作题为《“人才立馆”是建设世界一流

mailto:Laozhu@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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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馆的基础》的发言；2015年 9月，作为中英文化论坛嘉宾组成员在伦敦出席中英文化论

坛；2016年 9月 16日至 17日，出席第 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CIHA，Comité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de l’Art）开幕式，与瑞士日内瓦大学 GAMBONI, Dario教授作为第八分会场

主席，共同主持“禁忌与教化”专场讨论；2017年 11月，应英国约克大学邀请，在艺术史

系作“新中国 新国画”专题演讲。主持的主要学术讲座：20世纪中国画的时代流向；20

世纪主题绘画创作；林风眠在 1958年；革命历史题材；新中国美术；山区山村；石鲁《山

区修梯田》；博物馆之美；周抡园在一个时代中。 

联系方式：cls77@163.com 

 

翁剑青 

男，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文学博士。专业：艺术学理论、

美术学。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公共艺术研究所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中西方近现代

美术史论。城市文化与公共艺术理论。人文历史与装饰艺术。已完成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当代城市景观文化与公共艺术＂（2015）。国家艺术科学项目＂佛教东渐中的图

像学研究＂（2012）。主要著作：《公共艺术的观念与取向》（2002），《城市公共艺术》（2004），

《形式与意蕴：中国传统装饰艺术》（2006），《景观中的艺术》（2016）。曾先后发表美术史

论和公共艺术研究论文 80余篇。 

联系方式：jqweng57@163.com 

 

曹意强 

男，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牛津大学哲学博士。专业：艺术学理论。主要研究

领域：艺术管理研究、艺术史与史学理论、艺术哲学。中国美术学院研究学部主任；《新美

术》主编；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艺术专业硕士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科

评议组成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学术委员；北京世界艺术博

物馆首席专家。成果：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论著：《时代的肖像——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

巡视》、Enlightened Vision、《边线与结构：靳尚宜油画中的欧洲传统和中国意境》、《历史

情境中的选择与创造：论全山石的油画艺术》、《欧美艺术史学史与方法论》、《艺术与历史》、

《名家点评大师佳作：欧洲油画》。承担的科研项目与获奖情况： 2005年《美国抽象表现

主义研究》获新加坡泰勒基金奖；2004年《艺术史与博物馆体制研究》获美国国立美术馆

卡本特博物馆基金奖；2004年承担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艺术史的视野》； 

2003年《中国油画典藏》获得中国图书奖；2001年《欧洲绘画》获国家图书奖； 2001年

The Power of The Vision获宾夕法尼亚视觉研究基金奖；2001年获国家教委课题《艺术史

与方法论》；2000年《图像作为历史模式》获美国密歇根大学休斯基金奖。 

联系方式：Yiqiangcao2003@yahoo.com 

mailto:cls77@163.com
mailto:jqweng57@163.com
mailto:Yiqiangcao2003@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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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力 

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曾留学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获美术学硕士

学位。美国芝加哥大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高级访问学者，东京艺术大学客座研究员。教

育部学位中心博士论文评审专家。主要研究领域：日本美术、当代艺术、公共艺术理论和实

践。 

学术主张：日本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总是与继承性和延续性相辅相成,既打破

传统文化的束缚,又维系传统文化的根本。日本艺术中的民族文化因素以及古代之于中国、

近代之于西方的交流就始终像两股交织在一起的绳子,共同编织出今天的日本美术样式。因

此既不是中国古代的,也不是西方现代的,而是符合日本民族自我审美需求的样式。21 世纪

以来,日本当代艺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反省和对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的思考,运用多种方式

表达个人的生命经验。当代艺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与自然、环境共生的理念成为

日本当代艺术的新主题,使当代艺术向公共艺术转变,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进力量之一。 

出版专著:《日本美术:从现代到当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浮世绘》(河北

教育出版社,2007 年。获 2008 年第十二届华北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2010年北京市第十一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风艺志: 从明治维新到 21 世纪的日本美术》(人

民美术出版社,2011 年)、《艺术巨匠: 藤田嗣治》(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浮世绘的

故事》(科学出版社,2015 年)《日本当代名家访谈录（上下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

年);译著:《原研哉设计私语录》([日]原研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写给大

家的当代艺术入门》([日]长谷川祐子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 年);合著:《东方美术史》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年),在《文艺研究》、《美术》、《美术观察》、《装饰》、《公

共艺术》以及日本《浮世絵芸術》等中外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论文《传统：创造与转型——

论日本美术的战后崛起之路》获 2018年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pan715@aliyun.com 

 

郭亮 

男，教授，美术学博士，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上海美术学院史论系副主

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专业: 美术学、艺术学理论 主要研究领域：中外艺

术交流、艺术与科学史研究。学术主张：长期从事西方艺术与科学的研究，关注中外艺术交

流。 

研究成果见于国内外重要的专业期刊、专著，如《文艺研究》、《人大资料》、《美术观察》、

《美术研究》、商务印书馆以及德国日耳曼国家博物馆出版社等。近几年的研究在于欧洲

16—17世纪时期与中国明代的科学艺术交流，入选并参加 2012年第 33届、2106 第 34届世

mailto:pan715@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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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艺术史大会的发言。目前主要致力于跨地域文化交流、科学与艺术的研究，考查不同历史

时期下，中国与域外文化艺术的交流，以及科学、文化模式及视觉传统对艺术作品的影响与

作用。与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和荷兰国家博物馆等机构保持着

密切的学术交流与互动，课程与教评多次入选最受学生欢迎的人文艺术课程。学术成果：科

研基金课题：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以来的海图与疆域策略考述》、 2：主持上

海市人文社科重大课题：《近代西方对中国沿海区域的图绘与地缘政治、贸易交流丛考 》 

2019-2023、 3：支持主持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欧洲科学对明代地图艺术的影

响》2012-2015年专著：《十七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 商务印书馆出版, 2015 年 、译著：

《塑造美术史的十六书》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6年 获奖：2016年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 二等奖（编号 2016-202）、2016 年上海大学第十届本科教学竞赛三等奖，

2016年上海大学三届本科优秀论文指导教师（2011、2013、2016）学术论文： 国际汉学：

《耶稣会士地图中的晚明社会与风俗》2019.02美术观察：《从美术史到文化史》2019.03

鲁迅美术学院学报：《科学改变艺术》2019.01 人大复印资料：《测绘乌托邦》全文 2018.03、

美术研究：《测绘乌托邦》 2018.06、 鲁迅美术学院学报：《隐身的赞助人》2017.01、 文

汇报：《现实与超现实》2017.07 、 国际汉学 《尺牍风景与疆域策略》.2019 、美术观察 

《理想主义的境界》 2017.06 美术观察：《世界图景与中国视野-对话潘耀昌》2017.05 

CSSCI 、文化研究：《国家的图像—欧洲地图传统与明清之际的欧绘亚洲海图》.2016.12、 美

术观察《自然的剧场—欧洲风景与制图学的传统及其装饰》.2016.05、 广西艺术学院学报 

《维米尔时代的行会与游学》.2016.02。艺研究 《疆域的轮廓—佛兰芒地图学派与晚明舆

图交流初考》，2013.10 、 广州美术学院学报：《科学、舆图与文人印象—万历二十八年后

的耶稣 会士图像及其影响》，2013.0 3、人大复印资料 《观赏与策略——巴洛克时期荷兰

绘画中暗盒的使用》全文。2011.06 、人大复印资料 《维米尔家世考疑》全文，2012.08、

美术观察：《鉴赏家与制造神话—17至 19世纪维米尔作品的声誉、收藏与流

传》.2012.03CSSCI、美术观察：《17世纪地图东传与维米尔画中的地图》）2011.02 、美术

观察 《多元化、世界性与人文视野》2010.11、美术观察 《天体的赋格》2010.04、美术观

察 《观赏与策略——巴洛克时期荷兰绘画中暗盒的使用》2011.9 天津美术学院学报 《文

化史之中的艺术史》，2010.12、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纷争是否可以圆融——科学与艺术的

辩论》2009.12、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幻境中的箴言》2009.06、荣宝斋《 维米尔绘画图像

中的音乐主题》2010.06。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台湾 “中央研究院”, 2019•08.明清史国际

学术论坛、特邀发言代表 发言论文：《水火图咏》、台湾 “中央研究院”, 2017•12.明清史

国际学术论坛、特邀发言代表 发言论文：《帝国的黄昏》、第三十四届 世界艺术史大会（CIHA, 

2016•10）中国•北京，特邀发言代表：《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地图中的明人形象》、台湾 “中

央研究院”, 2015•12.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特邀发言代表 发言论文:《风景与透视》、香

港中文大学 2015年 5 月 学者论坛，特邀发言：《眼中风景与笔下地图——明万历之后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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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士《中国地图》的绘制风格及其影响》、美国 哈佛大学文艺复兴研究中心，2014 年 10 月、

特邀发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空间》、第三十三届 世界艺术史大会（CIHA, 2012•7）德

国•纽伦堡，特邀发言论文：Elegant strategy：Jesuits Atlas and their Confucian 

connoisseur in late Ming Dynasty.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kkgou@126.com 

 

02方向：国际化城市艺术管理体系研究 

李龙雨 

男，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外籍教授，研究范围及教学领域包括艺术史、与艺术社会实践有

关的批评理论。策划过众多展览，出版过当代艺术和文化批评方面的书；学术出版物关注艺

术与观众，以及艺术与科技之遇。出版物包括：影像艺术的起源（The Origins of Video Art）、

白南准（Nam June Paik）、信息与现实（Information and Reality）、单色画（Dansaekhwa）、

艺术史中没有没有观众（There is No Audience in Art History）等。策划过的展览涉及

艺术与科技的相互关系、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艺术的跨文化和跨政治语境、国际双年展，

以及各种艺术家的回顾展，如：单色画（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项目，2015）、1980年代以来

的国际电影与录像（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2016）、约翰凯奇（John Cage）诞辰 100周年纪

念展（光州美术馆，2012）、虎尾（威尼斯双年展，文德拉明宫 Palazzo Vendramin）、白南

准（Nam June Paik）回顾展（（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1993），挑战的灵魂（Challenging 

Souls）（拟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19年 4月）等。曾是 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评委会成

员，纽约古根汉姆博物馆亚洲艺术委员会成员。 

曾是 IBA（国际双年展协会）的主席（2013-2017），是 2015年创立的“上海种子”（Shanghai 

Project）的主席，并与小汉斯（Hans Ulrich Obrist）一同担任联合艺术总监。他曾任上

海喜玛拉雅美术馆的馆长（2015.3-2017.7）。他是光州双年展 1995年的创始艺术总监，当

届主题为“超越边界”的双年展吸引了 160万观众，成为双年展历史上的纪录。自 2008年

至 2014年，担任光州双年展基金会主席，在牛津大学获艺术史和美学博士。督导过很多不

同研究领域，包括艺术与科学、战后先锋艺术、艺术与文化政治、作为社会实践的艺术等。

曾是高丽大学艺术史、批评和美学的教授；自 2014年担任东京艺术大学“国际艺术实践”

的特聘教授，教授策展实践与美学。曾在美国和欧洲多所大学任教。 

联系方式：yongwoo.lee@hotmail.com 

  

李超 

男，教授，2004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都市美术资源

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国油画研究、城市文化遗产研究、艺术博物馆学研究。现为

mailto:kkgou@126.com
mailto:yongwoo.lee@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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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美术史论系主任，上海大学美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

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副馆长（挂职）。 

著述专著有《上海油画史》（1995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 11月出版。专著《架

上的缪斯》，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年 12月出版。专著《中国早期油画史》，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4年 12月出版。该著作获得首届“中国美术奖&middot;美术理论评论奖”（2009年）。专

著《中国现代油画史》，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7年 12月出版。专著《中国绘画史》（合作），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12月出版。专著《上海百年文化史》（合作），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

版社 2002年 5月出版。编著《世界绘画珍藏大系》（20卷）（合作），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8年 8月出版。该出版物被列为国家重点图书（2000年）。主编《中国西洋画百年珍藏》

（6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8年 12月出版。主编《中国油画研究系列&middot;唐蕴

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9年 7月出版。专著《中国古代绘画简史》（合作），中华书局、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3月出版。主编《中国油画研究系列&middot;东京艺术大学藏中国

油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年 9月出版。编著《海上生明月——中国近现代美术之源》

（合作），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2年 10月出版。专著《中国近代外籍移民美术史》，上海书画

出版社 2012年 12月出版。论文发表有《土山湾画馆——中国早期油画研究之一》，《美术研

究》2005年第 3期。论文《泰西绘具别传法——中国早期油画研究》，《新美术》2007年第

2期。论文《决澜社研究》，《美术研究》2008年第 1期。论文《中华学艺社与中国现代美术

传播》，《美术研究》2009年第 3期。论文《张充仁早期油画研究》，《美术与设计》2009年

第 4期。论文《唐蕴玉油画研究——20世纪前期留日与留法艺术的交汇》，《美术研究》2011

年第 2期。论文《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民国时期中国西洋画考》，《美术研究》2012 年第 3期。

论文《向融合主义致敬——关于中国油画本土化思考》，《中国国家美术》2012 年第 5期。

论文《关于“架上中国意笔”》，《中国油画》2013年第 1期。论文《张弦和北平艺专——中

国近现代美术“南北线”资源问题》，《美术研究》2013年第 3期。研究课题有国家“十五”

艺术科学规划课题（2001-2004）：中国早期油画史（2004年结项）国家“十一五”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2007-2009）：中国近代外籍移民美术史（2011年结项）上海市教

育委员会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06-2009）：上海近代外籍艺术移民史（2013年结项）；获奖

（市级以上）有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2000年）。参加编著的大型系列图书《世界绘画珍藏

大系》（20卷，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获得。李超为该图书编者之一。 2007年度上

海优秀文艺人才鼓励奖。专著《中国现代油画史》获得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2006-2007）著作类三等奖。专著《中国早期油画史》获得首届“中国美术奖&middot;美

术理论评论奖”（2009 年）。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021-66133892，lichao1962@126.com 

 

mailto:lichao1962@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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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宏才 

男，教授，上海大学美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执行

院长，中国玉雕研究院院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中心决策咨询基地艺术市场研究工作室专

家，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科技创新项目验收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

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博士论文评审专家，

上海市教育评估院评议专家，日本国学院大学兼职研究员，《收藏》杂志专家咨询委员会成

员，陕西美术博物馆学术委员，西安美术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兼职

教授，广东美术馆、常熟博物馆特聘研究员等。 

研究方向：艺术产业、艺术市场、艺术品流变史、美术考古、考古与文物、文化遗产、

博物馆学等。学术主张：艺术市场及美术考古这两个看似相距较远的学科方向，实际却存在

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对于目前尚主要以美术文物（以书画艺术品等美术文物）为主体的

艺术市场而言，系统、科学、完整、准确地把握相关艺术品的历史、源流、内涵、价值并能

够准确链接其与艺术市场之间的关系，从而在田野调查、科学研究、市场运作、市场管理等

一系列线性流程中，磨砺出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新模式，使得着意追求的艺术市场

及美术考古科学链接的初衷与意旨，是培养真正具有国际艺术市场范式意义的新型实际技能

与理论水平双栖人才，以满足高等院校、美术馆、博物馆、拍卖行、博览会、艺术品公司、

文化产业园区及相关单位，对艺术市场日趋国际化、信息化、科学化的紧迫需求。撰述或编

有《陕西考古会史》（再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年）、《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陕

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年，荣获“2017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奖”）、《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佛教模式与样式》（上

海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二十本专著；发表有《三通北魏佛道造像碑的误读与重释》（南

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7年第 6期）、《唐<石台孝经碑>相关问题的观察与讨论》

（《碑林集刊》（二十二），2016年 12月）、《近代西部地区图案资源调查利用的历史、内涵

及现实意义》（《装饰》，2016年第 3期）等二十余篇期刊论文。主持课题有“上海大学‘一

带一路’行动计划资助项目：《乌兹别克斯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调研》（2017年）”、“文

化部中国文化产业智库研究中心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年度研究报告》（2016年）”、

“国家文物局文化保护遗产领域科学与技术研究课题：《文物保护各环节对于科技的需求问

题梳理》（2015年）”等十四项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部及院校科研项目。同时，以中国艺术

产业研究院及中国玉雕研究院平台为基础，近十年来举办几十项各类产学研结合项目及活动。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021-66138212, lhcshu@163.com 

 

方世忠 

男，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mailto:lhcsh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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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经营管理人才，先后担任上海音乐学院、上海视觉艺

术学院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客席教授。专业：艺术学理论（艺术管理方向）。主要研究领域：

文化艺术机构战略管理研究、国际文化艺术机构对标研究、中外非营利文化经济政策比较研

究。2005年牵头组建了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担任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总裁、上海大剧院

院长，旗下拥有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上海文化广场、上海交响乐团、上海芭蕾舞团、

上海歌剧院和上海民乐团等知名文化艺术机构。2006 年成功运营了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巨

制《狮子王》，创造了中国剧院音乐剧的新运营纪录和新商业模式。2006年，上海大剧院艺

术中心在全国演艺行业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一，上海大剧院获得“中国最佳剧院经营管理金奖”。

2009年创建了上海现代戏剧谷，2012年创办了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2014年创设了陈伯吹

国际儿童文学奖。主编《新视界——国际演艺业文化运营研究报告》、《音乐剧@上海》、《世

界演艺行业：国际对标与中国案例》、《都市戏剧产业：国际对标与中国案例》、《书的世界与

世界的书：世界著名书展国际对标与中国案例》等，目前承担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基金

资助的“国际文化艺术机构对标研究”项目。 

联系方式：szfang@hotmail.com 

 

马琳 

女，博士,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专业：艺术学理论。主

要研究领域：艺术管理研究、艺术博物馆学研究、展览史研究。成果：发表论文数十篇，出

版专著《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中国书法简史》，主编《展览改变艺术:策展的可能性》，

《上海早期抽象:艺术史的再研究》，《水+墨：在书写与抽象之间》），《水+墨：人物画的发展》。

承担的科研项目与策展情况：2015年《美国艺术资助制度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2019年《艺术进入社区新路径——上海地区社区美术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获 SORSA

智库系列资助项目。个人主持的策展项目涉及艺术史回顾展以及绘画、行为与影像等各类当

代艺术展，在国内外相关艺术机构策划相关学术展览数十个。近年来对公共艺术与社区也非

常关注，推动“社区美术馆”计划并在社区策划系列“艺术进入社区”展览、讲座和公共教

育活动。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malin_rock@126.com 

 

03方向：中国古代艺术史论研究 

马驰 

男，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艺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为上海

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

mailto:szfan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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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理事，曾在多所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交流、访问，亦曾担任韩国外

国语大学地域大学院全职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第 11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 12届政协

常委。 

马驰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 20世纪后期至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

理论、文化理论研究，独立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西方马克

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影响研究”等课题。主要著作有：《叛逆的谋杀者——解构主义文

学批评述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00年；《卢卡奇美学思想论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7；《“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

漓江出版社，2001；《理论、文化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艰难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

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 

联系方式：13482825859，machi1213@sina.com 

 

林少雄 

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与城市创意研

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视像文化与视觉认知、艺术与城市创意。出版有

《意识形态的形象展示：纪实影片发展与执政党的文化策略》（2009）、《视像与人：视像人

类学论纲》（2005）、《多元文化视阈中的纪实影片（2003）、《纪实影片的文化历程》（2003）、

《人文晨曦：中国彩陶的文化读解》（2001）等十余部学术著作，其中《洪荒燧影》、《古冢

丹青》（1999）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新编艺术概论》（2007）入选国家“十一五”规划

教材，《影视鉴赏》（2007）入选中国普通高校公共艺术课程教材，《影视理论文献导读》（2005）

被国内数十家高校选用为研究生教材，《艺术概论》入选上海市市级精品课程。另有七十余

篇学术论文在《文艺研究》、《当代电影》、《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 

目前主持有“国家形象的视觉呈现与传播策略”（国家哲社规划课题，2011）、“上海城

市公共文化设施功能研究”（085项目）“世博会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元素的运用”（上海市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2010）、“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实施策略及路径研究”（上海市

哲社规划课题，2008）、“纪实影片文化史研究”（上海市重点学科“电影学”项目课题，2008）、

“从纪实影片的发展看执政党的文化策略”（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2003）“民族艺术传播与

国家形象塑造”（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课题，2007）等项目； 

中国艺术学学会理事、中华美学学会、中国汉画学会会员。先后担任上海首届艺术博览

会开、闭幕式及专题片拍摄制作总策划（1997）、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

开闭幕式前期总策划（2003-2004），参与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中国馆、主题馆整

体策划（2009）；主编的“中国彩陶文化解密丛书”被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拍摄为六集专

题片《神秘的中国彩陶》，本人被聘请为该片学术顾问。曾在瑞典东方博物馆（20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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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美因茨大学、“德国之声”（2009）、新西兰奥克兰大学（2005）等高校或机构访学、开

设专题讲座、开展专题研究。 

联系方式： linsx7709@163.com 

 

罗杨 

男，上海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院长。现任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北京理工大学设计学

院兼职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历史帝王陵》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古建筑

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警世格言》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中华经典名言》天津杨柳青出

版社、《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竞争力?民族民间文化的抉择部分》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罗

杨书法作品集》中国文联出版社等。 

联系方式：13901240567 

 

金丹元 

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电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重点学科带头人，上海市学

位委员会学科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影视美学、文艺美学。 

1992年被全国青联主办，邓小平题辞之《中华儿女》杂志作为大陆杰出人物，向世界

各地推荐介绍。其主要著作曾先后在国内外被介绍，专著《捡拾艺术的记忆》、《儒风化雨》

等在台湾出版，专著《比较文化与艺术哲学》先后获得省部级和全国首届比较文学优秀图书

二等奖，《禅意与化境》获省级优秀学术专著一等奖，《将最新科研成果运用于文艺教学的研

究和实践》1997年获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专著《影视美学导论》/《电视与审美—

—电视审美文化新论》先后获中国高校影视教育委员会论著一／二等奖，论文《论全球性后

语境影像的一种发展态势》2004年获中国高校影视研究学术奖一等奖。全国十七家报刊杂

志先后评论过他的著作和论文，予以高度评价。台湾《联合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

也对其著作作过较高评介。现已出版专著 12部，主编丛书多套，发表学术论文 160多篇。

其中有几十篇论文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复印，有的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全文转载，有的被《新华文摘》摘录，1999年获宝钢奖“全国优秀教师”，2003 年被评为上

海大学名师。2002年至 2006年先后出访美国纽约、洛杉矶、香港、澳门、欧洲各国，并多

次在国外作学术报告和进行学术交流，在海内外享有声誉。 

联系方式：56338614，jdy1949@yahoo.com.cn 

 

赵伟平 

男，笔名白鹤。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教授，（日）产经新闻社国

mailto:linsx770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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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书会高级审议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协理事，上海书协教育委员会、学术委员

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虹口区文联副主席、书协

主席等。 

1992始，在日本冲绳、千叶和东京举办个展，事迹刊于《朝日新闻》等。2013年 11

月由香港中华书局和集古斋主办“翰墨清韵——白鹤书法展”，获得巨大成功，《大公报》等

46家报刊媒体作了专访。次年元旦，题为“书法神韵——凝固的音乐”专访，由香港亚洲

电视台播出，引起巨大反响。 

1995年始，游学日本，撰写日语论文 20余篇，其中《中國書法だょり》连载于日本书

道界最著名《墨》杂志上。2014年 7月在日讲学期间，得到了日本皇妃高円女史及前首相

海部俊树先生的亲切接见。 

著有：《中国历代书法精品 100幅欣赏》、《颜真卿书法艺术》、《中国书法艺术学》等 8

部；合著 2部；教材 2部。代表论文：《书法美学方法论批判》、《笔性论——用笔的物质性

与科学性之基础》、《从民间书法看书体的演变与用笔特征》、《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后殖民主义

倾向》、《中国最早的人物画手卷和写意山水画》、《书卷气——艺术生命的隐喻》等 60余篇，

填补了中国美术史和文字学上诸多空白。合计 300余万字。 

联系方式：13127685285、18916099945，zhaobaihe0809@sina.com 

  

蓝凡 

男，上海市人。1978 年考入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为

研究生，1981年获文艺学硕士学位。1991年被上海市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评为研究员。现

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艺术学》丛刊主编、全国艺术科学国家重点项目《中

华舞蹈志》全国总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民间艺术

家协会、中国古典文学学会会员。 

蓝凡教授曾主持完成全国艺术科学国家重点项目及省部级项目多项，现主持上海市教委

社科项目一项及横向项目多项。先后出版专著（主编）数十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蓝凡教授曾获全国艺术科学成果一等奖（《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国家图书奖一等

奖（《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舞剧〈闪闪的红星〉的现代意义》），

多次获市社科和出版成果奖（《中西戏剧比较论稿》、《中国京剧史》、《吴越民间信仰民俗》、

《上海文化通史》等）。 

目前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为：艺术史论、中西戏剧比较理论、中外戏剧史、电影基本理论、

香港电影研究、后现代电影研究。 

联系方式：62984022，lanfan@public8.sta.net.cn 

 

 

mailto:lanfan@public8.sta.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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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方向：视觉文化与艺术创意 

西沐 

男，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产业智库研究

中心（陕文投）首席科学家，西安美术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艺术品质量管理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包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合作导师，潍坊银行独立董事、艺术金融

中心首席研究员，教育部学位中心评议专家，文化部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评审专家，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艺术品行业协会筹备组成员。 

著有《中国艺术品市场概论》（上、下卷）、《中国艺术金融产业引论》、《中国艺术品资

产化研究》（上、中、下卷）、《中国艺术财富管理概论》、《中国艺术品市场批评概论》（上、

下卷）、《中国艺术品市场政策概论》、《中国艺术品资本市场概论》、《中国艺术金融概论》《艺

术金融学概论》（待出）、《中国艺术品市场白皮书》（2006-2014每年一本）、《艺术品市场计

量学引论》（待出）、《中国画当代艺术 30年》等著作近 30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光明

日报》《科学学研究》《美术》《中国美术》《哲学动态》等报刊发表论文逾 300 篇。主导主持

了我国首本公开发行的《中国艺术金融》刊物创刊出版，是文化部《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

起草人之一，荣获首届中国文艺评论奖（著作奖）、首届新华网中国收藏年度人物，文化部

“文化市场 30年优秀论文”一等奖，2013美术报十大年度人物。 

联系方式：13910280699，timjia@vip.sina.com 

 

刘旭光 

男，教授，博士，专业为艺术学领域，主要从事中西方艺术理论与中西方美学史与美学

理论的研究，上海市曙光学者。现为上海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市艺术学理论学科评

议组成员，曾为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执行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主持国家哲社重点项

目《审美的历史演进与当下形态》、国家哲社青年项目《当代美学中的艺术真理性问题研究》，

教育部分项目《欧洲近代艺术精神的起源》，上海哲社项目《西方存在论的演进与美学之关

系研究》等项目，出版《海德格尔与美学》、《近代欧洲艺术精神的起源》、《存在之链上的美

学——形而上美学的历史与命运》等四本专著，发表 CSSCI级刊物发表论文 90 余篇。《审美

的复魅》一文获得 2016 年上海哲社二等奖，《化理论为践行：美学课的教学改革与实践》获

2017年上海教学成果二等奖。 

联系方式：1822410622@qq.com 

 

荣跃明 

男，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上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

学博士、研究员、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社科院创新工程“城市文

学与文化”首席专家。兼任上海市社联委员、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常务

mailto:182241062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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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骋研究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技术高级职称评审委

员会委员等。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文化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 

先后在上海市杨浦区运输公司、上海大学、上海中医学院、复旦大学、中共上海市委宣

传部理论处、市社科规划办公室等单位工作和学习。1999年起任市社科规划办副主任；2009

—2013年任市社科规划办主任，同时兼任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2013年底起任上海社

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2014年 8月起主持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著有《区域整合与经济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发表《超越文化产业：创

意产业的本质和特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 5期）、《文化产业：形态演变、

产业基础和时代特征》（《社会科学》2005年第 9期）《论文化超越资本》（《学术月刊》2009

年第 9期）、《公共文化的概念、形态和特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 年第 3期）、

《城市经济和文化产业》（《都市文化研究》第 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等学术论

文 30多篇；主编《21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年度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年刊、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理论研究》（编号：2013BKS008）、上

海市社科规划 2014年系列课题《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研究系列》（首席专家）、上海市

决策咨询研究课题《未来 30年上海全球城市文化发展和都会城市建设研究》、首都师大面向

全国招标项目《京沪港台四城文化政策比较研究》（首席专家）等。 

邮箱：021-64683398，ymrong@shanghai.gov.cn 

 

曾军 

男，教授，文学博士。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文化理论与批评、

视觉文化研究、都市文化研究等。目前从事的课题有：巴赫金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

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民间诙谐文化问题研究、20世纪视觉叙事问题研究等。专著

有《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观看的文化分析》，主编《文化批评教程》，在《文

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学术月刊》等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

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目前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项、省部级项目 2项，入选上海市曙光人才计划（2009）。现

为中国巴赫金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

研究会理事。 

联系方式：021-66133936，zjuncyu@163.com 

 

130400 美术学 

上海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校，上海大学美术学专业是2006年国家批准的

上海市第一个美术学博士学位授权点。上海市首批设立的教育高地。2011年国家批准为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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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博士点。本学科现有博士生导师44名，拥有一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骨干教师。学科

学术带头人及学科骨干成员长期从事本领域的前沿研究，学术力量雄厚，在全国具有较大的

影响。 

本学科在美术学理论研究、比较分析以及社会功能研究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色。本

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有：美术理论研究（研究内容包括：世界美术史论、中国美术史论、艺

术理论与批评、艺术教育研究等），美术创作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国画、油画、版画、雕

塑艺术创作及理论研究），城市公共艺术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公共艺术、视觉文化、数码

艺术研究、文化遗产研究等）。本学科旨在培养艺术学科方面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

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创造性的、独立研究工作能力的高级美术人才。 

 

研究方向  

方向01 美术理论研究 

方向02 美术创作研究 

方向03 城市公共艺术研究 

 

指导教师 

01 方向：丁宁教授、李超教授、卢辅圣教授、张长虹教授、张晓凌教授、陈平教授、

邵大箴教授、尚辉教授、郑工教授、罗宏才教授、徐建融教授、潘耀昌教授、薛永年教授、

郭亮教授、胡建君副教授 

02 方向：王文杰教授(本年度不招生)、王建国教授(本年度不招生)、史国良教授、刘

健教授、杨剑平教授(本年度不招生)、张海平教授、罗小平教授、罗中立教授、庞茂琨教授、

施大畏教授、姜陆教授、姜建忠教授(本年度不招生)、徐芒耀教授、唐勇力教授、浦捷教授、

黄阿忠教授、萧海春教授、章德明教授、曾成刚教授、胡明哲教授、蒋铁骊教授、英格丽特

（INGRID LEDENT）教授 

03 方向：王洪义教授、潘力教授、何小青教授、汪大伟教授、金江波教授、翁剑青教

授、保科丰巳教授 

 

考试科目： 

1. 外国语（英语或日语） 

2. 专业基础     

3. 专业测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各方向按姓氏笔画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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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方向：美术理论研究 

丁宁 

男，北京大学文科二级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国际

美术双年展策划委员、美协策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美术学科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

育部中美人文交流基地（Institute for China-US People-to-People Exchange）学术委员

会委员；文化部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韩国美术史协会《美术史评论》杂

志编委会成员；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美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美术馆展览资格审查委员会委

员；文化部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评审委员会委员，以及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会员。 

研究方向：艺术心理学，美术史论和艺术博物馆研究等。主要著作有：《接受之维》、《美

术心理学》、《绵延之维——走向艺术史哲学》、《艺术的深度》、《看懂美术》、《西方美术史》、

《图像缤纷——视觉艺术的文化维度》、《视远惟明——感悟最美的艺术》和《感动心灵的西

方美术》等。主要译著有：《传统与欲望——从大卫到德拉克罗瓦》、《毕沙罗传——光荣的

深处》、《注视被忽视的事物——静物画四论》、《媒体文化》、《视觉品味——如何用你的眼睛》、

《博物馆怀疑论》、《解码西方名画》和《一个感动美国的故事：肯尼迪夫人与<蒙娜•丽莎>

的相遇》等。多次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2006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联系方式：dingning@pku.edu.cn 

 

李超 

男，教授，2004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都市美术资源研

究、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国油画研究、城市文化遗产研究、艺术博物馆学研究。现为上

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美术史论系主任，上海大学美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

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副馆长（挂职）。 

著述专著有《上海油画史》（1995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专著《架上

的缪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专著《中国早期油画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

年12月出版。该著作获得首届“中国美术奖&middot;美术理论评论奖”（2009年）。专著《中

国现代油画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专著《中国绘画史》（合作），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专著《上海百年文化史》（合作），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年5月出版。编著《世界绘画珍藏大系》（20卷）（合作），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出

版。该出版物被列为国家重点图书（2000年）。主编《中国西洋画百年珍藏》（6卷），上海锦

绣文章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主编《中国油画研究系列&middot;唐蕴玉》，上海人民美术

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专著《中国古代绘画简史》（合作），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3月出版。主编《中国油画研究系列&middot;东京艺术大学藏中国油画》，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社2012年9月出版。编著《海上生明月——中国近现代美术之源》（合作），上海书画出版

社2012年10月出版。专著《中国近代外籍移民美术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

mailto:dingning@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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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发表有《土山湾画馆——中国早期油画研究之一》，《美术研究》2005年第3期。论文《泰

西绘具别传法——中国早期油画研究》，《新美术》2007年第2期。论文《决澜社研究》，《美

术研究》2008年第1期。论文《中华学艺社与中国现代美术传播》，《美术研究》2009年第3

期。论文《张充仁早期油画研究》，《美术与设计》2009年第4期。论文《唐蕴玉油画研究—

—20世纪前期留日与留法艺术的交汇》，《美术研究》2011年第2期。论文《京都国立博物馆

藏民国时期中国西洋画考》，《美术研究》2012年第3期。论文《向融合主义致敬——关于中

国油画本土化思考》，《中国国家美术》2012年第5期。论文《关于“架上中国意笔”》，《中国

油画》2013年第1期。论文《张弦和北平艺专——中国近现代美术“南北线”资源问题》，《美

术研究》2013年第3期。研究课题有国家“十五”艺术科学规划课题（2001-2004）：中国早

期油画史（2004年结项）国家“十一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2007-2009）：中国

近代外籍移民美术史（2011年结项）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06-2009）：上

海近代外籍艺术移民史（2013年结项）；获奖（市级以上）有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2000年）。

参加编著的大型系列图书《世界绘画珍藏大系》（20卷，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获得。

李超为该图书编者之一。 2007年度上海优秀文艺人才鼓励奖。专著《中国现代油画史》获

得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006-2007）著作类三等奖。专著《中国早期油画

史》获得首届“中国美术奖&middot;美术理论评论奖”（2009年）。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021-66133892，lichao1962@126.com 

 

卢辅圣（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男，编审，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绘画研究。学术主张：以切入文脉

又不乏现代思辨特质的研究方式，探讨中国绘画传统的价值形态及其与人之间不断嬗变着的

微妙关系。主要专著《天人论》、《中国文人画通鉴》、《中国文人画史》、《二十世纪书法史鸟

瞰》、《水墨画与后水墨画》、《文化史中的潘天寿》，第六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会（1984－2004年），北京；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第

九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1998－2016年），深圳；2008年“水墨新境”、“2008艺术中国”

艺术展，德国、西班牙；2014年“内在与外在：山水的转换”展览，美国斯坦福大学博物馆；

2015年 “器&middot;度”大展，北京故宫。主要个展：1990年“茶&middot;月&middot;镜”，

香港，出版个人画集《茶&middot;月&middot;镜》。2007年“坐看云起”，上海美术馆，并出

版个人画册《卢辅圣画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2013年“视而非见：卢甫圣艺术

展”，北京画院、陕西省美术博物馆、福建省美术馆、厦门市美术馆、大连中山美术馆，出

版个人画集《卢甫圣》。2013-2014年 “知一知二之间：卢甫圣艺术展”，中国美术馆、湖北

美术馆、常熟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并策划举办“存在与空间”学术

研讨会，出版个人画册《卢甫圣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方圆：卢甫圣书法

mailto:lichao1962@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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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展”，北京，出版个人书法集《卢甫圣书法集》。研究课题：董其昌研究，1989年，作为

策划和主持人，邀约中、日、英、美、俄、澳等50余位学者到上海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并

出版《董其昌研究论文集》，此会得到文化部批准。中国艺术大展，1997年，作为学委会副

主任和编委会总编，举办了由15个分展组成达到空前规模的中国艺术大展，并出版15卷的《中

国艺术大展作品全集》，该项目由文化部主办。中国书法史绎，2014年，作为主编，集合7

人共同撰写并出版了300万字的新型艺术史著作，该项目列为新闻出版署十二五重点规划。 

联系方式：fslu926@126.com 

 

张长虹 

男，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访问学者（2009-2010）。主要研究方向：1.古代

中国的美术与社会 2. 美术展览与近代中国的美术转型。主要学术著述包括：《中国古代美

术史纲》（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品鉴与经营：明末清初徽商艺术赞助研究》（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0年）、《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评注&middot;清代卷》、《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评注

&middot;近现代卷》（杭州出版社，2016年）等。发表学术论文《明末清初江南艺术市场与

艺术交易人》、《三百年来石涛的社会形象研究》、《近代上海美术展览与“美术馆”观念的兴

起——以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为中心》、《遮蔽与忽略：明清艺术史研究的另一

面——以谢时臣现象为例》、《江恂家世、交游与艺术的研究》等50余篇，广泛分布于《文物》、

《故宫博物院院刊》、《汉学研究》、《新美术》、《美术研究》、《文艺研究》等专业学术期刊。

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三百年来石涛艺术接受现象研究》（2016年结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类项目《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美术馆的兴起》（2012年结项）；全国高校古籍

整理委员会项目《大瓢偶笔校注》（2010年结项）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现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宗教学项目《敦煌壁画榜题底稿的整理与研究》（2017年立项）。 

学术成果获奖：《明末清初江南艺术市场与艺术交易人》获“第六届上海市历史学会奖”

（2009）；《中国古代美术史纲》获“中国大学出版协会图书评奖”教材类一等奖（2009）、

上海市教委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2011）；《品鉴与经营：明末清初徽商艺术赞助研究》 

获“第十一届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2012）、第二届“中国美术奖

&middot;理论评论奖”（第十二届全国美展）铜奖（2014）；《遮蔽与忽略：明清艺术史研究

的另一面》获“第十三届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2016）。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zch@shu.edu.cn 

 

张晓凌 

男，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中国国家画院院委、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

mailto:fslu926@126.com
mailto:zch@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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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报》总编、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

研究方向:中国现代 美术史、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美术发生学。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主讲中国

现代美术史、 中国古代绘画史、当代美术批评与策展等硕士、博士课程。 

主要研究成果及实践项目有：2018年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美术史》。

其专著有《中国原始艺术精神》、《中国民间美术全集.服饰卷》（上下卷）、〈观念艺术：解构

与重建的诗学〉、〈抽象艺术：另一个世界〉，译著〈中国神话根源之谜〉。发表主要论文有:

《历史的审美叙事与图像建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论纲》;《游观:中国古典绘画空间体系

的重构》;《笔墨新体与中国画现代性建构》等200余篇。2010年主持第九届中国艺术节“中

国风格•时代丹青— —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研讨会;2011年主持“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美术”

——中国 国家画院30周年院庆学术论坛,并演讲“返回东方”;2012年主持“走进延安-国家 

画院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主题活动”座谈会;2012年担任以“艺术的未来与现实”为主

题的“2012•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策划委员;2013年主持“游观

智慧——中国古典绘画空间理 论与实践”学术专题研讨会;2014主持第四届“中国美术•长

安论坛”丝绸之路•汉 唐精神与中国美术发展战略峰会;2016年在哈佛大学做主题为:《丝绸 

精神的复兴与视觉重构》的演讲;2016年主持“水墨东方——中国当代水墨意 大利展研讨会”。

2016年在北京恭王府的《艺道日新——张晓凌师生作品展》。2017年在美国纽约主持中国当

代水墨美国展研讨会，2018年在意大利罗马主持中国油画意大利展研讨会。策划的主要展览

有“中国油画双年展”、“世纪风骨—中国当代艺术50家展”、“神游东方—周韶华艺术大展”、

“水墨东方—中国当代水墨美国展”、“超当代—凤凰艺术年展”等。主要获奖有国家社科基

金一等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入选作品奖、中国美术奖、文化部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吴

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优秀博士论文奖、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成果评论一等奖。 

联系方式：zgxdmss@163.com 

 

陈平 

男，教授，中国美术学院文学博士，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

西方美术史学研究、西方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学术主张：美术史作为一门大学学科是在19

世纪下半叶德语国家发展起来的，在我国目前还是一门较为年轻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引进西

方美术史理论与研究，不仅可以扩展我们的视野，加深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领略学术大师

的智慧，而且可以促进中国美术史学的建设与繁荣。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画论，是中国人对

世界艺术与文学宝库的伟大贡献，但也只有了解了西方美术史学，进而将两者进行比较，才

可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画论画史的本质特征。所以，本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译介西

方美术史学的优秀成果，将其运用于日常的本科及研究生教学之中，同时惠及其他人文学科。 

已经完成的科研与教学课题有：国家艺术科学项目“西方建筑理论的历史”、“维也纳美

术史学派”、上海市高等学校教育高地建设子项目“西方美术史学史”、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

mailto:zgxdms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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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世界美术史”等。学术成果有：专著《李格尔与艺术科学》（2002）、《外国建筑

史》（2006）、《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译著有《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2001）、《美术学

院的历史》（2003）、《建筑十书》（2012）、《现代建筑理论的历史》（2017）等十余部，并有

多篇论文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主编“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cp1019@126.com 

 

邵大箴 

男，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俄国列宾美术学院名

誉教授、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学科主编。研究方向：中西当代美术思溯、中西美术比较、西

方现代艺术史。学术主张：中西艺术各有自己的体系，中国传统艺术历史源渊流长，民族特

色鲜明，在世界艺术史上独树一帜，进入近现代，在社会大变革思潮的推动下，又有新的拓

展，取得了世界注目的成果。在学术上，主张中国当代.艺术须在积极关注社会现实的基础

上，扎根传统，吸收外来艺术营养，推进传统艺术的现代变革，探索中国艺术独特的现代道

路。深入研究民族传统艺术的衍变历程，科学、辩证地分析西方现当代艺术探索的得和失，

以开放和又不盲目的态度对待外来艺术的冲击。科研项目：中国20世纪美术史，文化部社科

重点项目，本人担任主编。著作与论文：《现代派美术浅议》、《传统美术与现代派》、《西方

现代美术思潮》、《欧洲绘画简史》（合著）、《古代希腊罗马美术史》、《雾里看花&middot;当

代中国美术问题》、《西方现代雕塑十讲》、《艺术格调》《穿越中西—邵大箴美术论文集》、《中

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邵大箴》等。译著有《论古代美术》（德.温克尔曼著）等。在《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文艺硏究》、《美术》、《美术研究》等报

刊上发表许多有关中西美术史及理论思潮方面的文章。重要学术会议：1、第1一6北京美术

国际双年展学术研讨会总主持；2、参加第32屈世界美术史大会并提交论文和发言，任2016

年在中国召开的第34屈世界美术史大会筹委会主任；3、1988-2012年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召

开的历屆学术研讨会的学术总主持；4、参加2016年在巴黎、2018年在罗马举办的中国油画

国际研讨会，并提交论文和作专题发言。教学情况：本科生课程：西方美术史、20世纪中国

美术。研究生课程：中外美术比较、中国当代美术思潮。 

联系方式：shaodazhen@163.com 

 

尚辉 

男，教授，研究馆员，编审，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艺术学

博士。研究方向：当代美术理论与批评，艺术策展与管理。课题研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之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工程项目：《人民的艺术——中共美术史研究（1921—2016）》。学术

主张：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政治与学术相互交织的20世纪，形成了这百年中国美术

mailto:cp1019@126.com
mailto:shaodazhe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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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艺术演进样貌，如何客观公允地站在国家艺术的立场来研究这个时代的中国美术是当

代美术史学与艺术理论探讨的重要学术课题。这其中包括从艺术实践角度而形成的当代中国

美术理论、中国美术基本价值观与发展观，我的学术主张正是从对这些问题的美学思考、理

论阐释而产生与建立的。学术任职：现任中国美协《美术》杂志社社长、主编、编审，中国

美协理事，中国评协理事，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城雕委艺委会副主任，中国城

市雕塑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

会委员，国家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中国油画学会理事，

中国美术馆展览评审委员会专家，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展委员，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

方案评审专家等。专著成果：《颜文樑研究》、《松江画派研究》、《20世纪，一个民族的审美

视野》、《构建&middot;尚辉美术研究与批评文集》和《之间&middot;穿越历史的审美叙述》

等，曾荣获首届全国青年图书奖、首届全国青年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第八届中国文联文艺

评论奖一等奖和第二届中国美术奖&middot;理论评论奖一等奖等。 

联系方式：shanghui328@163.com 

 

郑工 

男，研究员、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区域美术研究及美术理论与批评，研究重点

在中国美术现代转型与现代美术思潮，注重框架性研究，并辅之以个案研究。 

主要学术成果和科研项目包括：负责及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3项，负责及

参与省部级项目1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4部，主编教材3本，主编大型图书3套。其中专著《演

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1875-1976）》获国家新闻出版署“第二届全国优秀艺术图书

奖”（2004年）及“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2006年）；专著《CHINA IN PAITINGS：

for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英文版)，2009由新

星出版社初版，2017年出修订版；个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现代美术

思潮（1949-2005）”（2007年立项）；主编《延安文艺档案 延安美术》（共9卷），为“十二

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2013

年）。发表论文100余篇，刊发于《21世纪》《中国文化》《东南文化》《文艺研究》《美术研究》

《美术》《美术观察》等海内外学术刊物，不少文章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心《造型艺术》

全文转载，如《美术理论的学科概念与学科建设》《问题域、核心概念与话语谱系——有关

中国现代美术思潮的研究方法》《中国画学“正宗”论——传统的认定与批判之一》等。主

要社会兼职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研

究员，中国国家博物馆特聘研究员，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教授等，并任《中华书画家》

《造型艺术》《美术观察》《中国美术报》等报刊杂志编委。 

联系方式：gongarts@163.com 

mailto:shanghui328@163.com
mailto:gongart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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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宏才 

男，教授，上海大学美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上海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执行

院长，中国玉雕研究院院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中心决策咨询基地艺术市场研究工作室专

家，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科技创新项目验收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

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博士论文评审专家，

上海市教育评估院评议专家，日本国学院大学兼职研究员，《收藏》杂志专家咨询委员会成

员，陕西美术博物馆学术委员，西安美术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兼职

教授，广东美术馆、常熟博物馆特聘研究员等。 

研究方向：艺术产业、艺术市场、艺术品流变史、美术考古、考古与文物、文化遗产、

博物馆学等。学术主张：艺术市场及美术考古这两个看似相距较远的学科方向，实际却存在

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对于目前尚主要以美术文物（以书画艺术品等美术文物）为主体的

艺术市场而言，系统、科学、完整、准确地把握相关艺术品的历史、源流、内涵、价值并能

够准确链接其与艺术市场之间的关系，从而在田野调查、科学研究、市场运作、市场管理等

一系列线性流程中，磨砺出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新模式，使得着意追求的艺术市场

及美术考古科学链接的初衷与意旨，是培养真正具有国际艺术市场范式意义的新型实际技能

与理论水平双栖人才，以满足高等院校、美术馆、博物馆、拍卖行、博览会、艺术品公司、

文化产业园区及相关单位，对艺术市场日趋国际化、信息化、科学化的紧迫需求。撰述或编

有《陕西考古会史》（再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年）、《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陕

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年，荣获“2017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奖”）、《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佛教模式与样式》（上海

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二十本专著；发表有《三通北魏佛道造像碑的误读与重释》（南京

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7年第6期）、《唐<石台孝经碑>相关问题的观察与讨论》（《碑

林集刊》（二十二），2016年12月）、《近代西部地区图案资源调查利用的历史、内涵及现实意

义》（《装饰》，2016年第3期）等二十余篇期刊论文。主持课题有“上海大学‘一带一路’行

动计划资助项目：《乌兹别克斯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调研》（2017年）”、“文化部中国

文化产业智库研究中心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年度研究报告》（2016年）”、“国家文

物局文化保护遗产领域科学与技术研究课题：《文物保护各环节对于科技的需求问题梳理》

（2015年）”等十四项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部及院校科研项目。同时，以中国艺术产业研究

院及中国玉雕研究院平台为基础，近十年来举办几十项各类产学研结合项目及活动。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021-66138212,lhcshu@163.com 

 

徐建融（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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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教授，中国美术学院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书画鉴定、艺术市场。

《大辞海》美术卷主编，上海文史馆馆员，九届十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美术史论家、书画鉴

定家，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九四九年生于上海。一九八0年毕业于上海

师大物理系。一九八四年毕业于浙江美院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师承王伯敏、谢稚柳等先

生。工诗文，擅画山水、花鸟，长期从事美术史论研究、书画鉴定和美术教育工作。上海市

十五规划文学、艺术、新闻学科评审委员，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

国美术史》十二卷编委暨宋代上、下卷主编，清代上、下卷副主编，获二00一年“五个一工

程”图书奖、国家优秀图书奖、国家优秀艺术图书一等奖。《美术学文库&middot;美术人类

学》获2001年国家优秀艺术图书三等奖。其他专著和画集有《中国绘画》、《书画鉴定与艺术

市场》、《毗庐精舍集》、《徐建融山水花卉扇册》、《徐建融山水花鸟图册》等一百五十余部。

获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国家新闻出版社总署“中国图书奖”、“中国艺术图书

一等奖”、“中国艺术图书三等奖”、“中国辞书一等奖”、“中国艺术图书提名奖”等。多次参

加中国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演讲论文，论文发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 

联系方式：Luwei8585@163.com 

 

潘耀昌 

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公共艺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先后

担任中国美术学院、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化部艺术司“国家近

现代美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2015年百年华彩：中国水彩艺术研究展”顾问，《辞

海》、《大辞海》编辑委员会分科主编，曾获上海市高等教育市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主要学

术成果：《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中国水彩画观念史》、《走出巴

贝尔》、《外国美术简史》等以及译著多部；完成国家社科和上海市教委研究项目多项，其中

包括市教委公共艺术项目；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编《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中国美术

名作鉴赏辞典》等。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021-56730681，yaochang@shu.edu.cn 

 

薛永年 

男，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和理论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

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和中央文史馆书画院副院长，国家画院美术史论研究

院副院长。毕业于中央美院美术史系本科和研究生班。1993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美

术学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美术史论。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宋元明清美术史、中国书画鉴定

与鉴藏史、中国近现代书画史。 

主要研究成果和教学成果：主编新时期首部《中国美术简史》教材及其（增订本），主

mailto:Luwei8585@163.com
mailto:yaochang@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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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审美鉴赏》，主编研究生研讨课成果《名家鉴画探要》《鉴画研真》等。

其中《中国美术简史》获北京市精品教材奖，《中国绘画的历史与审美鉴赏》获高校教材一

等奖。出版论著、文集《晋唐宋元卷轴画史》《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清代绘画史》《书画

史论丛稿》《华嵒研究》《王履》《横看成岭侧成峰》《江山代有才人出》《蓦然回首》《中国美

术理论批评文丛•薛永年卷》《蓦然回首》《方壶楼序跋集》等二十余种，发表美术史论批评

鉴定鉴赏论文百篇以上。其中《反思中国美术室的研究与写作——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的美

术室写作谈起》获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评定的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笔墨与境

象——对近年笔墨论争的思考》、《豪情彩笔忆霜红——徐燕孙及其艺术》先后获北京市文联

文艺评论一等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本人获评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称号和国家级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曾主持国家95艺术学科《书画鉴定方法研究》，现任国家13五图书

规划项目《书画鉴定方法研究》主编。 

联系方式：xueyongnian1@126.com 

 

郭亮 

男，教授，术学博士，上海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上海美术学院史论系副主任，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专业: 美术学、艺术学理论 主要研究领域：中外艺术交流、

艺术与科学史研究。学术主张：长期从事西方艺术与科学的研究，关注中外艺术交流。 

研究成果见于国内外重要的专业期刊、专著，如《文艺研究》、《人大资料》、《美术观察》、

《美术研究》、商务印书馆以及德国日耳曼国家博物馆出版社等。近几年的研究在于欧洲16

—17世纪时期与中国明代的科学艺术交流，入选并参加2012年第33届、2106第34届世界艺术

史大会的发言。目前主要致力于跨地域文化交流、科学与艺术的研究，考查不同历史时期下，

中国与域外文化艺术的交流，以及科学、文化模式及视觉传统对艺术作品的影响与作用。与

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和荷兰国家博物馆等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学

术交流与互动，课程与教评多次入选最受学生欢迎的人文艺术课程。学术成果：科研基金课

题：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以来的海图与疆域策略考述》、 2：主持上海市人文

社科重大课题：《近代西方对中国沿海区域的图绘与地缘政治、贸易交流丛考 》 2019-2023、 

3：支持主持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欧洲科学对明代地图艺术的影响》2012-2015

年专著：《十七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 商务印书馆出版, 2015年 、译著：《塑造美术史的十

六书》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6年 获奖：2016年 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二

等奖（编号2016-202）、2016年上海大学 第十届本科教学竞赛 三等奖，2016年上海大学三

届本科优秀论文指导教师（2011、2013、2016）学术论文： 国际汉学：《耶稣会士地图中的

晚明社会与风俗》2019.02美术观察：《从美术史到文化史》2019.03鲁迅美术学院学报：《科

学改变艺术》2019.01 人大复印资料：《测绘乌托邦》全文2018.03、美术研究：《测绘乌托

邦》 2018.06、 鲁迅美术学院学报：《隐身的赞助人》2017.01、 文汇报：《现实与超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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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 、 国际汉学 《尺牍风景与疆域策略》.2019 、美术观察 《理想主义的境界》 2017.06 

美术观察：《世界图景与中国视野-对话潘耀昌》2017.05 CSSCI 、文化研究：《国家的图像

—欧洲地图传统与明清之际的欧绘亚洲海图》.2016.12、 美术观察《自然的剧场—欧洲风

景与制图学的传统及其装饰》.2016.05、 广西艺术学院学报 《维米尔时代的行会与游

学》.2016.02。艺研究 《疆域的轮廓—佛兰芒地图学派与晚明舆图交流初考》，2013.10 、 

广州美术学院学报：《科学、舆图与文人印象—万历二十八年后的耶稣 会士图像及其影响》，

2013.0 3、人大复印资料 《观赏与策略——巴洛克时期荷兰绘画中暗盒的使用》全文。

2011.06 、人大复印资料 《维米尔家世考疑》全文，2012.08、美术观察：《鉴赏家与制造

神话—17至19世纪维米尔作品的声誉、收藏与流 传》.2012.03CSSCI、美术观察：《17世纪

地图东传与维米尔画中的地图》）2011.02 、美术观察 《多元化、世界性与人文视野》2010.11、

美术观察 《天体的赋格》2010.04、美术观察 《观赏与策略——巴洛克时期荷兰绘画中暗

盒的使用》2011.9 天津美术学院学报 《文化史之中的艺术史》，2010.12、南京艺术学院学

报 《纷争是否可以圆融——科学与艺术的辩论》2009.12、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幻境中的

箴言》2009.06、荣宝斋《 维米尔绘画图像中的音乐主题》2010.06。国内国际学术会议：

台湾 “中央研究院”, 2019•08.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特邀发言代表 发言论文：《水火图

咏》、台湾 “中央研究院”, 2017•12.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特邀发言代表 发言论文：《帝

国的黄昏》、第三十四届 世界艺术史大会（CIHA, 2016•10）中国•北京，特邀发言代表：《十

七世纪耶稣会士地图中的明人形象》、台湾 “中央研究院”, 2015•12.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

特邀发言代表 发言论文:《风景与透视》、香港中文大学2015年5月 学者论坛，特邀发言：

《眼中风景与笔下地图——明万历之后耶稣会士《中国地图》的绘制风格及其影响》、美国 哈

佛大学文艺复兴研究中心，2014年10 月、特邀发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空间》、第三十

三届 世界艺术史大会（CIHA, 2012•7）德国•纽伦堡，特邀发言论文：Elegant strategy：

Jesuits Atlas and their Confucian connoisseur in late Ming Dynasty.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kkgou@126.com 

 

胡建君 

女，作家，中国美术学院博士，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专业：美术学。主要研

究领域：美术史与美术理论、手工艺研究、艺术展览与活动策划。上海大学中国书画研究中

心副主任，上海美术学院新媒体文创联合工作室主任，上海诗词学会常务理事。成果：已出

版《怀玉一一红山良渚佩饰玉》、《飞鸟与鱼——银饰里的流年》、《我有嘉宾——西园雅集与

宋代文人生活》、《大师艺术教育经典》系列、《陆康印象》、白描《岁岁寿》、《何荷》等作品

二十余部。并担任书画展览、艺术文化活动策展人。已策划“海上风云”文化艺术沙龙、左

图右书——卢甫圣师生艺术展、小人书大世界——贺友直艺术作品展、陆康印象——陆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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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篆刻展、你若盛开——上海大学女艺术家作品展、洞察者——陆元敏何曦影像作品展、成

何体统——何曦个人作品展等文化艺术展览活动。承担科研项目：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中

华工匠文化体系及其传承创新研究》课题组成员，负责“考古研究系列”项目。并主持非物

质文化遗产与手工艺资料库建设、文人空间及衍生用品设计、“君子如玉——高古玉器研究”

系列课题等。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janehu76@126.com 

 

02方向：美术创作研究 

王文杰（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男，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毕业。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画创作、龟兹壁画研究。

曾获上海市优秀教师、上海市教学成果二等奖（合作）、新疆自治区组织部《美丽新疆》美

术比赛二等奖。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日本民族艺术学会会员，曾任日本东京艺术大学修复

保存学日本画研究室客座研究员，日本大阪艺术大学交换教授。主要学术成果有，出版物：

《王文杰画集》、《高逸图-古典中国画技法赏析》、《敦煌&middot;春夏秋冬》、《洪荒时代》。

浮雕：《逝去的风景组雕》（花岗岩）、《中医中药惠民图》（花岗岩）、《大医精诚》（玻璃）。

综合材料装饰壁画：《潮起香江 浪涌九州》（中国华润集团香港总部会客厅），《黄河之水天

上来》、《春风又绿江南岸》（上海世博会文化中心世博会开幕式国家元首通道），《黄河之水》

（上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 21楼总裁办公室），《东海之晨》、《锦玉满堂》（上海东方体育中心 

重要贵宾休息室）。参与新疆龟兹研究院与上海商务数码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龟兹克孜尔石

窟17窟实体复原”合作项目，任总体设计、艺术总监。参与上海电视台《大师》栏目的纪录

片《潘天寿》、《张大千》、《吴湖帆》编剧（合作），参与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对话龟

兹》五集纪录片的策划、学术文稿撰写、历史场景绘制工作，该片获“CCTV9 年度最佳作品

奖（2013）”、第19届 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奖 （最佳长纪录片） 提名。 

联系方式：021-66132562，021-66132562（传真），wwjgzs@163.com 

 

王建国（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男，教授，中国雕塑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材质与雕塑（主攻木雕）。作品多次参

加国内外交流展。作品有“木涌”系列、“木灵”系列、“边缘线”系列、“木灵的铸造可能”

系列、小件木雕系列等。木雕“边缘线”获第五届上海美术大展白玉兰美术奖优秀作品奖，

“木灵——铸造的可能”获第七届上海美术大展白玉兰美术奖三等奖。2004年获第三届全国

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展特别奖、优秀方案奖。2009年被上海世博局、上海市规划局聘为2010

上海世博会园林雕塑评审专家，并担任雕塑监理。2009年获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作

品“对映”、“木•灵”入选上海仁川国际雕刻交流展，“以物之名”、“海平线”入选韩中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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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展、澳中交流展。 

联系方式：wjg@shu.edu.cn 

 

史国良 

男，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现任中国家画院研究员、一级画师，中国艺术研究

院研究员，中央美院兼职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写实水墨人物

画。主要教学情况：线型素描原理、素描三要素、速写三步、速写四态、速写、慢写、摹写、

默写、速写转水墨、传统笔墨的临摹、小品练习、水墨写生、创作（研究生课程）。近年来

学术成果丰硕，参加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活动，发表的主要论文有：《要自由还是重法则》、《再

说写实人物画》、《再说李可染》、《速写三步》、《水墨人物画技法》、《再说画速写》、《丝路与

思路》、《回忘红尘》、《悲欣交集》、《人物主义是艺术创作的主旋律》等。学术主张：坚持写

实手法，现实主义，推广“徐将体系“教学方法，坚持艺术来源于生活，提倡学生在打基础

期间，打好基本功，大量画速写并与水墨结合，一手抓传统，一手抓造型，然后将二者有机

的结合起来，在创作上坚持以人文主义为创作的主旋律。 

联系方式：375861313@qq.com 

 

刘健 

男，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督学。研究方向：中国写意人物画创作。现任中国

美术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国家画院院委、

研究员、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北京文史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

秘书长、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浙江美协副主席，教育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

美术专业教学评估专家组成员、副组长、组长，全国十届、十一届、十二届美展评委会委员、

副主任，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委、评委，全军美展评委，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办公室主任、艺术指导委员会成员、中国美术馆展览项目评委、国家文化部国家课题项目评

委。 

近三年重要成果：2015年：《叼羊》入选国家画院、中国美术馆《2015写意中国美术作

品展》，《弗拉明戈舞韵》《风车》《雅典意象》入选中国美协《彩绘丝路一一一全国名家作品

展》，《山魂》入选中国美协《中国美术世界行》美国卡特基金会亚特兰大特展。2016年：《突

破乌江》入选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国家博物馆主办纪念建党九十五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

《难忘的岁月》入选中国美术馆、中国美协、山西省政府主办《太行丰碑一一纪念反法西斯

胜利七十周年特展，《太行记忆》入选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中国美术馆主办的纪念反法西

斯胜利七十周年特展，《高原浪漫》《壮怀帕米尔》入选中国画学会2016年度展。中华文明美

术创作工程作品《黄巾起义》入选中国文联、文化部、财政部、中国美协主办《中华史诗美

术大展》，国家博物馆收藏。2017年：《1925一一一省港大罢工》入选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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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纪念香港回归重大题材全国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收藏。《火把节》入选《贵州双百

重大美术创作工程》全国名家特邀定制作品，贵州美术馆收藏。《薄暮月升时》《彝海披风》

入选中国画学会年度学术展。《红场进行曲》入选国家画院《一带一路主题美术作品展》、《欧

亚写生十幅》入选国家画院主办《一带一路写生展》。《老羊倌》《山风》入选中国美协中国

画艺委会主办《格物致知一一中国画作品展》。 

联系方式：ljlp999@126.com 

 

杨剑平（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雕塑艺术创作及理论研究。近三十年来一直在高校从事雕塑

艺术研究及教学，多次参加国内外的重要学术活动和展览，较有代表性的有全国美展、北京

国际美术双年展、广州三年展、意大利卡拉拉国际雕塑双年展、奥地利双年展等。多次获得

了包括国家金奖在内的各种奖项。2001年以艺术总监的身份策划并主持的上海东方绿舟超大

型公共雕塑活动，2006年以课题组长的身份参与制定了上海市城市雕塑总体规划，2007年策

划主持了长寿公园国际环境艺术大展，2010年5月完成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主广场大型青铜雕

塑“生生不息”。现为上海大学教授，同济大学顾问教授，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中国美术

家协会雕塑艺委会委员，中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委员，上海美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

专家津贴获得者。 

联系方式：13901958920@126.com 

 

张海平 

男，教授，上海美术家协会雕塑艺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现代公共雕塑研究、

人物雕塑研究、金属焊接雕塑研究。主要研究成果:雕塑作品入选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第

六、七、八、九、十一届全国美展，第二、三、四届全国体育美展，97中国艺术大展和第二、

三届全国城市雕塑展。作品参加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丹麦、新加坡、埃及以

及香港、澳门的艺术展。主要获奖作品:《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获全国美展铜奖和

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奖“优秀成果奖”、雕塑《展望》获上海市美展“佳作奖”、雕塑《银枪

闪烁》获体育美展“优秀奖”被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收藏、雕塑《怀抱》获上海市美展“优

秀创作奖”，《飞翔》获香港奥运畅想美术大赛“优秀奖”。公共雕塑获奖作品:《上海人民英

雄纪念塔设计方案》获全国设计方案“一等奖”（合作）、《奋飞》获上海 40 年城市雕塑评

选“佳作奖”、《飞虹》获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设计方案“一等奖”、《龙华烈士陵园主题雕塑》

获全国设计方案“二等奖”和上海市重点工程“荣誉奖”、《达芬奇》获上海市住宅雕塑评选

“佳作奖”、《孙中山铜像》获全国优秀城市雕塑建设项目评选“优秀奖”、《奥林匹克之父—

顾拜旦》获全国优秀城市雕塑建设项目“优秀奖”。主要学术论文:《商业雕塑的协调与谐谑》、

《现代公共雕塑的公共性》、《现代金属焊接雕塑艺术语言的探索》、《走向新空间—论安东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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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姆雷艺术的公共性》、《艺术与金属的对话》、《浅谈西方城市公共雕塑的文化与艺术形态》、

《论“雕塑与时尚”的关系及体现》、《对雕塑“意象性”的研究》、《中国传统精神与现代雕

塑的融合》。出版专著和画册:《中国当代艺术家系列—張海平作品集》、《美术家張海平》、

《張海平雕塑作品集》、《张海平艺术创作状态》、《当代美术家代表作品全集—张海平卷》。

1997 年和 2011 年二次荣获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66133635，66133164（传真），zhanghaipingcn@qq.com 

 

罗小平 

男，教授，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普陀区第十三届政协常委，上海市民

革文化专委会副主任,建设部全国城雕艺委会委员,第七、九、十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

比大赛评委,轻工总会中国陶瓷大师联盟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陶瓷协会陶瓷艺术委员

会副会长，中国雕塑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1.传统雕塑与当代雕塑的比较研究与创作，

2.中美公共艺术的比较研究与创作 3.陶瓷与雕塑创作研究。1999年-2000年美国阿福雷德等

六所大学访问艺术家。作品参加了国内外70多次重要展览，12次获得国内外国家级奖项，其

中包括：2013年在人民大会堂荣获中国轻工总会颁发的“中国陶瓷艺术与设计教育杰出贡献

奖”，2014年大型动态雕塑《雨露》荣获中国雕塑学会三年一度“中囯公共艺术学术奖”，2014

年雕塑《林风眠和傅雷》荣获“上海文艺创作优秀单项成果奖”，石雕《梦》荣获全国城雕

委颁发的“2006年度全国优秀城雕建设项目”年度大奖，铜雕《冯雪峰》荣获全国城雕委颁

发的“2005年度全国优秀城雕建设项目”年度大奖。2003年陶艺《影子》荣获美国亚利桑那

州陶艺展最高奖。1997年陶艺《愚者》荣获日本国文部大臣奖，1996年陶艺《愚者》荣获日

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奖等。2009年-2015年策划了(与谢林合作)四届全国大学生公共视

觉优秀作品双年展和四届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该活动荣获“2013年度全国优秀城雕建设项目”

年度大奖、“2013年度全国优秀城雕建设项目”优秀奖、2012年度全国优秀城雕建设项目”

年度大奖、中国美术学院2013年度学术成果奖等多项大奖。在中国和美国等地举办过12次个

展，作品收藏于世界各地，主要有美国华盛顿白宫，美国凤凰城国际机场美术馆，美国里杨

美术馆，芬兰赫尔辛基美术馆，美国ASU美术馆，加拿大蒙特利尔美术馆，瑞士日内瓦阿里

亚娜美术馆，美国夏威夷美术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等。在国内外专

业刋物中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021-34317609，374327605@qq.com 

 

罗中立 

男，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享受国务院

mailto:zhanghaipingcn@qq.com
mailto:37432760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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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第五届全国高校名师，全国“德艺双馨”艺术家。主要研究方向：全球

化语境下当代艺术创作研究。在创作主题上，植根本土，情系农桑。在三十余年的艺术生涯

中，坚持用画笔描绘农村，赞美农民。在创作语言上，注重中西融汇，探寻一种不同于西方

前卫、也不同于中国传统艺术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在全球化语境下，以自身的坚守、传

承与创新，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范例。在博士培养方向上，突出当代艺术全球汇流语

境中的创作、理论及历史研究。 

联系方式：Cheng86181996@163.com 

 

庞茂琨 

男，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四川美术学院院长、重庆文联副主席、重庆美术家

协会主席，重庆画院院长，重庆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

委会副主任,中国油画学会理事，西安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术创作研究。 

学术主张——坚持探索古典油画语言在当代文化情境中的表达与呈现，将个人绘画意志

的表达与社会现实紧密的关联起来，在我看来艺术不能仅仅从内部来观察，艺术必须要汇入

到社会变革的潮流之中，成为时代精神呈现与反思的有力载体。在油画专业教学中，系统整

理了古典油画语言的发展脉络以及当代中国油画教学与创作的基本经验，建立起一整套独具

特色的关于中国本土油画艺术的学术框架与教学体系，主张通过创作带动教学，在学院教学

与艺术现场相结合的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的独立品格与创新精神。专著《绘画的视觉秩序与

观念生成》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出版、专著《油画语言》广西美术出版社 1999年出版、

译著《水彩湿画法》广西美术出版社 1998年出版、教材《古典油画语言》西南大学出版社

2013年出版、教材《色彩基础教学》四川美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论文发表：《从纳西索斯

到自拍：自我观看的屏与幕》发表于《美术观察》2017年第9期、《手稿的创作理路与视觉机

制》发表于《美术研究》2016年第四期、《创作志:艺术学学科的学术文类与知识生产》发表

于《美术研究》2014年第一期、《日常间离与图像自治》发表于《美术》2013年第八期、《差

异的维度》发表于《当代美术家》2012年第一期。个展：2016“手绘之谜——庞茂琨手稿研

究展”， 2015 “迷宫：庞茂琨艺术中的视觉秩序与图像生产”， 2014“觉知的重置——庞

茂琨作品（2012-2014）”，2013 “浮世•游观——庞茂琨艺术展”，2010 “今日之神话——

庞茂琨个展”。 

联系方式：pangmaokun@hotmail.com 

 

施大畏 

男，国家一级美术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第十届、第十

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文联委员，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市文联主席，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学术成果：《施大畏画集》、《上海中国画院

mailto:Cheng86181996@163.com
mailto:pangmaokun@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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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丛书&middot;施大畏》、《施大畏》、《施大畏——二十一世纪主流人物画家创作丛书》、

走进画家&middot;施大畏》、《名作鉴藏&middot;施大畏图册》、《局部作品123》、《永生——

皖南事变1941.1.14创作纪录》、《局部作品456》、《欲望&middot;梦想——施大畏和他的朋友

们》。1981：作品《我要向毛主席报告的》获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二等奖，并被中国

美术馆收藏。1984：作品《亲人》参加第六届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赴京展览。1986：赴意

大利米兰举办个人画展。1988：赴新加坡举办个人画展。1989：作品《归途——西路军妇女

团纪实》获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铜质奖。1991：作品《1941.1.14&middot;皖南事变》获

全国“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美术作品展”铜质奖、上海地区美术作品展一等奖。1994：

赴香港举办个人画展“他们与她们”。作品《国殇》入选第八届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1996：

作品参加“水墨延伸——国际艺苑人物画邀请展&middot;北京”1998：作品《老乡》入选文

化部“中国五千年文化”展览，赴美国、西班牙哥根海姆博物馆展出。1999：作品《上海，

您早》参加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作品参加“水墨延伸——全国人物肖像邀请展&middot;

北京”。2000：“施大畏作品观摩展”在上海中国画院举行。2001：作品《开天》获“庆祝建

党8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优秀奖。2002：作品参加由政协上海市委员会主办，上海市美术

家协会、上海中国画院协办的“上海当代优秀作品展（上海展区预展）”。作品参加由全国政

协举办的“上海当代优秀作品展”，赴京展览。2004：创作《长征系列——生》，参加“第十

届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赴京展览。2005：作品《不灭的记忆——南京&middot;1937》参

加“不能忘却的纪念&middot;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2005上海中国画院年展”。2006：

作品《后羿的故事》参加“和谐&middot;空间——2006上海中国画院年展”。2007：《长征系

列——生》在美国纽约切尔西艺术博物馆举办“春华秋实&middot;上海中国画院藏画展”。

2009：5月，与施晓颉合作完成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永生——皖南事变

1941.1.14》7月，创作中国画《长征系列No.3 湘江血&middot;涅槃》并参加第十一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2012：12月，与施晓颉合作完成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第二期）作品《洗

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联系方式：my13@department.shu.edu.cn 

 

姜陆 

男，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国家画院

版画院副院长。研究方向，版画艺术创作研究。学术主张，长期从事版画艺术专业教学和创

作研究，并担任专业领导职务多年。在推动中国版画艺术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力主在本民族

艺术传统的自信之上，尽可能开阔视野，多方汲取不同国度的文化精华，以真诚的态度对待

生活，对待艺术，创造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民族气派和完美形式的版画作品。 

主要学术成果：版画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重要展览，并为国内外重要美术馆、美术机构

收藏。 1999年获中国“鲁迅版画奖”。主要论文有：主编中国高等美术学院精选教材（版画

mailto:my13@department.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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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2006年；《山城感受版画风——第二十一届全国作品展评审随

记》重庆出版社，2015年；以及多篇文章散见于重要版画展览图集中。重要学术会议：近年

来历次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评审及学术研讨，历次观澜（深圳）国际版画双年展学术研讨，中

国美院主办的国际版画会议，波兰华沙国际版画三年展评审和学术会议，在上述学术活动中

多为会议主持并有发言。 

联系方式：lu.jiang36@aliyun.com 

 

姜建忠（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男，教授，中国油画家协会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油画艺委会副主任，上海市装饰装修

协会特聘专家，复旦视觉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架上绘画，具象表现。主要成

果：作品曾多次入选国内外重大展览并获奖：1988年获第二届上海青年美术作品展油画大奖；

获《上海2001年美术大展》油画三等奖；2003年获《北京国际双年展序列展——中国十大美

院教师作品展》学术优秀奖(大奖)；2005年获《上海美术大展》创意奖；2009年上海优秀文

艺人才特别奖；2010年上海文艺创作精品奖；2007年作品《洋务运动》入选由文化部和财政

部联合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上海

高校系统唯一的入选教师。1998年举办个人画展；1990年中国油画精品展（香港），美国洛

杉矶、芝加哥世界博览展；1994 年第八届全国美展；1995年上海市优秀教师称号；1997年

中国艺术大展；2001年上海当代艺术赴德国汉堡展， 2002年《中国当代肖像艺术集粹邀请

展》；2003年《第三届全国油画展》，《西安国际素描展》，术学2004年第十届全国美展，2006

年上海油画雕塑院举办个人画展；2007《精神与品格——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研究展》，，西班

牙瓦伦西亚当代博物馆学术邀请展，2009中国重大历史题材全国巡回展，2010美国威斯康辛

州大学学术邀请展，学术讲座。中国当代五十位中国艺术家作品巴黎邀请展。主要学术著作：

论文《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思考》、《答谭根雄先生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思考的商榷》、《漫谈

减肥与后现代》、《姜建忠论素描》、 出版有《中国油画领军人物姜建忠卷》，《素描新概念》、

《姜建忠个人画册》、《姜建忠江南制造局个人画册》。 

联系方式：021-66133715，66133715（传真），JJZHO8888@sina.com 

 

徐芒耀（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男，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曾先后去往法国巴黎国家高等美术学院深造，中国

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委员，巴黎国家高等装饰艺术学院访问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创

作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美术学院壁画系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造型艺术协会会员。研究方向：十七世纪英国学院派绘画，十九世纪英国拉

斐尔前派绘画，十九世纪俄罗斯绘画，当代超现实主义绘画和大型历史画创作等研究。三十

多年来在上述的领域里经过研究与实践，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创作与教学方向：1、西方传统

mailto:lu.jiang36@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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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画材与制作方法探秘2、中西方传统写实油画技法比较3、中西方传统历史画理论与技法

解析4、俄罗斯传统绘画与西欧传统绘画的关系5、写实绘画现代性研究。学术成果：1981

年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展，作品《开拓幸福路》获二等奖，中国美术馆收藏；1986年第一届

全国油画展，作品《我的梦》获优等奖（最高奖）；1989年中国水彩画杭州展作品《商务》

获银奖；2006—2010年 获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项目，完成巨型作品《新四军—

—车桥之役》，该作品文化部颁发证书，获上海市2009年度上海文艺精品奖。获上海2009年

文艺人才基金会优秀文艺人才特别奖。论文：《徐芒耀精品素描集》画册（江西美术出版社）；

文章《对于二十世纪现代油画艺术的思考》“新美术”杂志；文章《思索与磨砺》“中国油画”； 

文章《古典油画技法》“欧洲古典油画技法”文集；撰文《抉择与追求》“徐芒耀油画解析”

画册；撰文《艺术是橄榄枝》“徐芒耀”画集；撰文《巴黎日记》“中国写实画派&middot;

徐芒耀”画册 “上海美术”杂志；译文《意大利画家弗朗赛斯科&middot;代勒德拉右讲座》；

《中国当代画家——徐芒耀素描集》画册；《二十世纪中国百年油画大集》八帧作品入选，

中国美术家协会艺委会 主编；《中国美术学院专业教师速写丛书——徐芒耀教授速写集》，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重要学术会议：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造型艺术协会年会（希腊&middot;雅典）；2005

年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全国教育美术研讨会第四部分 主讲 ；2007年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举办的《徐芒耀素描展》研讨会上作专题演讲；全国第三届油画展学术研讨会演讲；2010

年与2011年（二次）受邀在中国美术学院做学术讲座；2009年应邀在湖北美术馆做学术讲座；

2012年应邀在西安美术学院做学术讲座；2014年应邀在中央美术学院作学术讲座 

联系方式：xumangyao@sina.com 

 

唐勇力 

男，中央美术学院二级教授、博士后合作导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中国艺术研究

院博士生导师。人民大学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人物画创作。学术主张：在当代中国画

发展过程中，对中国美术和西方美术进行比较性研究。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研究是中国画演进

的必由之路。两端深入、中西融合的课题式进行写意型工笔人物画创作研究、探索传统绘画

语言与现代绘画语言融合与出新，把中国人物画向现代推进，开拓人物画自由创作的新空间。 

主要学术成果：作品参加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

届全国美展，参加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等国际国内各类型的美术作品展及学术研讨活动，举

办个人画展数次，出版个人专著和个人画册35余种。主要著作与画册有：《厚德载物——唐

勇力中国画教学理论文集》、《美术学院30年——唐勇力》、《唐勇力教学课稿》、《工笔画的写

意性》、《中国人物画造型基础教学——线性素描研究》、《高等美术教育特色教材——唐勇力

—素描—创作—写生三种》等。代表作品有：《木兰诗》、《大唐遗韵》、《敦煌之梦》系列作

品。特别是历时三年创作完成的《新中国诞生》的工笔画，参加2009年我国“重大历史题材

mailto:xumangyao@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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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同时在全国十大城市巡展。并有学者提出《新中国的诞生》和50年代董希文创作的

《开国大典》异曲同工，获得国家领导人及广大群众好评，成为新时期历史题材创作的经典

作品。重要创作成果：2012年接受国家博物馆委托再次创作《新中国诞生》，长17米，高5

米。历时三年，2015年12月完成，现已悬挂在国家博物馆中央大厅，永久展出。 

联系方式：2264349943@qq.com 

 

浦捷 

男,教授,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艺术状况、当

代艺术与国际经济体、当代艺术创作。学术主张：85后中国当代艺术的特征之一就是国际性

发展,中国当代艺术由原初的本土艺术复兴到国际化,无疑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观念发生

了根本性的演变,它主要有二个方面组成:1,艺术的原则走向国际化.2,艺术活动的世界性. 

由此,原初以西方为实体的当代艺术由于出现了真正的世界性发展,今天,所谓的当代艺术,

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多元的现代文化实体.这个演变,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21世纪初当代艺术

已经成为一种世界化的艺术,并且与现代国际经济体发生密切的关系.即现代国际经济体的

一个方面就是,当代艺术走向切实的经济体系,它是未来当代艺术存在与发展最主要的一个

方向,也是当代艺术能够存在与发展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作为访问艺术家在欧美和亚洲多次进行艺术考察和学习。参加国内外各种展览200多次，

作品主要收藏地欧美和亚洲。专著有：《当代艺术问答》、《为什么是当代艺术》、《承载历史

的艺术之旅》。其中《当代艺术问答》于2011年被澳大利亚ACAF艺术基金会买下全球英文版

权，并于2012年全文翻译出版。发表学术论文13篇。主要展览：《两个时间/一个世界-浦捷

个人展》2014年新加坡当代艺术中心、《看得见/看不见-浦捷个人展》2013年香港俄罗斯当

代艺术画廊、《重塑时空-浦捷个人展》2011年香港澳洲亚仙艺术中心、《向前看/向后看-浦

捷个人展》2009年北京今日美术馆、《双重视觉-浦捷个人展》2009年日本东京现代美术馆、

《改变-浦捷个人展》2003年上海香格纳H空间、《见证与记忆-浦捷个人展》2002年英国伦敦

证券交易中心、《浦捷.COM-浦捷个人展》2001年德国驻沪领事馆、《让我们一起玩-浦捷个人

展》1996年上海美术馆，等17次个人展。主要群展：2014、2012、2011、2010年，新加坡国

际当代艺术展。2013、2012年中国台北国际当代艺术展。《中德韩当代艺术展》2013年韩国

釜山。2014、2013、2012、2010年法国菲亚特当代艺术展。2013年、2011年香港当代艺术展。

2013、2012、2010、2008、2007、2005、2003、2002、2001年瑞士巴塞尔当代艺术展。2013、

2012、2010上海当代艺术展。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021-66133843，ispj2006@126.com 

 

黄阿忠（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mailto:226434994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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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教授，上海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油画。主要成果：作品多次

入选国内外重大展览并获奖：1986年获首届上海青年美术大展优秀奖；1997、2005年在上海

美术馆举办《黄阿忠油画作品展》；1990中国油画精品展（印度尼西亚），美国洛杉矶、芝加

哥世界艺术博览会；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1994年第八届全国美展并获优秀奖；1997年获

上海市育才奖；中国艺术大展；1999年第九届全国美展；1988、1992、2003分别参加首届中

国油画展，第二、第三届中国油画展；1984、1989年第一、第二届全国水彩、水粉优秀奖，

并获第二届全国水彩、水粉优秀奖；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美展；1982年至2015年分别在上

海、福州、北京以及日本的东京、群马、高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韩国首尔等地举办个展；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美术家协会、上海美术馆、福建美术馆、国务院

办公厅、以及美国、新西兰、日本、德国、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的

艺术机构及画廊、收藏家收藏。主要著作：论文《一片闲云恰是真——林风眠的题材、构图

及风格形式》；《御风而行，泠然长存》；《我眼中的吴冠中》；《他家藏有青花瓷》；《毕加索的

陶艺》；《笔情墨趣》。出版有：《黄阿忠油画静物技法》、《中国水墨名家十人集?黄阿忠》、《当

代油画名作选?黄阿忠》、《阿忠随笔》、《阿忠随笔2》、《印象与心象——黄阿忠油画作品集》、

《诗心?黄阿忠水墨作品集》等。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会员、上海美术

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美协油画艺委会副主任、上海作家协会会员。 

联系方式：huangyiqian06@hotmail.com 

 

萧海春 

男，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上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上海中国画院兼职画师、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文史馆工美研究社社长。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山

水画的创作和传承。学术主张：坚守笔墨语言，强调传统山水画的发展，必须通过对传统大

师的笔墨经典进行系统的临摹与写生，“合参”与“重构”的方式来解读，实施有效的传承，

在画届趋新成风，中国画趋于多元的今天，强调临摹、解读经典的意义，有补偏矫枉、打通

古今的作用。近年来学术成果丰硕：美国古根海姆举办“五千年文明——现代部分”，《阴阳

隔昏晓》参展、台北历史博物官举办“黄秋园、萧海春山水画展”（2004年）、国家画院“海

上清风——萧海春、朱敏联展”（2011年）、上海美术馆举办“烟云自在”萧海春画展（2012

年）、杭州中国画双年展——长卷视界展（2012年）、上海中国画院举办“独占芳菲”花卉展

（2014年）、国家博物馆举办“九峰三泖萧海春山水画展”（2015年）等。出版一系列著作：

《萧海春画集》（1990年）、《二十世纪水墨画大系——萧海春画集》（1993年）、《萧海春画集》

（2004年）、《深山问道》（2010年）、《烟云自在》《性情中人》《草木性情》三合一画集（2013

年）、《林烟洗尘——萧海春经典解读》（2014）、《历代经典：山水树石解析》共四册（2015

年）、《海上名家萃英——萧海春画集》（2015年）、《经典山水树法解析》(黄公望、吴镇)、(王

蒙、倪瓒)。《经典山水石法解析》(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2017年）、《潇湘八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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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卷等。 

联系方式：1147591520@qq.com 

 

章德明 

男、教授，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事、油画艺委会委员、上海美术学院油画修复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新具象表现油画。学术主张：强调“重新审视”的学术态度。依托海派文化的底

蕴和氛围，对油画艺术的传统表现精髄与现当代西方新具象绘画视觉艺术结合的研究，拓展

艺术语言和油画表现新语境的可能性以及更注重其当代性。研究成果：获“建党七十周年上

海美术作品展”二等奖、上海美术馆收藏、“时代风釆---上海解放五十周年美术作品展”二

等奖、“科学与艺术优秀作品奖”、“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第十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三等奖”。入选“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中国油画精品展”、“上海现代艺术展”、“第二届

中国油画展”、“第八、九届全国美展、“中国艺术大展---当代油画展”、“98上海百家艺术精

品展”、“上海当代艺术德国汉堡展”、 “上海著名美术家作品展”、“人文江南--吾士吾民系

列油画邀请展”、“上海美术作品进京展、香港展”、“上海美术作品希腊展作品展”、“从石库

门到天安门----上海美术作品展＂、“周而复始---国际高等艺术学院公共视觉艺术交流展＂、

“海上延伸---2017上海艺术家联合大展”、“历届上海美术大展、上海小幅油画展”等。1997、

2005年举办个人画展。項目：上海市教委重点项目：“构建上海市美术类专业招生统一考试

体系”、“上海市美术教育教学“立德树人”、上海历史题材油画创作项目：“风潮云涌”、“刘

少奇” 、“蔡炳炎”、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项目：“青年的觉醒---团中央旧址”、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海派油画的保护与修复研究”、文化部、财政部、中国文联、中国美

协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工程项目：“战国争雄”等。学术著作：论文：“加强

艺术基础教育.发挥学生艺术个性”、“文明与传统”、“被维米尔小画感动”、“传承经典--油

画教学的点滴感想”“浅谈海派油画材料与技法教学”等。主编 “色彩的记忆——油画系教

学与作品”、 “感悟长征精神——长征系列创作” 、“油画修复研究”、“2011-2015上海市

普通高校招生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试卷评析素描&middot;色彩&middot;速写”、“意表独具—

—新具象表现油画教学与成果作品集” 、“章德明油画作品集”、“上海美术家画库第十卷.

章德明”等。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021-66133715，deming1115@126.com 

 

曾成钢 

男，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雕塑学会会长。研究

方向：中国传统雕塑语言现代转化。学术主张：立足中国，关注传统雕塑，并积极吸收其养

料，努力在创作实践中建立中国的雕塑形式语言体系。中国传统雕塑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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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代人的研究方向，对他的研究将会加强这一重大课题的发展和推进。 

主要学术成果与科研成果：2011年《愚公移山》浮雕永久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

北京）、《大觉者》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水木清华.国际校园雕塑大展”、参加“中国姿态.

第二届中国雕塑大展”、参加“艺术清华•清华大学百年校庆造型艺术教师作品展”、《山神》

获芜湖首届刘开渠奖国际雕塑大展特殊荣誉奖（中国安徽）、《月光》第二届中国姿态•中国

雕塑大展公共艺术大奖；2012年穿越&middot;曾成钢雕塑展（德国汉堡）、《莲》2012中德文

化年 “无形之形”中国当代艺术展（德国）、《我们同行》中国西湖第四届国际雕塑邀请展

（中国杭州）、《大觉者》《梦莲》《鉴湖三杰》国博百年&middot;中国百年雕塑展（北京）、

《月光》获公共艺术户外雕塑学术奖；2013年《大觉者》参加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中国济南）；

2014年穿越&middot;曾成钢雕塑展（瑞士 卢塞恩）、《恩格斯像》落成于德国乌波塔尔；2015

年《战友》马克思与恩格斯雕像落成于中央党校、《山神》参加“新东方主义美学”中国当

代雕塑名家邀请展（中国厦门）、《山神》参加“我们在一起”2015成都公共艺术季（中国成

都）、《破晓》参加第七届中韩雕塑交流展（韩国首尔）；2016礼聚中华天下大同——中华民

族大团结主题雕塑创作观摩展（北京）、《玄鸟》参加新丝路、新起点&middot;首届“金乌之

梦”国际户外雕塑邀请展（中国义乌）、《梦莲》参加呼吸——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当代形塑（中

国南京）、《莲》落成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等。出版与发表：《中国雕塑》丛书河北美术出

版社；《学院雕塑》丛书 1-29辑江西美术出版社；《岸•首届学院雕塑展作品集》河北美术出

版社；《中国姿态•首届中国雕塑大展作品集》河北美术出版社；《中国姿态•第二届中国雕塑

大展作品集》河北美术出版社；《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水木清华”国际雕塑大展作品集》哈

尔滨美术出版社；《中国当代雕塑家曾成钢》故宫出版社等。 

联系方式：dsarts@126.com 

 

胡明哲 

女 教授1988年硕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岩彩绘画。现

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上海美术学院岩彩绘画工作室主任。著作：

2019 格物致知—岩彩绘画材质觉悟 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色面造形——岩彩绘画形

式骨架 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文化交流艺术大使——胡明哲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 微

尘——胡明哲作品集 广西美术出版社。2009 胡明哲艺术创作状态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东方岩彩绘画——胡明哲 荣宝斋出版社等。个展：2011 中国美术馆《微尘.胡明哲作品展》

2001 福建省画院美术馆《胡明哲岩彩作品展》2000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胡明哲岩彩作品

展》2000 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 《胡明哲岩彩作品展》1999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胡明哲

岩彩作品展》。项目：a，2014-2016担任中央美术学院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中国岩

彩绘画创作高研班》的学术主持人。设计并实施了岩彩绘画的课程体系。2015 策划并举办

中央美术学院展厅和湖北美术学院展厅的《本土 萌芽》岩彩绘画实验课程展览。2016 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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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举办由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北京炎黄艺术馆和中央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的《丝路 岩语—-

中国岩彩绘画文献展览》。策划并主编由中国高教出版社出版八本一套《中国岩彩绘画语言

系列教程》。b，2017——2019 担任上海美术学院的院级项目《岩彩绘画工作室》的主任。

2018 策划并举办由刘海粟美术馆和上海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的《溯源 重生——岩彩绘画课程

体系实践轨迹展览》。策划并主编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八本一套《溯源 重生》画册。c，

2016 主持并完成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公园地铁项目——巨龙大道岩彩壁画。d，2016 主持设

计并完成河北省涞水县美丽乡村开发项目——百里峡彩虹小镇。课程：创建并教授《平面造

形》《色彩配置》《岩彩质觉》《龟兹摹写》《岩彩创作》等实践操作课程。创建并讲授《一沙

一世界》《东方绘画解析—佛教石窟壁画》《东方绘画解析—印度细密画》《东方绘画解析—

日本绘画》等文化讲座课程。 

联系方式：noya212001@126.com  

 

蒋铁骊 

男，1966年出生，1992-----1995年就读于鲁迅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1995年至今任

教于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教授。上海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中国雕塑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专业：美术学主要研究领

域：以个人化艺术语言为基础的、表达时代审美特征与独特艺术视角的当代具象雕塑研究。

作品收藏于：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湖北美术馆、美国佛蒙特艺术

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大学。重要获奖: 第二届中国雕塑大展新

锐奖（2011）、第十一届全国美展获奖提名（2009）、上海白玉兰美术奖（2009）、上海美展

艺术奖（2004）、美国佛蒙特艺术中心亚洲艺术家奖（2002年）。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jiangtieli50@163.com 

 

英格丽特（INGRID LEDENT） 

女，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外籍教授，世界国际版画联盟主席，曾任比利时安特卫普

皇家艺术学院教授。毕业于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学习自由图像专业，美术学（实践研究方

向）博导。研究方向为石版画艺术，研究重点围绕“当代石版画的发展”相关问题。 

主要研究成果和实践项目包括：2017:斯普利特国际平面艺术双年展（克罗地亚，斯普

利特）、2015:国际塞尼菲尔德石版画奖（德国，奥芬巴赫曼）、2015: 斯普利特国际平面艺

术双年展（克罗地亚，斯普利特）、2015: 国际当代蚀刻版画双年展（比利时，列日）、2013: 

深圳观澜国际版画双年展（中国，深圳）、2011: 深圳观澜国际版画双年展（中国，深圳）、

2011:国际藏书票-小幅版画展（比利时，圣尼克拉斯）、2010: 第14届斯德哥尔摩平面艺术

三年展（瑞典，斯德哥尔摩）、获奖情况：（比利时）:获得12次国家级艺术奖项；国际的:2014:

mailto:noya21200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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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届“Tadeusz Kulisiewicz”国际平面艺术三年展（波兰，华沙）；2011:斯普利特国际平

面艺术双年展（克罗地亚，斯普利特）; 2007: 第5届布拉格国际平面艺术三年展（捷克共

和国，布拉格）；2007: 深圳观澜国际版画双年展（中国，深圳）; 2006: 克拉科夫国际版

画三年展（波兰，克拉科夫） ;2005: 新西伯利亚国际当代平面艺术双年展（俄罗斯，新西

伯利亚）；三等奖（数码印刷作品）2005: 第8届杰尔国际绘画平面艺术双年展（匈牙利）；

2003: 第7届杰尔国际绘画平面艺术双年展（匈牙利）；2001: 第3届布拉格国际平面艺术三

年展（捷克共和国，布拉格）；1996: 国际塞尼菲尔德石版画大奖赛奖（德国，奥芬巴赫）；

三等奖。 

联系方式：ledent.ingrid@telenet.be 

  

03方向：城市公共艺术研究 

王洪义（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男，教授。1982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现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

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美苑》副主编；《美术》编辑部主任（代理）；《公共艺术》

副主编。学术主张：以科学实证为研究法则，以发现事实为研究目标。主要研究方向：1、

公共艺术；2艺术批评；3视觉文化。主要学术著作包括：《视觉形式分析》（2007，浙江大学

出版社）；《公共艺术概论》（2007，中国美院出版社）、《西方当代美术》（哈尔滨工业大学出

版社，2008）、《绘画的消亡》（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艺术批评原理与写作》（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3），《六个台阶：艺术类论文写作攻略》（2014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等。

近年主要学术论文包括：《如何定义公共艺术的专业性》（美术研究2018年第5期）；《公共艺

术的三大属性：泛媒介、去精英、项目制》（江汉学术2018年第3期）；《逆袭美术史：从老莱

比锡画派到新莱比锡画派》（美术研究2017年第5期）；《公共艺术不是精英艺术》（公共艺术

2018年第3期）《审美趣味、社会等级、公共艺术》（公共艺术2017年第4期）；《莱比锡画派的

商业源流与艺术崛起》（齐鲁艺苑2017年第1期）；《生活、大众、精英：景观社会中的三类图

像》（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颂圣：中国画的历史与现在》（思想战线2015年第5

期）；《商业空间的十二个欲望符号》（公共艺术2014第3期）；《公共艺术的N个研究角度》（公

共艺术2014年第5期）；《吃喝玩乐与苦大仇深：景观社会中公共艺术的双车道现象》（公共艺

术2014年第3期）；等等。艺术实践范围包括：公共艺术项目实践和绘画创作，曾参与策划《青

春叙事：知青油画邀请展》（2013上海美术馆）；油画和版画作品被中国美术馆（2008）和英

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2007）收藏。 

联系方式：021-66137850，66133764（传真），whyw@shu.edu.cn 

 

潘力（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曾留学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获美术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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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美国芝加哥大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高级访问学者，东京艺术大学客座研究员。教

育部学位中心博士论文评审专家。主要研究领域：日本美术、当代艺术、公共艺术理论和实

践。 

学术主张：日本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总是与继承性和延续性相辅相成,既打破

传统文化的束缚,又维系传统文化的根本。日本艺术中的民族文化因素以及古代之于中国、

近代之于西方的交流就始终像两股交织在一起的绳子,共同编织出今天的日本美术样式。因

此既不是中国古代的,也不是西方现代的,而是符合日本民族自我审美需求的样式。21 世纪

以来,日本当代艺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反省和对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的思考,运用多种方式

表达个人的生命经验。当代艺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与自然、环境共生的理念成为

日本当代艺术的新主题,使当代艺术向公共艺术转变,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进力量之一。 

出版专著:《日本美术:从现代到当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浮世绘》(河北

教育出版社,2007 年。获2008 年第十二届华北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2010年北京市第十一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风艺志: 从明治维新到 21 世纪的日本美术》(人

民美术出版社,2011 年)、《艺术巨匠: 藤田嗣治》(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浮世绘的

故事》(科学出版社,2015 年)《日本当代名家访谈录（上下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

年);译著:《原研哉设计私语录》([日]原研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写给大

家的当代艺术入门》([日]长谷川祐子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合著:《东方美术史》 (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年),在《文艺研究》、《美术》、《美术观察》、《装饰》、《公共艺

术》以及日本《浮世絵芸術》等中外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论文《传统：创造与转型——论

日本美术的战后崛起之路》获2018年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pan715@aliyun.com 

 

何小青 

男，教授、美术学博士，主要专注于公共艺术实践及理论研究。上海电影学院执行院长，

特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环境设计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城市环境艺术&middot;壁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2013

年获“CIDA中国室内设计杰出成就奖”，2014年担任《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评委。

独立出版《何小青设计作品集》、《都市中的屏风——城市景观墙的设计与应用》、《公共艺术

与城市空间构建》等专著。主编《为中国而设计第六届全国环境艺术设计大展获奖作品集》、

《为中国而设计第六届全国环境艺术设计大展优秀论文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公共艺术

发展路径的向度分析》、《公共艺术之“公共性”流变源考》，《商务区景观的情趣化设计》、

《欧洲文艺复兴的理性启蒙》等论文。先后承担上海市政府重点工程、“北京人民大会堂国

宴厅（西大厅）室内装饰设计”、“上海世博会‘德中同行’竹展馆室内展示设计”等多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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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主持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室内设计》、上海市教委项目《崇明岛社区规划中的生态景

观对策与技术研究》。主持横向课题《上海青西郊野公园艺术规划》和《上海嘉定新城文化

艺术规划》。2016年10月，担任由上海市科委直属的上海电影特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2017年5月，学术论文《中国电影专业教育的改革与反思》发表于《当代电影》。2017年9月，

学术论文《浅议“电影工业化”》荣获第2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  

联系方式：021-69982468,hxq@shu.edu.cn 

 

汪大伟 

男，教授，中国美术学院文学硕士，上海美术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

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主席、教育部艺术专业硕士指导委员会委员、

《公共艺术》杂志主编。主要研究方向：公共艺术研究。学术主张：艺术从博物馆走向社会，

走向大众，走向公共空间，成为当下发展趋势。艺术如何参与社会发展，城镇化建设并用艺

术的语言和方式解决发展中的公共问题是公共艺术研究的任务。 

主要成果和在研项目：“公共艺术实践教育体系研究与实践”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上海轨道交通网络视觉形象规划与分项规范指导手册编制（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

市重大工程咨询二等奖三次）。主持上海地铁M8线文化主题与视觉形象规划设计，上海地铁

人民广场换乘大厅室内装修设计，上海市轨道交通7号线车站总体设计，中国2010年上海世

博会世博博物馆总体设计，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总体设计等项目。编著《新语言—

—数码艺术与艺术设计》、《寻桃花源记》、《中国古代美术》CD-ROM（多媒体光盘）等。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daweiba118@126.com 

 

金江波 

男，教授，清华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公共艺术研究、新媒体艺术研究、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研究、艺术创新教育机制研究。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民主促进会会

员，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信息与交互设计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秘书长；国家文化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培计划咨询专家委员；上海创意

设计师协会副主席；上海市青年创意人才协会副会长；上海艺术摄影学会副会长；上海民进

市委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民进市委中青年联谊会副会长；清华美术学院上海校友会

副会长；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理事；上海市闸北区第十二届政协委员；上海青年文联委员等。

美国阿尔弗雷德大学访问学者；新西兰戈维布鲁斯特国立美术馆、法国贝桑松艺术中心驻地

艺术家；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访问学者等。 

曾参加2002上海双年展；第五十届威尼斯双年展；首届法国蒙彼利埃中国当代艺术双年

展；第三届南京三年展；第六届国际水墨双年展；第三届广州摄影双年展；第四届广州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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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第十二届非洲达喀尔双年展等。并成功策划：北京首届国际设计三年展“可能的世界”

策展人、2013年上海艺术设计展邀请展策展人、2015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地方重塑与乡村复

兴”策展人、2016年达喀尔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等国际大型展览活动。曾获“连州国际摄影

节 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上海市十大青年高端创意人才”；“第四届AAC艺术中国年度影

响力艺术家（摄影） ；2014年“中国美术奖”提名奖 ；2014年“上海设计展一等奖”；2014

年“上海大学玄陵优秀艺术教育奖”；2015年 获第五届上海“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2015年 获“2015年度上海市公共文化建设创新项目”称号；2016年 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

章集体“称号；2016年 获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优秀论文奖”；2016年 获“行走上海2016-

城市空间微更新计划”优胜奖；2017年“上海五四青年优秀文化创意人才”称号等。曾发表

论文数十篇并出版《Booming？繁荣？》、《我心即白云》、《地方重塑：国际公共艺术案例解

读》、《地方重塑：两岸三地公共艺术政策研究》、《当代新媒体艺术特征》、《地方重塑——公

共艺术的机遇与危机》等专著。作品被国内外数十家重要美术馆、博物馆及收藏基金会收藏。

曾主持各类大型重点科研课题：如上海世博会 “海宝来了多媒体秀” 艺术总监、总设计师；

上海世博会“世博会博物馆-历程厅” 主持设计；“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非洲厅艺

术总监；“中国大鲵生物科技馆”艺术总监、总设计师；中国科技馆“信息时代”展项主持

设计；中国地质博物馆互动展项艺术总监；浙江省玉环县、天台县、丽水县等“美丽乡村”

规划设计项目总监；上海世博园 “世博源●快乐源”世博轴大型多媒体影像秀艺术总监；

上海自然博物馆“集成媒体” 项目总监等。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021-66132818，jjb@jinjiangbo.com 

 

翁剑青（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男，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文学博士。专业：艺术学理论、

美术学。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公共艺术研究所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方近现代

美术史论。城市文化与公共艺术理论。人文历史与装饰艺术。已完成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当代城市景观文化与公共艺术＂（2015）。国家艺术科学项目＂佛教东渐中的图

像学研究＂（2012）。主要著作：《公共艺术的观念与取向》（2002），《城市公共艺术》（2004），

《形式与意蕴：中国传统装饰艺术》（2006），《景观中的艺术》（2016）。曾先后发表美术史

论和公共艺术研究论文80余篇。 

联系方式：jqweng57@163.com 

 

保科丰巳 

男，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外籍导师，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副校长。毕业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

当代艺术（实践研究方向）博导。研究方向为当代艺术、公共艺术，研究重点围绕“社会与

mailto:jjb@jinjiangbo.com
mailto:jqweng5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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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相关问题。生于1953年，早期的作品受日本“物派”艺术影响。在80年代，保科创作

了一系列前卫装置艺术，受到西方艺术界的关注。作为后物派代表性人物，他的作品一直以

来都关注自然与人类处境，其创作大量采用自然中的石、木、竹天然素材，并在此中探究空

间与身体感知的相互关系，同时对作品的文化背景、材料选择和形式表现方面都有着独特的

思考。从2007年至今，保科丰巳先生作为东京艺术大学国际社会艺术项目及地域艺术项目负

责人，每年主持研究生的艺术实践课程，推进和实施相关项目。在开展艺术项目的十年中，

保科丰巳先生参与的项目有：2007—2009 上野艺术博物馆项目（UTM）、2010—2013 东京艺

大、台东、隅田艺术项目（GTS）、2010—2013 香川小豆岛国际艺术设计住宅项目、2015至

今 国际项目：东京艺术大学/法国国家高等美术学院艺术项目“自然与我”、2016至今 天空

艺术节、2017国际项目：东京艺大、芝加哥艺大艺术项目——社会艺术项目“庭院：从东西

方的自然观到物语”、科学与艺术设计、地域实践项目（东京艺术大学&middot;东京工业大

学） 

联系方式：hoshina@fa.geidai.ac.jp 

 

130500 设计学  

上海大学设计学专业是2011年国家批准的设计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是上海市目前最早的

设计学博士点。 

  上海大学本学科现有博士生导师20名，拥有一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骨干教师。学科、

学术带头人及其学术骨干长期从事本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前沿问题研究，学术力量雄厚，

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本学科在设计学理论研究、设计创作、公共艺术设计与都市创意文化方面形成自己的学

科特色。本学科主要研究方向有：设计理论研究、设计实践研究、设计管理研究。本学科旨

在关注当代生活，为社会培养具有深厚宽广理论基础、具有创造性思维、创新能力、独立进

行科研和设计的高级人才。 

 

研究方向 

01 设计理论研究 

  02 设计实践研究 

  03 设计管理研究 

   

指导教师 

01方向：刘森林教授、许平教授、杭间教授 

  02方向：方晓风教授、田云庆教授、庄小蔚教授、何小青教授(本年度不招生)、何洁教

授、汪大伟教授、张同教授、陈青教授、赵健教授(本年度不招生)、郝大鹏教授、柴秋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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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黄克俭教授、章莉莉教授、覃京燕教授、潘鲁生教授、程雪松教授、提姆·格鲁希（Tim 

Gruchy） 

  03方向： 本年度不招生 

 

考试科目： 

1. 外国语（英语或日语） 

2. 专业基础     

3. 专业测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各方向按姓氏笔画排列 

01 方向：设计理论研究 

刘森林（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代环境设计与设计史。已经完成的科研与教学课题有：上

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中华民居——传统住宅建筑分析》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9，国

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辞海》第六版主要撰稿人，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大辞海》

第二版主要撰稿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项目《中华聚落——村落市镇景观艺术》同济大学

出版社 2011，上海市教委重点科研项目（第四期）子项目《中华装饰——民居建筑装饰艺

术》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上海普通高校“九五”重点教材世界银行贷款资助项目《公共

艺术设计》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2。主要获奖：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二等奖，华东地区大

学出版社三等奖，中国第七届国际室内设计双年展铜奖，中国室内设计成就奖，中国室内设

计卓越成就奖（2013），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导师)(上海市教育委员、上海

市学位委员会 (2013)，中国政府出版奖。目前承担的科研项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012

年度人文科研创新重点项目《明清大运河流域人居环境艺术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

学项目《明清大运河流域人居环境艺术研究》。社会职务: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第三、第四、

第五届常务理事，中国室内装饰协会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古典家具》编委。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nathaile@vip.163.com 

 

许平（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博士生导

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计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并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工业设计艺术

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常务理事，民盟北

京委员会文化委员会主任、北京设计学会会长等。曾主持完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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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究项目《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艺术中的应用研究》（2010-2015）等多项部

省级科研项目；长期在中国设计历史及现当代问题、设计管理与设计公共政策、创新教育与

社会发展等领域从事研究；出版有《2008——2012 中国高等设计教育版图》、〈20 世纪中

国平面设计文献集〉（2012）、《青山见我》（研究文集，2010）、《造物之门》（研究文

集，1998）等研究成果以及在国内外发表论文一百余篇。曾获 2008 年北京第二十九届奥林

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工作荣誉”奖。 

联系方式：x5ping@vip.sina.com 

 

杭间 

男，教授、文学博士，中国美术学院副校长，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现任教育部高等

学校艺术学理论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文物与博物馆研究生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

美术家协会理事、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等；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究方向：工艺与文化

研究、设计历史和理论研究。他是中国工艺美学史系统性研究的开创者，90 年代以来，他

的研究转向设计历史和理论，通过“设计的善意”提出“设计的民主价值”理论，发起“中

国设计史体系的研究与写作”，并通过策划国际国内重要设计展览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和中国

本土设计的发展。主要著述有：《设计的善意》《中国工艺美学史》《中国工艺美学史》《手

艺的思想》《新具象艺术》《中国传统工艺》《视觉革命——观看的艺术史》《原乡设计》

《包豪斯道路：历史、遗泽、世界与中国》等。曾任《装饰》杂志主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副院长。现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工艺的当代价值研究”首席专家。 

联系方式：com.hang@qq.com 

 

02 方向：设计实践研究 

方晓风（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男，教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工学博士，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

院长，《装饰》杂志主编。专业：建筑学。研究方向：城市公共空间、中国传统造园理论与

实践。出版专著有：《写在前面》（著 2014）、《中国园林艺术——历史•技艺•名园赏析》

（主编 2010）、《建筑风语》（著 2007）、《材料悟语——装饰材料应用与研究》（联合

主编 2007）、《建筑设计数据手册》（主译 2007）等。主要策展和获奖：2003 年以杭州雷

峰塔（新塔）获教育部优秀勘察设计建筑设计一等奖、2004 年以杭州雷峰塔（新塔）获建

设部部级优秀勘察设计二等奖、2007年《建筑风语》获评“中国最美的书” 、2008年获清

华大学 2007年度“学术新人奖” 、2008年策划“装饰•中国路——新中国设计文献展” 、

2009年策划“艺之维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邀请展”。 

联系方式：fangxf@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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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云庆（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男，教授，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访问教授。专业：设计学。主要

研究方向：建筑与环境艺术、公共艺术等。主要成果和在研项目：“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古

典园林”，“现代景观与环境设计”、“现代环境雕塑与建筑环境”，“长寿公园文化广场

设计”，“ 中航办公大楼室内设计”，“梨缘农家乐室内设计”，“临洮博物馆、文化馆、

图书馆设计”等项目。编译著《中庭建筑—开发与设计师》、《室外环境设计基础》、《建

筑设计基础》等。现任上海市环境艺术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景观设计委员会委员；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yqtian79@hotmail.com 

 

庄小蔚 

男，教授、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美术设计学院玻璃艺术系（School of Art, University 

ofWolverhampton）硕士，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荣誉教授、国际博物馆协会玻璃专业委员

会委员、中国日用玻璃协会理事长特别助理、中国建筑和工业玻璃协会专家、欧美同学会上

海文艺分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玻璃艺术。作品被英国苏格兰皇家博物馆、爱尔兰国立美

术设计学院美术馆等 20 余家机构收藏。在香港、伦敦、桑德兰、慕尼黑、都柏林、芝加哥

和纽约的玻璃艺术展览得到关注和评论，美国《时代周刊》整版报道了相关的艺术成就。2011

年被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授予“荣誉教授”称号，这是一所大学授予在学术界做出突出贡

献学者的最高称号。学术著作《铸造诗意：玻璃艺术创作方法论研究》。主要展览：2017

年《颠覆性：学院玻璃的实验》。2016年《Ahead of the Curve：New China from China》

英国布里斯托博物馆。2015 年《国际玻璃双年展》澳大利亚阿德雷德。2013 年《韩国青州

国际手工艺双年展》。2012年《中国工艺美术大展》国家博物馆。2011年《手工艺的诗歌：

来自当代中国庄小蔚的玻璃艺术》爱尔兰国立美术设计学院、《亚洲玻璃艺术文化交流计划》

香港理工大学、 2010 年《当代玻璃艺术的视觉经验与创造力》德国 Alexander 

Tutsek-Stiftung 艺术基金会。2008 年《玻璃路径：从 Wolverhampton 到中国》英国

Wolverhampton 大学、2006 年《SOFA 国际雕塑和装饰艺术博览会：中国当代玻璃艺术特别

展》芝加哥。2000年《Be：英国 Wolverhampton 大学美术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展》。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zxwglass@163.com 

 

何小青（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男，教授、美术学博士，主要专注于公共艺术实践及理论研究。上海电影学院执行院长，

特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环境设计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城市环境艺术&middot;壁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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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CIDA中国室内设计杰出成就奖”，2014年担任《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评委。

独立出版《何小青设计作品集》、《都市中的屏风——城市景观墙的设计与应用》、《公共

艺术与城市空间构建》等专著。主编《为中国而设计第六届全国环境艺术设计大展获奖作品

集》、《为中国而设计第六届全国环境艺术设计大展优秀论文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公

共艺术发展路径的向度分析》、《公共艺术之“公共性”流变源考》，《商务区景观的情趣

化设计》、《欧洲文艺复兴的理性启蒙》等论文。先后承担上海市政府重点工程、“北京人

民大会堂国宴厅（西大厅）室内装饰设计”、“上海世博会‘德中同行’竹展馆室内展示设

计”等多个项目。主持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室内设计》、上海市教委项目《崇明岛社区规

划中的生态景观对策与技术研究》。主持横向课题《上海青西郊野公园艺术规划》和《上海

嘉定新城文化艺术规划》。2016年 10月，担任由上海市科委直属的上海电影特效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2017 年 5 月，学术论文《中国电影专业教育的改革与反思》发表于《当代

电影》。2017年 9月，学术论文《浅议“电影工业化”》荣获第 2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优秀学术论文”奖。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021-69982468，hxq@shu.edu.cn 

 

何洁 

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上海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委员、设计分委员会召集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平面设计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设计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

副院长。研究方向为视觉艺术设计理论与实践研究、现代手工艺发展研究等，重点围绕现代

视觉艺术设计、手工艺创作及设计教育等问题，探究其在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价

值与意义。 

曾获全国德艺双馨中青年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中

国标准创新贡献三等奖；科技兴俭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光华腾龙-中国设

计贡献奖；中国创新设计红星奖奥运设计特别奖等。主持《中国现代手工艺发展研究》、《民

国时期设计实践研究(1912-1949)》、《文化产业背景下手工艺产业转型与发展研究》、《计

算机艺术设计课程与教材创新研究》《山东民间吉祥鱼纹样的挖掘、整理与研究》等国家、

省部、校级研究课题。出版《广告与视觉传达》、《广告设计》、《图形设计》、《汉字字

体设计》等著作、教材，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曾任：北京奥运会文化活动部形象与景观专

家；北京奥运会核心图形与体育图标设计小组设计总监、官方海报修改设计小组组长；第十

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形象景观专家；首都国庆 60 周年群众游行指挥部彩车专家委员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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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等。策划组织全国视觉传达设计教育论坛暨大学生视觉艺术设计大展；界尚-全国陶艺作

品邀请展暨学术研讨会；现代手工艺学院展；中国国际大学生设计双年展等专业活动。 

联系方式：010-62798160，hejie@tsinghua.edu.cn 

 

汪大伟 

男，教授，中国美术学院文学硕士，上海美术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

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主席、教育部艺术专业硕士指导委员会委员、

《公共艺术》杂志主编。主要研究方向：数码交互艺术研究。学术主张：数码艺术的本质是

交互。数字化信息技术使人与人、人与机、人与空间以及人在跨时空中交互都成为可能。如

何将数字化信息技术赋予艺术表现功能并转换为艺术语言，为丰富多彩地信息化数字时代创

造一门新兴艺术是数码交互艺术研究的任务。 

主要成果和在研项目：“公共艺术实践教育体系研究与实践”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上海轨道交通网络视觉形象规划与分项规范指导手册编制（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

市重大工程咨询二等奖三次）。主持上海地铁 M8 线文化主题与视觉形象规划设计，上海地

铁人民广场换乘大厅室内装修设计，上海市轨道交通 7 号线车站总体设计，中国 2010 年上

海世博会世博博物馆总体设计，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总体设计等项目。编著《新语

言——数码艺术与艺术设计》、《寻桃花源记》、《中国古代美术》CD-ROM（多媒体光盘）

等。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daweiba118@126.com 

 

张同（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男，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1984年无锡轻工业学院（现江南大学）毕业，学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产品系统战略设计、设计思维与方法。主要成果和在研项目：出版《新产品

开发与设计实务》,《产品系统设计》,《字体创意与表现》, 《空间与造型》，《设计思维

与方法》等著作计 16 部；发表“生活形态与产品形态开发”，“品牌设计经营”，“设计

哲学——城市健康、人类美好的基石”等论文计 70 余篇；论文获国家轻工业部、中国工业

设计协会论文金奖，中国流行色协会论文二等奖等；为中外五十多个企业完成产品开发设计

和品牌系统设计策划项目，设计作品获 1999 年上海国际创新设计博览会创新设计奖等；主

持的“基于新技术开拓的创新产品设计教学共享平台”项目获上海市教委 2008 教学成果三

等奖；《空间与造型》教材 2011年获上海市优秀教材二等奖。现任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理事；

上海市第六届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上海市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美术家协会

设计艺委会主任；上海工业设计协会副理事长；《设计》杂志编委。 

联系方式：021-67822529，zt95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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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青 

女，教授，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工艺美术艺委

会委员，上海市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理事、平面设计专业委员会主任。研究方向为公共视觉

传达设计，研究重点围绕“中国传统手工技艺都市再生”相关问题。 

主要研究成果和实践项目包括：出版了 20多部专业教材或著作，曾获得教育部 “十一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007 年度精品教材奖等奖励。发表了《城市彩妆》、《剪变——乡土

剪纸的都市再生》、《宗教的救赎和文化的复兴——柳宗悦与张道一民艺思想比较研究》等

20 多篇专业论文，多篇论文获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业文明到都市新生——

民间手工技艺发展研究”。主持了“2010上海世博会世博中心装饰艺术品的设计与制作”、

“上海艺术设计展视觉形象系统设计”等多个设计实践类科研项目，包括“上海艺术设计展

视觉形象系统设计”等多件作品入选国家、省市级展览并获奖。参与策划或主持策划了包括

“首届全国工艺美术作品展”、“百年上海设计”等多项大型专业展览与学术活动。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qingchen@shu.edu.cn 

 

赵健（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男，上海美术学院特聘教授，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日本文教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

研究课题：行为设计研究，灾难设计研究，设计控制研究。现任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院学

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平

面设计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设计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美协设计

艺术委员会主任，广州市规划委员会委员。2010 广州亚运会整体视觉形象与景观系统设计

专家组组长，2011 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整体视觉形象系统设计专家组组长，2010 上海世

博会主题馆展览展示设计顾问。 主要论文:《亦温故，亦知新》《“604现象”--在基础中

实验》《广州美院的设计与教育现象》《关于空间设计教育中的实验性》《广美角度》《广

州呈绿的形而下》《环艺教学专题设计的差异化递进》《交互的当代性与地域性》《联合选

题的意义》《梳理记忆，铺垫未来》《解读“城市组”现象》《集美组方式》《营地——有

关 07 建环的毕业设计教育方式》《有关设计与消费的角色》《转型期的广州美术学院设计

教学》《基础的角度》《手绘表现的”路线“》《当代：在美术与设计之间》《“溶解”技

术，贯注温情》《中国的构成教育》《处于当下语境的纤维艺术》《携手材料，同步设计》

《中国陈设设计事业的顾盼》《相对而言—广美研究生毕业创作》等 60 余篇。代表性教学

科研成果：《 广州亚运会整体视觉形象及景观设计系统》的设计与研究，广东省委会议中

心，湖南省委会议中心，韶山毛泽东遗物馆，广州红线女艺术中心，团一大雕塑纪念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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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亚运）体育馆，白天鹅酒店艺术品系统设计，羊城产业园环境设计等。 主要获奖：

首届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中国室内装饰 20年杰出贡献奖，广东省南粤教书育人特等奖，

广东省优秀教育成果二等奖等。 

联系方式：kenmian@vip.163.com 

 

郝大鹏 

男，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1982 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环境艺术

设计、设计的地域特性与本土化语言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和在研项目：“传统风貌民居—洪

崖洞”（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铜奖）；“独语南乡”（获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川

美虎溪校区”（获第十二届全国美展铜奖）。在研课题：主持科技部国家“十二五”重大科

技支撑计划项目—传统村落民居营建工艺传承、保护与利用技术集成。招生方向：地域化建

筑与景观设计 

联系方式：Liushanshan@scfai.edu.cn 

 

柴秋霞 

女，教授，上海大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访学学者（2013.1-2014.1）、

伦敦艺术大学（ual）时尚设计学校访问学者（2017.8-9）。主要研究方向：数字媒体艺术

设计及理论研究，基于人机交互的艺术设计、信息可视化设计与基于 VR/AR的艺术创作。所

授课程《交互媒体设计》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建设课程、《数字技术与数字艺术》为上海大学

通识课、《数字艺术与审美》为上海大学核心通识课。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有《论数字艺

术审美表现》、《数字化语境下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世博会与展示设计艺术：高科技引

领下的世博会展示设计艺术》、《世博会与展示设计艺术：高科技引领下的世博会展示设计

艺术》、《论数字游戏艺术的沉浸体验》、《数字媒体交互艺术的沉浸式体验》、《数字媒

体视觉下会展设计的媒介分析与实践研究》等 10 多篇。主持的课题有上海市社科规划系列

研究课题“后世博——上海世博会展示中高新技术应用研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

重点项目“新媒体视角下会展中的艺术设计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数字媒

体与艺术的沉浸性研究”等。 

联系方式：021-69982482，qiuxia97@126.com 

 

黄克俭 

男，上海美术学院特聘教授，1981年 12月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

统工程专业、1982 年就读于该校计算机科学研究生班、1987 年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

校语言学系、POLA 研究室实验语音学博士研讨班学习。主要研究方向：基于计算机设计的

中文字体设计及生产研究。2004 年开始和王敏教授一起在中央美院设计学院开始中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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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研究，12 年来推动了中文字体设计的学科建设并培养了一批该学科的博士研究生。主

要成果和在研项目：自 1991年成立常州华文文字技术有限公司，历经 25年成功开发出一系

列的高精度的中文电脑字库，在国内、外建立了广大的用户群：1996 年，华文字库被美国

苹果公司选作其字库的专业级字库、2002年成为 Mac OS10.2以后的系统字库、2005年华文

细黑、华文黑体成为 Apple iOS的标配字库，广泛用于 iPhone、iPad、iPod；1996年，华

文字库成为美国奥多比(Adobe)公司唯一系统中文字库；1998年，华文字库被中国金山电脑

有限公司选作 WPS 的高级专业字库；1999 年，美国微软公司为其 Office2000 选配的 12 套

中文字体中有 10套是华文字库、17年来已成为中国办公室电子化的标准字库；2000年，华

文字库被美国 IBM 公司选定为系统字库；2009 年，华文字库被国防科技大学选定为其军方

麒麟操作系统系统字库；2013年，华文字库被亚马逊公司选为其 Kindel阅读器的系统字库；

2013年，华文字库被深圳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选定为其 Vivo手机系统字库；2012年，与

美国 Adobe、Google合作，参与思源黑体的研究及标准制定工作，并组织完成中文汉字部分

制作。中国工业设计学会信息与交互设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文字艺术设

计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多次担任国家重大活动的总策划、评审工作。 

联系方式: 010-51195009，curthuang@sinotype.com.cn 

 

章莉莉 

女，副教授，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非遗手工艺跨界设计、公共

视觉传达设计、公共艺术。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运营总监，上海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青年创意人才协会理事，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设计委员会副

秘书长，《生活周刊》专栏作家，曾为法国巴黎艺术城特邀访问学者，奥地利总理府特邀访

问学者。曾出版专著及教材 12本，论文及会议发言 60余篇，接受媒体专题访谈、拍摄及采

访 50 余次。代表性专著有《地铁空间设计》，代表性教材有《公共导向设计》，获上海普

通高校优秀教材奖。代表性论文有《地铁公共艺术的时空观》、《地铁线路标志色研究》、

《非遗手工艺的活态传承和文化创新》等。指导学生课堂作品获奖项三十余项，包括国际和

国内大奖。自 2005 年~2012 年曾从事地铁空间视觉设计研究和实践，共承担地铁研究建设

课题 8项，获四次上海市优秀工程咨询奖，成果纳入上海市科学技术成果，并投入上海地铁

三百多个车站中。 

目前致力于非遗传承保护的创新探索，负责上海大学承办的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培计划的教学项目执行，以及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设

立的上海大学传统工艺工作站相关工作，推动非遗手工艺与现代设计之间的跨界设计实践。

目前已孵化百余件非遗跨界设计作品，组织策划超过三十余次非遗相关展览，近百场非遗公

众活动，获“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央视 CCTV-3《文化十分》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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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曾拍摄特辑《文化学者章莉莉》，曾接受《解放日报》和《凤凰生活》等媒体专访，在《光

明日报》和《文汇报》等媒体发表非遗传承创新的观点文章。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lili79089@163.com 

 

覃京燕（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女，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清华大学博士，英国剑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剑桥大学

CRUCIBLE网络国际联盟会员，台湾华梵大学客座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特色课程：

交互设计、信息设计、游戏设计。主要课程：信息可视化、信息图表、交互设计、信息设计、

界面设计、游戏设计、网络设计。主要研究课题：交互设计研究，可持续设计研究，信息可

视化研究。国家文化部公共文化建设评审专家，北京设计学会理事，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信息

与交互设计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计算机学会 CCF 人机交互分会委员,YOCSEF 委员，CCF，

YOCSEF 以及美国 ACM 高级会员，北京原创设计推广协会理事，国际交互设计会议指导委员

会委员，韩国艺术设计学会会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评审专家，国联资源网行业评审专家，

国家科技科技支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包装工程》编辑委员会委员、《北京邮电大学学报》、《重庆邮电大

学学报》审稿专家，《中国可持续设计网》指导专家，国际可持续设计 LeNs-China 指导专

家。在可持续创新设计、文化创意产业、交互界面设计等领域，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1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 1项，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研究项目 2项，参与联合国可持续设计研究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部公共文化建设项目、863项目等国家及省

部级纵向科研项目十余项。主持横向项目 50 余项。发表科研期刊论文 60 余篇，会议论文

10余篇，SCI、EI等检索论文 10余篇。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做特邀报告 36次。申请发明专

利 1 项，外观专利 2项。在国际学术会议任职 13 次。十余年来获得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

业十大杰出青年”、韩国国际网络展总统优胜奖、韩国卡通动漫国际邀请展优胜奖、国际工

业设计展优秀作品奖、美国通用汽车设计比赛铜奖等 10余个国际国内设计奖项。 

联系方式：qinjingyanking@foxmail.com 

 

潘鲁生 

男，艺术学博士，国家二级教授，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导师，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中央联系的高级专家、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

才、中国文化名家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泰

山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担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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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设计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工艺美术艺委会主任、中国国家画院院

委。研究方向:工艺美术研究方向，民艺学研究方向。 

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城镇化进程中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现状与发展研究》首

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研究》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特别

委托项目《中国民间工艺集成》首席专家。出版学术专著，《民艺学论纲》、《设计论》、

《手艺农村》、《设计艺术教育笔谈》、《匠心独运》等；主编教材，《高等院校设计艺术

专业系列教材》（12 部）。 

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 

联系方式：art086@126.com 

 

程雪松 

博士，教授，现任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设计系副系主任，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上

海美术学院环境设计专业硕士导师组召集人，2020 阿联酋迪拜世博会中国馆专家委员会委

员。 

主要从事展览空间与博物馆建筑环境设计、城镇环境更新设计和上海设计史研究。在专

业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篇，独立或合作出版专著、教材、论文集八部，主持上海市艺

术科学规划等省部级科研、教研课题及相关工程实践多项。出版专著《城市空间与环境设计

演进：从美学城市到定制城市》，主编教材《家具设计基础》获上海市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

规划项目。曾获上海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原闸北区优秀青年人才称号，作品入选“2007 世

博想象——上海美术大展·设计艺术展”（中国美协）、“第八届为中国而设计——中国环

境艺术设计大展”（中国美协）、“第三届中国设计大展及公共艺术专题展”（文化旅游部）。

获“2011 上海美术大展——上海设计展”（上海文联）铜奖，上海大学青年教师课堂教学

竞赛文科组一等奖，上海大学教学成果奖特等奖（第一完成人），上海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

奖二等奖（第一完成人）。参加 2010 上海世博会上海馆主题演绎和设计咨询，主持 2015

米兰世博会中国馆、2020 迪拜世博会中国馆整体方案设计国际招标分获第二名。担任 2019

米兰三年展中国国家馆上海大学展区执行策展与艺术设计。 

只招收非定向生。 

联系方式：gerardcheng@qq.com 

 

提姆·格鲁希（Tim Gruchy） 

男，上海美术学院特聘外籍导师，毕业于昆士兰大学，曾任教昆士兰科技大学，悉尼科

技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体艺术，互动媒体设计，博物馆设计等。主要教学情况：多媒

体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等。承担的科研项目与获奖：悉尼科技大学/“旁观者”研究项目/

悉尼/设计、咨询顾问/2005、昆士兰科技大学/美术学院/布里斯班/建立交互实验室/ 1993、

mailto:gerardcheng@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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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科技大学/戏剧部/布里斯班/互动研究项目/ 1992、'Mandala'/布里斯班/资助创新研

究开发/1992年 6 月、Govett Brewster艺术博物馆和 Len Lye 中心/新普利茅斯/ 2007 – 

2013、Museum of the Giant Salamander/张家界博物馆/中国/多媒体顾问/ 2010、现代美

术馆/悉尼/展览展示设计、咨询/ 2001、堪培拉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堪培拉/二战改装项目

影音顾问// 1998、房屋信托历史悉尼/ AV 顾问/1995～2005年、悉尼博物馆/悉尼/互动系

统集成/1994~2004、Te Papa，新西兰博物馆/惠灵顿/视频，投影顾问/ 1994、伍伦贡大学

多媒体系和美术馆/伍伦贡/影音顾问/ 2004、国家戏剧艺术学院/多媒体写作课程/ 2003、

剑桥大学电影学院/基督城/数字视频咨询/ 1993、昆士兰技术大学/艺术学院/布里斯班/咨

询委员会/ 1992、昆士兰教育部/布里斯班/计算机图形学课程咨询/ 1992、TAFE/布里斯班/

课程评估委员会/ 1992；出版论著及论文发表：VJ-Audio Visual Art & VJ Culture / D-Fuse 

/ Laurence King – UK / 2006、Interzone, Media Arts In Aust / Darren Tofts / Craftsman 

House / 2005、Mesh-Altered States / feature / Melb / Issue#11 p4 / 1997、Aust 

Multimedia Mag / feature / Syd / Vol2NO4 p4 / 1995、Aust Digital Mag / cover & feature 

/ Syd / Issue No5 p2 / 1995、The VRCasebook / Carl Loefler /Reinhold / USA:Japan/ 

ISBN 0-442-01776-6 p5 / 1994、Electronic Arts In Aust / Nick Zurbrugg / Continuum 

/ Vol8NO1/ ISSN:1030-4312 p12/ 1994、Eyeline / QAA / Brisbane p2 / 1987；参加重

要学术会议及展览：（会议）IAPA/奥克兰/论文递交/ 2015年 7月、动量/悉尼/论文递交、

参会/ 2010年 5月、颗粒与像素/奥克兰/参会/ 2005、语言的互动性/悉尼/参会、演出/1996

年 4月、SIGGRAPH /拉斯维加斯/会议代表/ 1992、sisea /格罗宁根/代表，表演者/ 1990、

佛罗里达登记代理商协会/乌得勒支/会议代表 1988；（展览）：3×建筑投影/塔拉纳基艺

术节/新普利茅斯/ 3周/个人/ 2017、 “风暴”/温州双年展/2周/个人/2016年 12月、短

暂的痕迹/昆士兰大学美术馆/布里斯班/2016年 4月、 “卡德的认知/ Trish Clark美术馆

/奥克兰/ 5周/个人/2016年 2月、风暴/中国美术馆/上海/ 2周/个人/2015年 8月、深红

色的房子/ De La Villette剧院/巴黎/2014年 4 月、她嘴里的石头/洛杉矶/2013 年、侦察

/ takutai 平方/奥克兰/永久数字公共艺术品/个人/ 2012----至今、外观告诉心/ 4face

空间/北京/ 1个月 /双人展/2011年 10月、2010”元视图/看不见的城市/上海/ 1个月/2010

年 9 月、“clesthyra 的毁灭/第二届亚洲艺术双年展/台中/ 4 个月/个人/2009 年 11 月、

Luminous’ Richard Tognetti & Bill Henson /马里博尔节/ 洛文尼亚 /2008 年 9月、在

“太空时代/安特卫普/ 10 天/个人/ 1993年 9月、Vision Four 5 /巡回演出和录音技术/ 

1991----至今、“毛刺”//利物浦/个人/1991年 4月、“毛刺”/荷兰/个人/1991 年 11月。 

网站：www.grup.tv、视频媒体：https://vimeo.com/timegru 

联系方式：tim@grup.tv 

 

03 方向：设计管理研究（本年度本方向不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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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影学院 

0810J3 数字媒体创意工程 

本学科着重研究数字媒体的理论、方法及应用，数字媒体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实现方法，

数字媒体处理与版权管理技术，数字内容创意设计与媒体计算方法，数字展示创意与数字传

播实现，以提升数字媒体创意与传播的技术研发和学术研究水平，拓展数字媒体技术与理论

的应用领域。本学科整合信息处理技术、数字影视技术、计算机技术、新闻传播、知识产权、

戏剧影视等学科方向的优势资源，以数字媒体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和学术研究为基础，在数

字技术、数字内容和数字展示等数字媒体领域开展具有开拓性、系统性、交叉性的学术研究、

技术研发、工程应用和人才培养工作。 

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实验设备先进，且有着很好的应用和产业背景。近年来承担了一

系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重大和重点攻关及重点基础研究等项目，以及一批企业和社

会委托的数字媒体技术开发及应用项目，并获得十余项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和技术专利。 

一、研究方向： 

01 数字媒体处理与版权管理 

02 数字内容创意与艺术设计 

03 数字展示创意与数字传播 

 

二、考试科目 

1. 英语 

  2. 数字新媒体概论 

3、数字媒体前沿技术 

 

三、指导教师： 

丁友东教授、张文俊教授（本年度不招生）、田丰副教授、谢志峰副教授等。 

 

四、学制：4年 

 

五、参考书目:  

1、《数字新媒体概论》，张文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2、《数字媒体技术基础》，张文俊，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 

3、《多媒体技术基础 (第 3版)》， 林福宗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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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算机图形学》，倪明田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 

5、《数字技术与新媒体传播》，王宏等，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 

 

六、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丁友东（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电影高新技术。主要研究领域：老电影数字保

护与修复技术、影视大数据与信息可视化技术、增强现实与计算机动画技术等。现任上海大

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上海电影特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士、

硕士、博士学位，1997-1999年在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9年起在上海大学工作，曾

任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等职。2002年聘为教授，2004年聘为博士生导师。2001、

2003年作为访问教授分别在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日本会津大学工作。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863项目和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等 10余项，目前主持的主要课题有：中国珍贵

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数字修复系统（上海市科委重点攻关项目）等，发表学术论文 100余篇，

曾获全国青年计算机科学家会议优秀论文奖。 

  联系方式：021-56332330（O） E-mail：ydding@shu.edu.cn，网址：

http://graphics.shu.edu.cn 

 

田 丰，华东师范大学通信工程博士，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教授。讲授《数字图像

处理》、《图像处理前沿技术》、《论文写作》、《MATLAB实践基础》等课程。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上海市科委项目、上海市经信委项目、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

及横向课题多项。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 SCI检索 IEEE期刊论文 2篇，EI检索期刊论

文 3篇，CSSCI期刊论文 1篇，获得 2项发明专利。主要学术兴趣与研究领域：VR视觉艺术

理论、VR技术开发应用。 

联系方式：021-56331842，E-mail：ouman888@126.com 

 

 谢志峰（男），副教授，博士。专业：计算机应用技术。主要研究领域：计算机图形学、

图像/视频编辑处理、大数据智能处理等。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师从

国家杰青马利庄教授，获工学博士学位。近年共承担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

科技攻关、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等各级别课题 10余项，发表高水平论文 30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 20 余篇，出版专著 1本，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9项，软件著作权 4项，曾赴香港城市大

学计算机科学系作访问学者，腾讯优图项目组担任研究人员，荣获 2014 年上海市科技进步

二等奖以及 2017 年上海大学蔡冠深优秀青年教师奖。积极开展与腾讯公司、饿了么、中国

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通方信息、上海烟草、海潮新技术、唯衣科技等企事业单位的产学研

合作，研发的视觉无损压缩、卡通风格化、哼唱识别、票房可视化、人脸识别、字符识别、

http://graphics.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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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数据挖掘、智能推荐等技术和系统在企事业单位的产品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巨大

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联系方式：021-56331675，E-mail: zhifeng_xie@shu.edu.cn 

网址：http://www.vmip.com.cn 

张文俊（男）教授，博士。专业：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主要研究领域：数字媒体处理

与传播技术，数字影视制作与设计，数字媒体资产管理与版权管理技术，虚拟现实技术，计

算电磁学等。近年来，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承担和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及国家部委和上海市的纵向研究课题十余项，取得了一批有突破和创新的科研与学术成

果，先后发表了学术论文 150余篇，出版了《数字媒体技术基础》和《数字新媒体概论》等

专著 5部。曾获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十佳科技启明星和上海市科技进步奖等。目前研究的

主要项目有：基于视频流的动画绘制与生成、互操作数字版权管理系统、数字影视特效制作

等。 

   联系方式：021-56338584（O），E-mail：wjzhang@mail.shu.edu.cn 

   （本年度不招生） 

 

130300 戏剧与影视学 

本学位授权点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积累了丰富而扎实的成果，在电影研究、电视研

究和戏剧戏曲研究等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科方向。本学位授权点主干方向电影研究是国

内该领域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华语电影研究不但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具有

广泛影响。广播电视艺术学在电视艺术理论、电视剧、纪录片、跨媒体叙事等研究领域具有

较突出的成果和学术影响力。戏剧戏曲学目前在昆曲、戏曲文化和明杂剧研究方面形成特色

和优势。 

近年来，本学位授权点与上海本土的文化与产业保持紧密联系，重视对上海电影史和传

统电影理论的发掘与探索，以理论批评介入当下影视产业与创作实践，注重中外戏剧的比较

理论、戏剧与影视的互动研究，以及当代戏剧创作与实践的研究，切实影响了上海乃至全国

的影视与戏剧的文化生态建构。 

本学位点目前主要开设有电影史与电影理论研究、影视批评与类型研究、戏曲史与戏曲

理论研究、电影艺术与技术研究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 

01、电影史与电影理论研究 

上海大学在电影理论与历史的研究方向上强调基于电影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跨文化

的视野和方法：即既重视对国际和国内电影历史和理论发展的各别研究，也重视它们之间的

平行和比较研究；既强调中国本土电影历史与理论的独特经验，也重视运用国际电影历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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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成果检讨与反思本土经验和实践；既重视把国外的电影实践与理论的成果引介进来，

也重视把本土的创作和理论成果推向世界。 

随着电影研究中新兴的跨学科研究的兴起，本研究方向也将影视产业和技术，如影视产

品的生产与管理、市场与观众、新媒体技术等与影视艺术的结合等方向，将电影研究放在媒

介与产业、艺术与技术的语境中探索中国电影当下的生态环境。 

 

02、影视批评与类型研究 

影视批评与类型研究方向是一个充满学术活力的领域。本研究方向重视将影视批评与类

型分析放置在社会、文化、艺术、媒介与产业的多元语境中进行跨学科讨论和跨国界比较研

究，对电影和电视艺术与文化的自身发展、演变方式和规律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探讨不同

故事类型在影像传播中的一般规律、视觉特点和社会影响，对不同的影视作品在艺术价值、

文化价值与产业价值上表现出的相互关系及社会反应模式进行分层调查和个案研究，在坚持

精神价值和文化批判的基础上，对具体影视作品的创作实践和消费状况做出及时反馈和沟通。 

 

03、戏曲史与戏曲理论研究 

以昆、京为代表的传统戏曲系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大学戏曲史与戏曲理

论研究方向在戏曲文学、戏曲史、戏曲理论、戏曲文化研究形成多方面衍射，在昆曲、戏曲

文化、舞台艺术方面具备特色和优势。同时，该方向又注重两个并重：一是案头与场上并重，

既关注文学、历史与理论，又强调舞台艺术本体，注重场上艺术。二是古今并重，学用结合，

既注重古代戏曲发展史，又关注其当下存活状态，以学致用，以用促学。整体上形成学与术

结合，理论与实践并重，学理与实用兼顾的学科特色。 

 

04、电影艺术与技术研究 

电影艺术与技术研究着重从技术与艺术融合的角度，研究电影美术与造型、声音、动画、

虚拟空间、科教影片，探讨计算机视觉、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高新技术在现代电影工业和制作中的应用，并从心理、文化、哲学角度对这些问题做深入

研究。 

 

考试科目：1.英语 或 日语 或 俄语 

       2.戏剧与影视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3.电影专题研究 

 

指导老师： 

01、电影史与电影理论研究：黄望莉、冯果、齐伟、聂伟、饶曙光、陈犀禾（本年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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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金丹元（本年度不招生） 

02、影视批评与类型研究：曲春景、程波、刘海波、张斌、林少雄（本年度不招生） 

03、戏曲史与戏曲理论研究：赵晓红 

04、电影艺术与技术研究：仲星明、高长力、何小青（本年度不招生）、丁友东（本年

度不招生）、姚国强（本年度不招生）、潘璋敏（本年度不招生） 

   

学制：4年 

 

参考书目：  

1. 《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下），程季华等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1 年版 

2. 《世界电影史》，【法】乔治•萨杜尔著，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5年版 

3. 《世界电影史》，【美】克莉斯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4. 《电影史：理论与实践》，【美】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著，中国电影出

版社 1997年版 

5. 《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丁亚平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2005年版 

6. 《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下），李恒基、杨远婴编 三联出版社 2008 年版 

7. 《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美】克莉斯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著，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03 年版 

8. 《中国戏曲发展史》，廖奔、刘彦君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3年四月。 

9. 《中国戏曲通史》，张庚、郭汉城主编，戏剧出版社 1980年。 

10. 《历代曲话汇编》，俞为民、孙蓉蓉主编，黄山书社，2006年 1月。 

11. 《昆剧发展史》，胡忌、刘致中，中华书局 2012年 7月。 

12. 《昆剧演出史稿》，陆萼庭，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 

13. 《昆曲格律研究》，俞为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月。 

14. 《昆剧折子戏研究》，王宁，黄山书社 2013 年 1月。 

15. 《明杂剧史》，徐子方，中华书局 2003年版。 

16. 《曲学与中国戏剧学论稿》，徐子方，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7. 《叙事虚构作品》，【以色列】里蒙•凯南著，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 年版 

18. 《叙事话语与新叙事华语》，【法】热奈尔•热奈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 

19. 《后现代叙事理论》，【英】马克•柯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 《中国叙事学（图文版）》，杨义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1. 《电影电视声音创作与录音制作教程》，姚国强，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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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电视》，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23. 《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二版），罗伯特·艾伦著，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08 年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陈犀禾（男）教授，博士。专业：电影学。主要研究领域：电影理论、历史和批评，华

语电影研究。上海大学亚洲电影研究中心主任，ACSS（国际亚洲电影研究学会）副主席，中

国电影家协会高校电影联盟副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当代华语电影发展研究”、国家广播电影电视

总局项目“民营影视企业发展研究”、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中国电影学术史研究”等省部

级以上课题。出版专著 5部，发表论文 70余篇。《中国当代电影的工业和美学:1978～2008》

（2008年）由《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对中小型国有电影厂在体制改革中的困境和前途的

几点思考》（2007年）获得第十六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红色理论，

蓝色理论，以及蓝色理论之后》获中国文联 2005 年度文艺评论理论奖，《当代美国电视》获

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在美国出版专著《FILM IN CONTEMPORARY CHINA,1979-1989》（《当

代中国电影：1979－1989》）和论文多种。 

  联系方式：021-56331901，E-mail: chenxihe@msn.com 

（本年度不招生） 

 

程波（男），1976 年出生。1993 年入复旦大学学习，2003 年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毕业。

现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校艺术人文联合学科学术委员会委

员，影视制作艺术硕士 MFA学科带头人。同时为教育部戏剧影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

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影协理论委员会理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上海电影评论学会

理事。曾出版《先锋及其语境：中国当代电影的探索策略研究》《世界电影地图（三卷本）》、

《先锋及其语境：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研究》、《西风破-西方美学讲读》、《天才/疯子：达

利画传》、《西方美的历程》等著作。先后独立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上海哲学

社会科学等多项。在《电影艺术》，《当代电影》，《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

篇。1997 年开始写作小说，在《人民文学》，《山花》，《青年文学》，《小说界》，《小说家》

等刊物发表小说数十万字，2003年起从事剧本创作，策划创作监制影视剧，网剧，微电影，

纪录片若干。 

联系电话：13817035540E-mail: ellenpoe@163.com 

   

丁友东（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电影高新技术。主要研究领域：老电影数字保

护与修复技术、影视大数据与信息可视化技术、增强现实与计算机动画技术等。现任上海大

mailto:chenxihe@msn.com
mailto:ellenpo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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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上海电影特效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士、

硕士、博士学位，1997-1999年在复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9年起在上海大学工作，曾

任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等职。2002年聘为教授，2004年聘为博士生导师。2001、

2003 年作为访问教授分别在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日本会津大学工作。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863 项目和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等 10 余项，目前主持的主要课题有：中国珍贵

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数字修复系统（上海市科委重点攻关项目）等，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曾获全国青年计算机科学家会议优秀论文奖。 

  联 系 方 式 ： 021-56332330 （ O ）  E-mail ： ydding@shu.edu.cn ， 网 址 ：

http://graphics.shu.edu.cn 

（本年度不招生） 

 

冯果（女）：教授，研究方向：影视理论及创作 

创作经历： 参加过《电影春秋》、《孽缘》、《青春与共》、《我爱杰西卡》、《春蚕》等 100

多部集影视剧的拍摄。 

学术成果： 

出版两部学术专著：《多元素参与的电影表演》，《中国当代艺术电影的困境》同时，在

核心期刊和专业期刊上发表了《数字技术产业中的电影表演》、《电影中的无声艺术》、《从失

语者到叙述者－对新生代独立电影的分析》、《第三代电影人的改编艺术》、《消费社会中的电

影产业》等学术论文, 在电影专业期刊和核心期刊上共发表论文 50多篇。联系方式： E-mail: 

13816112263@163.com 

 

高长力（男），硕士，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上海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博

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广播电视。曾在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消费者报、中央电视

台《东方时空》担任记者编辑编导。1994年 12月首届国家公务员招考考入广播电影电视部

总编室（现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助理巡视员、副司长、司

长。2004 年 5 月至 2008 年 10 月，在北京奥组委任媒体运行部副部长，主要负责北京奥运

会电视转播和媒体服务工作。多年从事广播电视宣传和管理工作，近年来牵头制定了“限娱

令”“禁丑令”“限酬令”等多项重大政策。陆续在专业报刊杂志发表《守正创新攀登高峰》

等专业文章 100 多篇，著有《电视不是疯人院》《都是节目惹的祸——外国广播电视节目问

题案例研究》等专著。主持了《广播电视节目播后监管研究》《广播电视节目标准研究》《广

播电视宣传管理创新研究》等多项课题。 

联系方式：gaochangli@chinasarft.gov.cn 

 

何小青(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执行院长，上海电影特效工程

http://graphics.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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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获美术学博士学位，主要专注于公共艺术实践

理论及电影场景与造型创作研究。曾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助理、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

副院长。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环境设计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室内装饰协会设计委员会副主

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城市环境艺术·壁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2013 年获“CIDA 中国室内设

计杰出成就奖”，2014 年担任由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览》评委。独立出版《何小青设计作品集》、《都市中的屏风——城市景观墙的设计与应用》、

《公共艺术与城市空间构建》等专著。主编《为中国而设计第六届全国环境艺术设计大展获

奖作品集》、《为中国而设计第六届全国环境艺术设计大展优秀论文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公共艺术发展路径的向度分析》、《公共艺术之“公共性”流变源考》、《欧洲文艺复兴的理

性启蒙》等论文。先后承担上海市政府重点工程、“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宴厅（西大厅）室内

装饰设计”、“上海世博会‘德中同行’竹展馆室内展示设计”等多个项目。主持上海市教委

重点课程《室内设计》、上海市教委项目《崇明岛社区规划中的生态景观对策与技术研究》。

主持横向课题《上海青西郊野公园艺术规划》和《上海嘉定新城文化艺术规划》。 

2017年 5月，学术论文《中国电影专业教育的改革与反思》发表于《当代电影》。 

2017 年 9 月，学术论文《浅议“电影工业化”》荣获第 26 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

秀学术论文”奖。 

联系方式：021-56331035 E-mail：hxq@shu.edu.cn 

（本年度不招生） 

 

黄望莉（女）,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伯克利电影与媒体研究

中心副主任（执行）。1997年毕业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获得硕士学位；2009年，获得

上海大学电影学博士学位；2011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做访问学者，曾先

后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分校（UIUC）、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夏威夷大学、爱尔兰

科克大学等参加学术交流和会议。目前主要研究的领域：中国电影史、中国电影政策及其策

略研究、华语电影研究等，近些年来主持完成了一项国家社科艺术学的项目，并于 2017 年

度先后获得了的教育部规划项目、国家广电总局一般项目等两项省部级科研项目。此外，还

作为第二项目人承担了两项广电总局的部级项。在上海大学期间，作为子项目带头人，先后

参加了校级层面的“211”项目、“085”项目、“一流学科”、“高峰学科”等方面的学科建设，

取得了一些创新性研究成果，主要专著有：《政策·机制·文化：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政策

导向与国家形象的推进》、《海上浮世绘：文华影片公司初探》等。 

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 50 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两部专著分别获

得上海市第 3 期电影学重点学科、上海市第 13次社会科学文库出版资助出版。所参与的决

策咨询报告也获得了广电总局领导的批示。曾连续多年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项国内外短片、

编剧等评选委员会评委。现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理事、上海电影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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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影评论协会理事、夏衍电影研究会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港台电影研究

会会员等。 

联系电话：18017331848 

邮箱：wanglihuang2003@sina.com 

 

林少雄 （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纪实影片、影视文化与视觉认知。出版有

《意识形态的形象展示：纪实影片发展与执政党的文化策略》（2009）、《视像与人：视像人

类学论纲》（2005）、《多元文化视阈中的纪实影片（2003）、《纪实影片的文化历程》（2003）、

《人文晨曦：中国彩陶的文化读解》（2001）等十余部学术著作，其中《洪荒燧影》、《古冢

丹青》（1999）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新编艺术概论》（2007）入选国家“十一五”规划

教材，《影视鉴赏》（2007）入选中国普通高校公共艺术课程教材，《影视理论文献导读》（2005）

被国内数十家高校选用为研究生教材，《艺术概论》入选上海市市级精品课程。另有七十余

篇学术论文在《文艺研究》、《当代电影》、《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 

  主持有“国家形象的视觉呈现与传播策略”（国家哲社规划课题，2011）、“世博会中

国民族文化艺术元素的运用”（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2010）、“上海国际文化大

都市建设的实施策略及路径研究”（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2008）、“纪实影片文化史研究”

（上海市重点学科“电影学”项目课题，2008）、“从纪实影片的发展看执政党的文化策略”

（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2003）“民族艺术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课

题，2007）、“纪录片文化研究”（上海市教委社科课题，2002）等项目； 

  中国高教影视学会、中华美学学会、中国汉画学会会员。先后担任上海首届艺术博览会

开、闭幕式及专题片拍摄制作总策划（1997）、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开

闭幕式前期总策划（2003-2004），参与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中国馆、主题馆整体

策划（2009）；主编的“中国彩陶文化解密丛书”被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拍摄为六集专题

片《神秘的中国彩陶》，本人被聘请为该片学术顾问。 

  曾在德国美因茨大学、“德国之声”（2009）、新西兰奥克兰大学（2005）等高校或机

构访学、开设专题讲座、开展专题研究。 

  联系方式：（H）021-65927709，（C）18601774966 ， E-mail：linsx7709@yahoo.com.cn 

（本年度不招生） 

 

刘海波(男)，教授。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大学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常务副院长，上

海市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微电影专委会副主任，长三角影视戏剧理论研

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上海国际电影节及白玉兰电视节资深选片委员。出

版《二十世纪中国左翼文论研究》等专著两部，主持“上海经验与中国道路：上海电影中的

百年中国多元现代性研究”等哲社课题 2个，发表学术论文和电影评论数十篇。专业方向为

mailto:wanglihuang2003@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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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文化研究与批评。 

联系方式：13817756897，E-mail：f12@shu.edu.cn 

 

 

聂 伟（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电影产业、影视文化批评与新媒体研究。上

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历获上海市曙光学者、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王宽诚育才奖等称号；获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上海市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优秀文艺评论奖、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等。 

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领导小组专家评委，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专家评委，上海市学位委员会

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国际学术刊

物《电影中国》编委，《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电影新作》等国内学术杂志的学术委员与编

委。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电影产业供给侧创新与发展研究》，主持省部

级重大项目《“互联网+”语境下中国电影产业融合创新》，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7 项。专

著《华语电影与泛亚实践》等两部，编著《第六代导演研究》《电影批评：影像符码与中国

阐释》及译著等九部。 

联系方式：021-56331901，E-mail: nieweiphd@126.com 

 

潘璋敏，（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上海大学（原上海科技大学）毕业留

校任教至今，瑞典University West高级访问学者，“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16Z00672 ）。

目前主要研究的领域：虚拟空间视觉的安全性、影视视觉文化与智能科技的交织、视觉引导

的前期策划等。 

 在研2项省部级有关虚拟视觉纵向项目，近五年重要论文16篇，（SCI、EI收录6篇）；影

视作品：国际奖一部，国家奖三部，收藏二件：专利八项。 

联系方式：13901776671， Email：zmpan@shu.edu.cn 

（本年度不招生） 

 

曲春景（女）教授，硕士。专业：影视理论、影视文化批评。主要研究领域：影视理论

与批评、影视观众与接受心理研究、影视剧改编、叙事理论研究等。先后主持完成过多项重

大理论课题：2000 年主持完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叙事与价值”；2002 年主持上海市

教委项目“影视作品解读”；2003年再次负责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故事与媒介” 

的课题研究。科研和教学中获得过多次奖项：《论电视文化批评》获 2004年中国电视金鹰节

论文二等奖（金鹰奖），《论影视剧制作中的形而上学陷阱》获得中国高教影视学会年度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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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一等奖，2004年获高校优秀教师“上海市育才奖”。其著作和论文《阅读的理性》《论

视觉文化批评的当代价值》《对影视批评现状的批判》《跟随故事的转移》《叙事与价值》《当

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转向》等，曾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文艺报》、《名著欣赏》

等多家刊物介绍转载和复印。现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兼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上海

大学学报编委。2005 年春季学期应邀到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斯坦敦学院访问和讲学。 

  联系方式：021－66521636，E-mail ：quchunjing@163.com 

 

齐伟（男），博士，副教授，上海市曙光学者，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访学学者，“电影产

业与中国故事创新研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主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网络视

听委员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历获上海市晨光学者、上海大学蔡冠深优秀青年

教师奖等称号。主要研究领域：华语电影历史与理论、当代华语电影批评、新媒体与电影产

业等。 

近五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课题 1项，省部级课题 1项，主持完成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部级课题等省部级课题 4 项，上海市教委项目 3 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

出版学术专著 1部，在《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现代传播》《上海大

学学报》等多家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在《解放日报》《中国艺术报》等主流报

刊杂志发表影视文化时评二十余篇。相关研究成果先后获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第九届“学

会奖”著作类专著一等奖，第十四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十一届上海

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三等奖等。 

联系方式：021-56331901 邮箱：qwei712@163.com 

 

饶曙光（男），研究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上海大学、

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兼职教授。中国电影电视评论学会会长，北京国

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艺术总监。多次担任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国家社科基金

艺术学项目、国家广电总局社科基金项目评委、评审。 

1985 年开始从事电影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史、当代中国电影电

视、影视与大众文化等。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了 400 多篇文章，共 300多万字。《创意制

胜——跨越电影产业化初级阶段》获第二十一届中国电影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论文一等奖。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获第八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著作类特等奖。《华语电影新发展及

其前景》荣获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文章类特等奖。 

出版了多部译著和专著，主要有：《中国文学理论》，《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中国喜

剧电影史》、《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新中国 60年电影形态研究》、

《中国类型电影：历史、现状与未来》，《中国（华语）电影发展与对外传播》、《博影而思—

—饶曙光文集 1、2、3、4》。主编有《中国电影分析》、《新思维 ·新力量·新方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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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与民族电影——中国民族题材电影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侯孝贤电影研究》等。承担

并完成过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国家广电总局部级社科项目。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中国电影通史》（首席专家）。 

 联系方式：010-64296146，E-mail: raoshuguang@126.com 

 

姚国强（男），北京电影学院声音学院教授、国家一级录音师，北京电影学院博士生导

师；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生导师（兼）、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兼）；原北京电影学院科研

设备处、科研信息化处处长。 

现任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副会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微电影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声音艺术工作委员会会长，中国录音师协会电影电视声音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国家《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影视卷”编委会编委、“影视声音卷”主编等多项社

会学术职务。  

先后公开发表各类学术文章 15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含译著）15余部，主持了 30余

项各级各类科研课题。多项学术成果获奖。 

先后参与电影故事片声音创作 10余部、动画片 1部、环幕电影 2部；电视剧声音创作

百余部集。多部影视作品获奖。 

主要学术研究方向：电影声音艺术创作及理论、电影声音艺术史、电影声音美学、声音

人类学和电影声音艺术教育学。 

联系方式：E-mail：ygq@bfa.edu.cn；yaogq8888@sina.com.cn  

（本年度不招生） 

 

赵晓红(女),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硕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戏剧戏曲学博士，首

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教授，上海大学戏剧戏曲学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

典戏曲史论。主持教育部课题《江浙沪戏曲剧团体制转型及推进产业化发展研究》、国家古

委会项目《朱有燉集》等。出版专著《朱有燉研究》《江浙沪戏曲剧团体制转型及推进产业

化发展研究》《昆曲艺术概论》（合著）《中国戏曲美学》（合著）多部，在《文学遗产》《戏

剧艺术》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目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清抄本昆曲身段谱研

究》。 

联系方式：18018626092， Emai：38916139@qq.com 

 

张斌（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影视批评与类型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影视理论与

批评、新媒体与影视产业、媒介理论等。担任：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国家一级学会）影视评

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国际短片大赛选片人，上海

电视节电视剧“白玉兰奖”选片人等。曾先后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夏威夷大学创意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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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学院、曼切斯特都会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访问交流。 

主持教育部、上海市、国家广电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教委、上

海市高峰学科建设项目等科研项目多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两项，决策咨询专报多

次获得中央和上海市政府采纳与主要领导批示。出版专著 2部，译著 1部，合著 8部，主编

2 部，在 CSSCI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十余篇（次）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影视艺术》《新闻与传播》《文化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等全文

转载，在《文艺报》《文汇报》《中国艺术报》《文学报》等国内主流报刊发表大量影视评论

作品，学术成果曾获得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学会奖”论文一等奖（两次）与著作二等奖、中

国电视金鹰奖电视艺术论文一等奖、中国电视飞天奖电视剧评论二等奖、上海大学年度科研

创新贡献奖（人文社科艺术类）高端论文二等奖、中国传播学论坛优秀论文奖等学术奖励。 

联系方式：15821188919，E-mail: skyz@vip.163.com 

 

仲星明（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南京艺术学院尚美分院创始院长、上

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创始院长、文化部全国文化艺术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

教育促进会数码艺术教育委员会会长、中国包装联合会设计委员会常委及华东区秘书长、

2008奥林匹克美术大会数码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住建部建筑文化中心公共艺术研究院院长、

中国数字图形图像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学院奖常务理事及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动画

学会理事、中国玩具协会理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委。 

主要研究领域：数码影像艺术、文旅创意产业。编撰出版了《印刷工艺与装潢设计》、

《佛教艺术》、《苗绣密码——战神的召唤》等学术著作及主编了《二维动画艺术与数码技术》、

《网络信息检索与运用》、《数码图形设计》、《数码漫画》、《数码立体造型》、《电脑游戏基础

设计》等丛书，被教育部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同时发

表了《构筑中国数码艺术基础教育体系》、《计算机美术设计基础及应用》、《艺术与设计基础》、

《易学图形概念研究》等专业论文十多篇。先后完成了“中国网络文化研究现状分析”、“普

通高校美育课程体系研究”等研究课题，主持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

目“数码艺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数码艺术教育模式探索”等多个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主持承办了2008年国际奥林匹克美术大会数码艺术大展暨专家论坛、全国数码艺术教育

成果展及高峰论坛、中国包装联合会第九届华东大奖、中国学院奖数字出版设计论坛、国际

数字创意与工业设计大赛暨第七届全国数字艺术设计大赛、中国学院奖第六届影视动漫大赛

颁奖典礼暨教育论坛等大型学术活动。 

50多件作品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荣获首届中国优秀包装设计师，国际商业美术设计师

A级，2011年中国学院奖年度人物“数字艺术教育贡献奖”，2012年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中

国数字影像年度人物奖”。 

同时，参与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主题演绎策划；主持了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

mailto:skyz@vip.163.com


 

153 

 

中心的国家文化地理信息库建设重大项目《中国节日影像志》子课题、《少数民族地区自然

村寨空间形态保护与发展》系列项目，其中作品《赛装节》在第二届中国澳门国际数字电影

节暨数字艺术博览会中荣获“最佳数码纪录片”奖；担任数码电影《良心作证》、《生死诺言》

制片，哈尔滨2009年第24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式《青春·未来》大型文艺演出策划、

视频监制；主持了第六届中国戏剧艺术节、亚太经济APEC中国馆、陕西省宝鸡市法门寺、南

京市地铁1号线、南京市中央公园、南京市栖霞山文化旅游景区、栖霞寺三论宗祖庭主题公

园、常州市宝林禅寺、扬州市宝应泰山殿、重庆市潼南大佛寺等大型项目的总体规划和艺术

设计。 

目前，正致力于艺术教育、艺术科技、艺术禅和佛教文化艺术的研究与创作、文化旅游

的规划设计。同时致力于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大型项目数据库建设、全国文化艺术

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项目子课题——图形符号标识规范；主持上海市文教结合项目“高层

次文化艺术人才工作室——中美人类想象力研究数码艺术工作室”及“高校紧缺艺术人才创

新工作室——中韩VR技术研发与国际化创新艺术人才培养工作室”。 

联系方式：电话:021-69982262邮箱:zhongxingming88@126.com 

 

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 

080100 力学 

上海大学力学学科由我国著名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钱

伟长先生所创立，在国内外力学界享有声誉，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自 1984 年建立固体力

学博士点以来，如今已拥有力学一级博士点（包含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固体力学、流体力

学和工程力学）。先后被评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上海市重点学科和优势学科、上海市一

流学科、上海市高原学科，以及教育部 211 重点建设学科等。2007 年流体力学成为教育部

国家重点学科，2017 年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排名 B+(并列第九)。 

力学学科拥有的平台/基地有：上海市能源工程力学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力学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上海市“现代力学”E研究院等。拥有工业与环境流体力学实验中心、固体力学

实验中心、科学与工程分析计算中心等；以本学科为活动基地的有关机构有：中国力学学会

理性力学与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中国力学学会波纹管及管道力学专业委员会/上

海大学波纹管研究中心、上海市非线性活动中心、上海大学非线性科学研究中心等。 

由学科主办的国际非线性力学系列会议(ICNM)成为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IUTAM)

旗下的系列会议。学科主办的《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English Edition）

是国际力学核心 SCI 期刊，被美国力学科学院评为 17 种国际力学刊物之一，曾获得国家期

刊奖，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期刊奖等，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自 1984年来本学科已主办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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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期 seminar，很多国内外知名学者曾在此报告交流，不仅在国内力学界有一定的影响，而

且已成为上海大学的文化品牌。 

目前本学科周哲玮教授担任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现有教育部长江学者2人、杰出青

年基金获得者3人、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3人、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1

人，以及上海优秀学科带头人、领军人才、曙光学者、启明星、浦江计划学者等人才计划20

余人次，有境外学位或学术经历的学科成员已超过75％。“面向工程问题的LBM研究”于2009

年获得了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发展计划的资助。此外，还曾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科学院、上海市和各部委的科技进步奖，并与国际、国内同行建立了

广泛的联系。近年来，本学科成员先后出访美国哈佛大学、布朗大学、西北大学、康奈尔大

学、伊利诺斯大学、法国巴黎居里大学等学术机构，与美国布朗大学、西北大学、加拿大阿

尔贝塔大学、法国里尔大学等建立了科研合作关系，有效地提高了科研团队的研究工作的水

平。除了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金、蔡冠深奖学金、宝钢奖学金等、本学科设立了 “创优

计划”以及钱伟长奖学金等一系列针对优秀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资助项目。本学科积极推荐

研究生前往国内外著名的机构学习，开阔视野，现已有若干硕士毕业生和在读博士生成为本

学科与国外著名大学的联合培养博士生，除此之外，学校还额外资助部分优秀的在读研究生

赴国外知名院校学习交流。 

研究方向 

01．非线性动力学与控制 

02．能源材料力学 

03．复杂流动机理与控制 

04．能源装备中的力学 

05. 新型材料的力学测试与实验技术 

06．计算固体力学与流体力学 

07．水动力及环境流体力学 

08. 微纳米力学 

09. 实验固体力学与流体力学 

指导教师：陈立群教授、陈红勋研究员、程玉民教授、楚海建教授、丁虎研究员、代钦

研究员、狄勤丰教授、董宇红研究员、方岱宁教授、郭战胜教授、郭兴明教授、胡国辉教授、

胡宏玖研究员、黄虎教授、江进武教授、卢东强研究员、卢志明研究员、陆泽琦副研究员、

王伯福副教授、姚文娟教授、杨小权副教授、张田忠教授、张俊乾教授、张东升教授、张能

辉教授、张武教授（本年度不招生）、周全研究员、周进教授、朱卫平研究员、刘宇陆教授(兼

职)、翁培奋教授（兼职）、邱翔教授（兼职）。 

考试科目： 

1.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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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力学专业基础 

3. 力学专业综合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陈立群（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主要研究领域为非线性动力学和振动控制，具体方向包括：振动能量的非线性采集、非

线性减振和隔振及其在航天工程中应用、轴向运动连续体振动分析和控制等。发表论文被SCI

收录200余篇，SCI检索他引3000余次。在过去四年均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作者。学术荣

誉和奖励有国务院特殊津贴（2012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8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2007年)，全国模范教师(2009年)，全国优秀博士后(2005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第

二完成人，2017年)，上海市领军人才(2008年)，上海市高校教学名师奖(2011)，上海市教

学成果一等奖(第二完成人，2013年)，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2015年)，上海市优秀

博士论文(2000年)。所指导的博士生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和中国力学学会优秀博士论

文提名奖。学术兼职有中国力学学会理事，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理事，SCI一区期刊Nonlinear 

Dynamics副主编、《力学学报》中文版和英文版副主编，《应用数学和力学（英文版）》副主

编，以及十余种国内外期刊和丛书的编委。在研课题有国家自然科学面上项目和上海市教委

重大项目。 

联系方式：E-mail：lqchen@staff.shu.edu.cn 

 

陈红勋（男）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流体力学。 

主要研究领域：水动力学、流体机械流体动力学、流体机械流激振动。曾主持和参与完

成国家、部（省、市）科研课题多项，完成企事业单位委托研发项目多项，曾参与南水北调、

太湖流域防洪、上海市政等若干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和咨询。作为主要完成人曾获国家教委

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以及

浙江省水利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作为第一完成人曾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各1

项。目前在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国防以及企业委托项目等。 

联系方式：021-56338641 (O) ,E-mail：chenhx@shu.edu.cn  

 

程玉民（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固体力学、工程力学。 

主要研究领域：计算力学及其应用软件；大规模科学和工程计算。目前主要从事无网格

方法及其应用软件的研究工作，担任国际应用力学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pplied Mechanics)执行委员会委员，《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s》副主编，

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Mechanics》、《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Engineer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 Experimental Mathema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hysics》和《计算机辅助工程》等期刊编委。

mailto:lqchen@staff.shu.edu.cn
mailto:chenhx@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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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应邀担任《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特刊《Mathematical Aspects of 

Meshless Methods》的客座主编。发表SCI论文100余篇，SCI他引2000余次，SCI论文的H因

子为31。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项）、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

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目前承担课题：聚合物凝胶非线性分析的维数分裂-无网格方法（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联系方式： 13918010618 (M)。 

E-mail: ymcheng@shu.edu.cn； ymcheng@sh163.net。 

 

楚海建（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2013.03~ , 上海高校东方学者特聘教授，力学系教学主任。 2011.01~2013.01, 美国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客座研究员，2012.01~2012.06,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工学院研究员

2009.12~2011.01, 美国阿克伦大学工学院访问学者; 2006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获

博士学位; 2006年获校级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2008年获省青蓝工程优秀中青年骨干

教师培养对象。 

主要研究领域: 微纳米结构的力学性能及其优化, 位错动力学与晶体塑性、极端条件下

材料力学性能。涉及金属材料微观变形机理、微观缺陷相互作用及其演化、不同尺度的关联

性等研究，侧重于力学学科与材料学科的交叉，具体采用的方法包括：原子模拟、晶体塑性

有限元，位错动力学方法等。 

科研项目：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青年基金1项、市教委东方学者科研基

金1项、市教委自然基金1项；参与国家基金2项、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挑战计划1项、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项目1项。留学美国期间参加美方DOD项目和国家实验室项目等多项。在

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45篇，部分成果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lasticity》，《Journal of the Mechanics and Physics of Solids》, 《Acta Materialia》, 

《Journal of Applied Mechanics(ASME) 》, 《Internal Journal of Structures and Solids》, 

《Smart Materials Science》等。 

联系方式：上海大学宝山校区HE203室; 021-66136103; 

E-mail：hjchu01@gmail.com; hjchu@shu.edu.cn 

 

丁虎 （男）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主要研究领域：连续体振动非线性抑制，主要包括：非线性减振器设计；各类弹性结构、

高速移动弹性体、高流速管道等连续体振动的高效抑制；以及非线性减振器在重大工程中的

应用研究，等等。 

1978年出生，2008年于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获得一般力学与力学基

础专业博士学位，之后留所工作至今，2014年破格晋升研究员。2012年-2013年，在加拿大

mailto:ymcheng@sh163.net
mailto:hjchu@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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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大学任为期一年的访问教授。2015年-2016年，访问香港城市大学。2016年-2017年，

访问美国杜克大学。2018年10月，访问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目前已主持研究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四项；主持上海市重大项目一项。2010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2014

年、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三次获得上海市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奖(导师)；指导的前三位博士研

究生在读期间均获得CSC资助访学美国。2015年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项目资助。

2017年，入选上海市曙光计划。参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7)、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

奖(2013)，和上海市自然科学二等奖(2017)。迄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发表的论文被SCI

收录80余次，代表作发表在ASME 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Acoustics，European Journal 

of Mechanics A/Solids，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Science in China等期刊上。 

联系方式：E-mail: dinghu3@shu.edu.cn 

 

代钦（男 ），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实验空气动力学、近海工程。 

1998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海岸与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历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上海大学副研究员、研究员。2000-2009年先后赴韩国浦项科技

大学（POSTECH）、法国里尔科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进行访问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效飞行器空气动力学，风洞测控技术、激光技术在流体测量中的应用，

如激光多普勒测速（LDA）应用、粒子图象/跟踪测速（PIV/PTV）技术和压敏漆（PSP）技术

的开发应用等研究工作。现任中国力学学会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实验流体专业组成员，空气

动力学会流动显示专业委员会和测控专业委员会委员，《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杂志编委。

主持和参加完成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和韩国科学技术部国家

实验室研究项目（NRL Program）。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近自由表面仿生翼翼尖三维

非定常流动控制及增升减阻机理的实验研究”和企业委托项目的研究工作。 

联系方式：021-56333276 (O)，E-mail：daichin@shu.edu.cn 

 

狄勤丰（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石油钻探技术》、《渗流力学进展》、《Journal 

of Hydrodynamics》编委，中国力学学会及中国石油学会会员，第三届中国力学学会产学研

工作委员会委员，第三届波纹管及管道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2010年入选上海领军人才，2012

年入选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主要研究领域：石油工程中的力学问题，石油工程新技术、石油专用工具开发、提高石

油采收率新技术等。近期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兴趣为：石油管柱动力学分析及应用平台研发、

复杂结构井井眼轨迹控制技术、基于纳米材料的提高采收率新技术、微流动可视化技术等。

先后主持和参与过60余项科研课题，包括：国家863课题3项，国家自然科学家重点项目1项

和面上项目5项，国家重大专项子课题1项。 

曾获多个奖励，其中一等奖1项（第一完成人），二等奖多项。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

mailto:dinghu3@shu.edu.cn
mailto:daichin@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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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授权发明专利20余件，出版著作1部、合著1部、编著1部。 

联系方式：021-56333256（O），E-mail：qinfengd@sina.com 

 

董宇红（女），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流体力学。 

四川大学工程力学系本科毕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法国巴黎第六

大学博士后。2009年2月起，任上海大学研究员，同年5月获博士生导师资格。 

研究方向：湍流、复杂流动和传热传质计算机模拟、多相流、气动声学，流动控制和减

阻； 

研究领域: 剪切湍流、气-海界面、流-固（气-液）多相多场流动和流动噪声等大气海

洋物理、环境科学和工程中的流体力学问题。 

主持和参加项目：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和上海市科研创新基

金项目；参加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973子项目、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和百人计划、上海

市基础研究重点项目和上海市自然科学重大项目等。 

主要研究课题：湍流中颗粒和液滴扩散、团聚和沉降；流动控制和减阻；复杂流动声源

和湍流声学特性；高Prandtl数和高Schmidt数的湍流标量输运；分层剪切湍流问题，湍流的

DNS和LES方法和亚格子模型研究，格子Boltzmann方法(LBM)运用于湍流和噪声问题的研究，

海-气界面动量和热量/质量通量输运等。 

研究成果：相关学术论文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如：Physics of Fluids，Int. J. Heat 

& Mass Transfer，Atmosphere-Ocean，ASME Journal of Heat Transfer，Acta Mechanica，

Heat and Mass Transfer，Computers & Fluids，Sci他引三百余次。 

联系方式：18017115367 (O)； E-mail: dongyh@staff.shu.edu.cn 

 

方岱宁（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材料与结构力学。 

1982年和1986年分别在南京工业大学获本科和硕士学位，1993年在Technion-Isre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获博士学位，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长期从事力电磁热多场耦合作用下先进材料与结构的力学理论、计算与实验方法研究。

拓展了铁电/铁磁材料宏微观变形与断裂理论，在有限元分析与器件设计中获得应用；发展

了轻质多功能复合材料力电磁热多场多尺度计算力学方法与设计制备方法，并将所制备的轻

质多功能材料与结构应用于国防装备建设；发展了先进材料力电磁热多场多轴加载和测试技

术与实验方法，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十余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仪器，并获得推广应

用。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联系方式：E-mail: mh_zhu@shu.edu.cn 

 

郭战胜(男) 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固体力学。 

mailto:qinfengd@sina.com
mailto:dongyh@staff.shu.edu.cn
mailto:mh_zhu@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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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化学储能材料及系统的力-化耦合研究-重点研究锂离子电池、锂硫电池等体

系；复合材料力学研究-重点研究极端环境下的材料力学性能演化。 

1996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建筑工程专业，2001年获哈尔滨工业大学结构工程硕士学位，

2004年获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力学博士学位；2006年同济大学力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进入

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工作；其中2009-2010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

持、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 

联系方式：13621920499;E-mail：davidzsguo@shu.edu.cn 

 

郭兴明（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固体力学、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主要研究领域：材料和结构的多尺度力学，微纳米力学与多物理场耦合问题研究，力学

中的数学建模理论与方法等。曾负责完成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基础研究重点

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等项目，现正主持国家自然基金（等效负质量超材料的力学性质与

设计应用等，微纳尺度力学问题研究及尺度效应），科技部973课题等项目多项，曾获上海市

自然科学二等奖 (排名第二 ),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ci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Mechanics, Nanotechnology,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European Journal of 

Mechanics，Physical Review Letters，Journal of Mechanics and Physics of Solids, 

Composite Part B等发表论文70余篇, SCI 他引600余次，ESI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多篇。

目前从事的课题和方向：微纳尺度介质和结构的尺度效应问题研究；超材料力学；复杂环境

下风力机支撑结构系统动力学稳定性及安全评估等。现任“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主编等。 

联系方式：021-56331453(O)，E-mail: xmguo@mail.shu.edu.cn 

 

胡国辉（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流体力学。 

主要研究领域：微纳米尺度流动，生物流体力学，流动稳定性理论，非定常流和涡运动。 

1999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其后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德国马普海洋微生物研究

所从事博士后研究。2002年至今在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工作。2011年-2012年美国

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访问学者。先后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

级科研项目，在Nanotechnology、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Biomechanics and Modeling 

in Mechanobiology、Physics of Fluids、、Science China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

余篇，获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等荣誉。目前从事的研究领域为细胞生物流体力学，微纳米尺

度流体力学、细微颗粒在复杂介质流体界面中的输运等。 

联系方式：13816252827 (O)；E-mail: hu.guohui@gmail.com 

 

mailto:davidzsguo@shu.edu.cn
mailto:xmguo@mail.shu.edu.cn
mailto:hu.guohu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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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宏玖（男）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力学学会理事。专业：工程力学。 

主要研究领域：新型能源材料的力学行为与设计；压力容器与管道断裂理论与失效机制。

主持了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项省部级和8项横向合作课题，

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省部级与横向课题各1项。以第一发

明人获国家发明专利10项和1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出版专著1部，在J. Power Sources、Phys. 

Chem. Chem. Phys、Materials & Design、J. Mater. Sci.、Compos. Struct.、Polymers

和Mater. Chem. Phys.等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1

项。目前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为：（1）离子输运-物理老化-变形耦合时聚合物

复合材料固态电解质的松弛行为； （2）电解液-温度耦合条件下填充交联高聚物的物理力

学特性与高比容量电极的制备及性能优化。 

联系方式：021-56338345 (O)、13916709109 ，E-mail: huhongjiu@shu.edu.cn 

 

黄 虎（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石河子人。专业：流体力学，海岸、海洋

工程。研究领域：波湍流(WT)，波-波共振，波-流-海底共振，波-波-船舶共振。 

主要从事海洋水波动力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研究及其在“港口、船舶、海岸、海洋工程”

中的应用。在“缓坡方程、短峰波、多色多向波、波-波共振条件、波湍流”等诸多水波基

本模型构建方面多有所得所创，成为我国“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学科第一篇全国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获得者（2004年度），并获得如下奖励和成果：2002年度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

术奖：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第一完成人）；2002年度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2年度上海市

浦江人才计划学者——特殊急需人才（D类）；Huang H. Dynamics of Surface Waves in 

Coastal Waters——Wave-Current-Bottom Interactions. Higher Education 

Press-Springer，2009. 

联系方式：021-56331451(O)；E-mail：hhuang@shu.edu.cn 

 

江进武（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固体力学。 

2013 年中组部第五批“青年千人”入选者，基金委 2018 年“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2003 年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毕业；2008 年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博士毕业；此后在新加

坡国立大学和德国包豪斯大学做博士后；于 2013年底回国，到上海大学力学所工作。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Nano. Letters, Journal of the Mechanics and Physics 

of Solids 等杂志上发表一些论文，文章被他引 2000 余次，有四篇论文入选 ESI 高被引论

文。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是固体力学，微纳米力学；特别是使用物理学中晶格动力学的基本方

法来分析固体材料中负泊松比等有趣的力学现象。 

联系方式: jiangjinwu@shu.edu.cn; jwjiang5918@hotmail.com 

 

mailto:huhongjiu@shu.edu.cn
mailto:hhuang@shu.edu.cn
mailto:jiangjinwu@shu.edu.cn
mailto:jwjiang5918@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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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东强（男），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 

1972年出生，复旦大学力学理学学士（1995）、上海大学流体力学工学硕士（1998）、香

港大学海洋与近海工程（流体力学）哲学博士（2003）。2009年2月起，任上海大学研究员，

同年5月获博士生导师资格。2003–2007年之间（累计20个月），任香港大学Research 

Associate；2012年8月，任香港大学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

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  

主持十余个项目，分别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水利工程仿真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单位的相继

资助，并参加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子课题。 

目前担任《Journal of Hydrodynamics》(SCI &EI)副主编、《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 Experimental Mathematics》《Advances and Applications in Fluid Mechanics》

《IAE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力学

季刊》等期刊的编委、中国力学学会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水动力学专业组成员、中国

数学学会奇异摄动专业委员会理事、上海市力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国际水动力学会

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ydrodynamics）常设秘书处副秘书长。曾任《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English Edition)》《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Letters》

等期刊编委、中国力学学会水动力学专业组副组长。  

入选“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2007），获得“周培源水动力学奖”二等奖（2015）、

“周培源优秀水动力学论文奖”二等奖（2007）、上海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奖（2006）、“上海

大学第十届十佳杰出青年”（2011）、上海大学理学院青年教师年度科研优秀奖（2006, 2009）、

教学优秀奖（2011）、优秀研究生导师奖（2013）。两名硕士生获得“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

（学位论文）”奖（2011, 2015）。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是船舶与海洋工程水动力学。流体力学领域（招收博士生、硕士生）

的主要研究方向为（1）分层海洋中运动潜体生成的内波及其表面效应；（2）海洋超大型浮

式结构物的水弹性理论及其应用等问题；应用数学领域（招收硕士生）的研究兴趣在于（3）

近似解析方法在水波动力学中的应用。 

个人主页：http://my.shu.edu.cn/cn/dqlu电子邮件：dqlu@shu.edu.cn 

 

卢志明（男 ），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流体力学。 

主要研究领域：湍流理论与实验，环境流体力学，非线性水波。 

199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应用力学系，1993年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1998年博士毕业于

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2000年12月至2004年3月就读于英国Loughborough

大学数学系，2004年7月获博士学位，2005年晋升研究员。迄今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两项，主持上海市浦江计划，上海市教委重点项目各一项。目前承担项目：复杂湍流系统中

mailto:dqlu@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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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度结构及其对输运特性影响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及拉格朗日湍流结

构特性及其对输运扩散影响的实验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已发表科研论文40

余篇。 

联系方式：021-56331451；E-mail：zmlu@shu.edu.cn 

 

陆泽琦 （男），副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主要研究领域：非线性动力学与振动控制 

1985年出生，2014年于哈尔滨工程大学获得轮机工程博士学位，2016年于上海大学上海

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完成博士后研究，2018年任上海大学力学学科副研究员，2019年任

博士生导师。目前任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振动所党支部书记，国际学术期刊AJMA的编委。在

隔振与能量采集系统中非线性动力学及其应用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较大理论意义和工程

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形成鲜明研究特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国

家博士后基金项目和航天八院509所合作项目等，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上海市

创新计划重大项目等。获得软件著作权1项，国家发明专利5项，研发的超低频隔振结构有望

应用于遥感卫星、潜艇隐身和汽车工程等领域，获得了同行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发表于力

学旗舰期刊ASME J Appl Mech，振动类顶刊J Sound Vib和ASME J Vib Acoust，机械工程顶

刊Mech Syst Signal Pr等，总计发表论文26篇，《力学学报》受邀第一作者综述论文1篇，

JCR一区期刊论文10篇，JCR一区论文SCI他引152次，单篇最高引用40次。提出了双层非线性

隔振方法，被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Dowell等称为‘研究很有启发性’。 

联系方式：电话 18521762968， 邮箱 luzeqi@shu.edu.cn 

 

王伯福 （男）副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流体力学。 

主要研究领域：流动不稳定(热对流、边界层、旋涡、电磁流)，湍流热对流，机器学习

在流体力学中的应用(流动结构识别，流场重构，流动控制)  

分别于2008年与2013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与博士学位，随后先后在武汉

大学、台湾大学、杜伦大学、诺丁汉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16年被上海大学应用数学和力

学研究所(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聘为副教授。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湍流与流动不稳定性以及基

于机器学习的流动识别、预测与控制。在研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项，

上海市科委“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一项。在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Physical Review 

Fluid, Physical Review E, AIAA Journal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联系方式：邮箱：bofuwang@shu.edu.cn 

 

姚文娟（女）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专业：固体力学、工程力学、结构工程 

mailto:zmlu@shu.edu.cn
mailto:luzeqi@shu.edu.cn
mailto:bofuwang@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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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工程结构和生物结构的力学行为研究 

新型材料的力学理论及数值方法研究 

重大建筑工程、水利水运工程中的新型结构和疑难问题研究 

先后主持国家课题；上海市基础研究重点项目；交通部攻关课题以及横向应用研究课题

等共28项。2000年以后在土木工程学科国际顶级杂志ASCE，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ASCE， Journal of Geomechanics，发表封面论文3篇。在Appl. Math. Mech，

Advances i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cta Oto-Laryngologica，Journal of Mechanics 

in Medicine and Biology，J Mater Sci: Mater Med， Shock and Vibration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Methods，

Nuclear Engineering and Design等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第一作者及第二（通讯作者）论文

166篇，其中被SCI、EI收录108篇。主撰及主编专著3部。发明专利及软件著作12项。任中国

核心期刊《医用生物力学》 《中外公路》 及国际SCI期刊Journal of Mechanics in Medicine 

and Biology编委。获水利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国家“十五”科技重

大攻关课题子课题第一完成人2009），获中国港口科学进步三等奖（主持人2017）目前主持

主要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耳蜗主动感音机制中多物理场耦合非线性行为特征研究》

及交通部课题《新型嵌入式壳桶结构关键技术研究》。 

联系方式: 13564848487; E-mail: wenjuan@mail.shu.edu.cn 

 

杨小权（男），高级工程师，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计算流体力学。 

主要研究领域： 

飞行器设计空气动力学 (大型客机气动计算与优化设计、直升机旋翼气动计算与设计) 

计算流体力学方法与软件开发 (高精度间断伽辽金方法、大涡模拟方法、软件开发) 

复杂湍流与噪声 (复杂湍流分离流、湍流控制、噪声预测与控制) 

航空发动机流动换热 (盘腔流动与对流换热、旋转爆轰) 

在大型客机机翼增升装置、直升机旋翼和发动机流动换热等领域的定常/非定常复杂构

型湍流的数值模拟、RANS/DES/LES模拟方法、高阶DG方法、湍流、分离流控制和流动噪声等

方面长期开展基础应用研究。在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工作期间参与了ARJ21-700飞

机和C919飞机有关气动和噪声的试飞和风洞试验，参与攻克了ARJ21-700飞机机体细小部件

的部分啸叫噪声问题。在AIAA Journal、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Computers & 

Fluids、Journal of Aircraft、航空学报、航空动力学报、空气动力学报等国内外知名刊

物发表论文30 余篇，其中SCI 检索7篇，EI 收录20 余篇。曾获得C919飞机首飞突出贡献奖、

上海市优秀青年学者奖、中国航空研究院上海分院第一届结构优化设计大赛三等奖等。科研

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航空发动机XXX软件开发项目、国家数值风洞

高精度DG数值方法项目、XXX一体化仿真平台气动噪声预测方法项目等航空领域重大项目。 

mailto:wenjuan@mail.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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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Tel: 13774380359；邮箱：quanshui@shu.edu.cn 

 

张田忠（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专业：固体力学。 

主要研究领域：纳米材料、结构和器件中的力学理论及其应用。 

先后承担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如《Physical Review Letters》、

《Journal of the Mechanics and Physics of Solids》、《Physical Review B》、《Applied 

Physics Letters》、《力学学报》等发表论文30余篇。获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2005），上

海市曙光学者（2008），上海大学十佳杰出青年（2009），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2002）等

荣誉。目前承担主要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纳米机械双稳器件的理论和试验研究》、

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碳纳米管力学行为的小尺寸效应及相关器件原理》等。 

联系方式：021-56331208 (O)；E-mail：tchang@staff.shu.edu.cn 

 

张俊乾（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固体力学、一般力学。 

主要研究领域：非均质材料力学，复合材料力学，能源材料力学，力学-化学耦合问题。 

1996-1998年、1999年、2002-2003年先后三次共三年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资助，在德国Paderborn大学任客座教授。中国力学学会固体力

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获奖：教育部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0年，排名第一）；国家

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88年，排名第二）；国家自然科学奖四等奖（1987年，排名第三）， 

上海市自然科学三等奖（2009年，排名第一）。提出了复合材料多层开裂及层间分层分析的

“等效约束模型”，该模型被国际同行大量引用并得到应用。提出了金属基复合材料热机械

疲劳寿命分析的循环热塑性模型，解释了同相与反相热机械疲劳寿命曲线的交叉现象。发展

了有限尺寸压电片/结构力电耦合分析新方法。提出了z-pin和缝纫复合材料纤维非均匀分布

的表征模型。基于力学分析提出了锂电池层状电极设计的新方法。目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等。 

联系方式：021-66134972 (O)，E-mail:jqzhang2@shu.edu.cn 

 

张东升（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实验固体力学、生物力学工程。 

主要研究领域：(1) 近代光学测试技术与设备研发, 包括数字图像相关、激光干涉测量、

偏振光检测、栅线投影测量，红外无损检测、高光谱图像探测、细观力学变形测试技术等。

(2) 生物材料微观结构与宏观力学行为的关系，仿生材料的设计、制备方法，力学性能评估；

口腔生物力学、骨与关节生物力学测试与仿真。 

分别于1987年和1990年在国防科技大学获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93年在天津大学获博

士学位。2000-2003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交流访问，2003年在上海大学任教授。主持国家科

mailto:quanshui@shu.edu.cn
mailto:tchang@staff.shu.edu.cn
mailto:jqzhang2@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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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要科研项目，开发了多台套光测力学测试设备，

发表SCI论文80余篇，用于2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 

联系方式：021-66135258 (O), 13764972329 (M)；E-mail：donzhang@staff.shu.edu.cn 

Homepage：http://www.scicol.shu.edu.cn/mechanics/LabBioEng.htm 

 

张能辉（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固体力学。 

主要研究领域：生物芯片系统纳米力学和粘弹性结构的非线性振动。 

1998年获兰州大学博士学位；1998-2000年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博士后；2009

年5月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访问学者，2012-2013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访问学者，2014年9月

美国布朗大学访问学者。先后承担和参与20余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已在J Mech Phys 

Solids, Biomaterials, Current Opinion in Colloid & Interface Science, Soft Matter, 

Nanotechnology, Biophysical Journal, Biomechanics and Modeling in Mechanobiology, 

J Biomech, ASME J Appl Mech, Int J Solids Struct, J Appl Phys, Thin Solid Films

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获2000年上海市科协第八届青年优秀科技论文二等奖，2003

年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排名3)，2004年度上海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后备人选，2005年

第十九届上海市优秀发明选拔赛一等奖(排名3)，2005年第十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青年

教师奖，2007年全国高等学校实验实践教学改革交流会暨论文征文评选活动三等奖，2008

年上海高校优秀青年教师，2013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排

名4)，2015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联系方式：021-66136905 (O)；E-mail：nhzhang@shu.edu.cn 

 

张武（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流体力学。 

研究领域：计算流体力学（CFD），高性能计算及其应用（HPCA）。 

1994 年“大攻角非对称脱体涡流的数值研究”获西安交通大学科研成果一等奖，1995 年

获西安交通大学国尾武青年科研奖，2005获美国伊利诺理工学院年度科研奖。长期从事计算

流体力学和高性能计算及其应用的研究工作，已发表研究论文100余篇。 

多次举办国际会议并担任大会主席（第一届HPCA-上海2004、第二届HPCA-上海2009、第

三届HPCA-上海2015；中国-巴西应用和计算数学研讨会第二届Iguazu2014、第三届上海2016、

第四届Iguazu201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德中心资助项目中德基于云的高性能计算双边研

讨会-上海2012、Potsdam2013；数据密集型的科学发现国际研讨会暨IFIP数值软件工作组年

会-上海2014等）；曾为第一届IEEE E-Science会议（Melbourne,2005）、第二届 E-Science

会议 （Amsterdam, 2006）和第三届IEEE E-Science 会议（Bangalore, 2007）PSE工作组

成员。 

已完成和目前承担的课题：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通量并发式材料计算算法和

http://www.scicol.shu.edu.cn/mechanics/LabBioEng.htm
mailto:nhzhang@shu.edu.cn


 

166 

 

软件课题“高通量并发式计算算法主体与相关软件”（科技部，2017-2021），商用客机气动

噪声大规模并行计算的建模、算法与软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

目,2017-2019)；基于格子Boltzmann方法的大规模可扩展并行计算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2014-2016)；一种高效能分布式计算系统及其应用研究(上海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重点项目)；大型客机格子Boltzmann方法计算软件研制(国家重大专项-中国商

飞)；自适应并行小波方法及其应用（教育部重点项目）；边界层转捩阶段相干结构的直接数

值模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现担任中国计算机学会杰出会员、中国计算机学会开放系统与并行计算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中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IFIP） 数值

软件工作组（WG2.5） 成员。 

E-mail: wzhang@shu.edu.cn 

 

周 全 (男)，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湍流、实验流体力学、Rayleigh-Bénard湍流热对流和Rayleigh-Taylor

湍流。 

2003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学士学位，2005年和2008年于香港中文大学分别获硕士和

博士学位。2009年入选上海市教委“晨光计划”，2010年入选上海市科委“浦江计划”，2012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首届“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青）”资助，2013年入选中共

中央组织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万人计划”第三层次人才计划），同年入选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4年入选上海市教委“曙光计划”，2018年获得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已在相关研究领域共发表SCI论文30多篇，其中包括Phys. Rev. Lett.

（5篇）、J. Fluid Mech.（13篇）、Phys. Fluids（5篇）等。发表论文被SCI累计他引360

余次，两篇论文于2012年被ISI Web of Science网站的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收录为

本领域内的高被引论文。 

联系方式：E-mail：qzhou@shu.edu.cn 

Homepage：http://my.shu.edu.cn/cn/qzhou 

 

周 进（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应用数学。 

研究领域：动力学与控制、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微分方程与系统控制。现任中国振动

工程学会非线性振动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专业委

员会委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空天系统专业委员会委员。近年来主持和承担了包括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和国际合作(NSFC-JSPC) 中日项目，科技部十三五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教育部博士点专项科研基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等十多项省

部级科研项目，在所属领域国际一流杂志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

mailto:wzhang@shu.edu.cn
mailto:qzhou@shu.edu.cn
http://my.shu.edu.cn/cn/q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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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a，Systems & Control Letters，ASME Journal of Dynamic Dystems、Measurement、

and Control，Chaos, Nonlinear Dynamics，Mechanical 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

和Multibody System Dynamics等二十多种SCI国际期刊以及《中国科学》等十多种国内权威

刊物发表论文80多篇，部分结果被三十多种国际SCI刊物他人引用2300多次, H指数23，有5

篇论文如选ESI高影响论文。获得2005年度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奖，2012年度和2014年度上

海市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 。2007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学二等奖（“复杂网络系统的动力学

分析与鲁棒控制”，第一完成人）和2015 年度教育部高校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复杂系统网

络的建模、混杂动力学与控制”第一完成人），2007年获得复旦大学优秀博士后荣誉称号，

2008年获得上海大学王宽诚育才奖。 

目前研究兴趣主要包括：智能机器人系统与多自主体网络，智能物联网与信息物理系统，

神经网络与基因调控网络，基于云与大数据驱动的大规模网络系统的建模、计算、分析与控

制等，欢迎具有较强的力学、数学、物理、计算机和自动化等专业背景的学生报考。 

联系方式：021-56331457 (O)；E-mail: jzhou@shu.edu.cn 

 

朱卫平（男）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波纹板壳力学，石油管柱力学，细胞趋化运动学，脊髓及脊柱损伤修复

力学。 

教育和科研经历：1982年江苏工学院工程力学师资班本科毕业，2000年上海大学固体

力学专业博士毕业留校，2007年起任本校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 

科研成果获奖情况：先后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 1 项，以及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 

学术兼职情况：中国力学学会波纹管及管道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第五届，2015—）。 

联系方式：021-56333574 (O)，E-mail: wpzhu@shu.edu.cn 

 

刘宇陆（男）兼职教授，博士。专业：流体力学。 

主要研究领域：湍流结构与模式理论，湍流逆扩散理论与实验研究，环境流体中污染物

（含泥沙）的扩散理论及输运研究，湍流噪声机理与控制等。 

获奖：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上海市优秀教材二等奖等。

荣誉称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教

育部优秀骨干教师等。1998年以来主持的课题：湍流逆扩散机理及模式研究（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含自由表面湍流结构对剪切弥散和湍流逆扩散及输运的影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边界层湍流结构与噪声控制研究（国防科工委预研项目），湍流逆扩散机理及模式研究（上

海市曙光计划项目），湍流边界层结构与湍流噪声机理与控制研究（国家教委骨干教师资助

mailto:jzhou@shu.edu.cn
mailto:wpzhu@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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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项目），复杂流动中湍流逆扩散与湍流的结构及其统计特性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分层流动中湍流的结构与逆梯度输运特性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目前主持项目：复

杂湍流系统中大尺度结构及其对输运特性影响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迄今

出版专著编著4本，发表论文60余篇。研究中除了理论和数值模拟研究之外，注重工程实际

应用，近年来亦从事数值分析研究。 

联系方式：021-56331451 (O)，E-mail: ylliu@staff.shu.edu.cn 

 

翁培奋（男）兼职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流体力学、应用力学与飞行器工程。 

主要研究领域：飞行器气动力学；发动机内流气动热力学；旋涡与分离流动。迄今已在

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80多篇。曾获得上海市博士后奖励基金一等奖（1993

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1996年）、中国力学学会青年科技奖（1998年）、上海市科

技进步三等奖（1999年）、首届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教学与科研奖励基金（1999）等奖励。

兼任中国力学学会理事、中国空气动力学学会理事、上海市力学学会十一届副理事长等职。

相继主持海军某型号飞机工程中的某重点课题、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及其跟踪计划、

上海市曙光计划、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和科研奖励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

委自然基金、海军某项目课题、中国商飞等多项课题。 

联系方式：021-56331457 (O)，E-mail: pfweng@shu.edu.cn 

 

邱翔（男）兼职教授，博士。专业：湍流，实验流体力学，计算流体力学。 

2006年博士毕业于上海大学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2007年至2010年先后在加拿

大温莎大学、法国里尔第一大学等国内外高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8年入选上海市教委

“曙光计划”。主要从事湍流模式理论、环境流体力学和非牛顿流体等方面的研究，至今已

发表SCI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3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子课题1项，

面上基金1项，青年基金1项），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 

联系方式：021-60873197(O)，E-mail: emqiux@163.com 

注：报考该导师的考生务必与导师联系确认招生指标并同意报考后方可报考。 

 

经济学院 

020200 应用经济学  

  本学科旨在培养身心健康，学风严谨，具有强烈事业心和科学献身精神，在本学科上掌

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能力、创新能力和应

用能力，符合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本学科现有教授 25名，副教

mailto:ylliu@staff.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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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34名。学术队伍结构合理，有较多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在读博士生和硕士生六百

余名。本学科点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金融学（含金融工程）、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区

域经济学、统计与数量分析等。欢迎有志从事上述领域研究的同志报考相关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  

01 金融学 

 02 产业经济学 

 03 国际贸易学 

 04 区域经济学 

 05 统计与数量分析 

 

指导教师：01方向：王国松、刘喜和、尹应凯教授等； 

02方向：聂永有、崔戴元、史东辉教授（本年度不招生）、毛雁冰副教授（本年

度不招生）等； 

03方向：沈瑶（本年度不招生）、董有德、殷凤、何树全、李平、黄建忠、黄胜

强、张啸天教授等； 

04方向：陈秋玲、吕康娟、叶明确、张恒龙、钟昌标教授等； 

05方向：倪中新、应益荣教授（本年度不招生）等； 

 

考试科目： 

1、英语 

2、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3、金融学，或产业经济学，或国际贸易学，或区域经济学 ，或数量统计（根据

报考方向任选一门） 

参考书目： 

1. 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平新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全球视角宏观经济学》，【美】J.萨克斯等著，费方域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宏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美】R.巴罗著，沈志彦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9

年  

2. 金融学 

《期货、期权和其他衍生品》（第 8版），【加】John C. Hull 英文原版，清华大学出

版社，2017年 

《当代西方货币金融学》，李健，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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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金融》，侯高岚，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年 

3. 产业经济学 

 《现代产业组织》，【美】丹尼斯·卡尔顿，杰弗里·佩罗夫，胡汉辉等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产业政策与结构优化》，杨治，新华出版社，1999年 

 《产业组织学》，史东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格致出版社，2010年 

4.  国际贸易学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Robert C. Feenstra， 

Copyright 2004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国际经济学》（第十版）【美】保罗 R. 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等著， 丁

凯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 

5. 区域经济学 

《现代区域经济学》，魏后凯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10 

6. 统计与数量分析 

《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美）杰弗里.伍德里奇 著，张成思等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5.5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聂永有（男），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资源与环境经济。现任上海大学经济

学院常务副院长、上海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上海市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

高校商务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上海市留日同学会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上

海财经大学管理学硕士、中山大学管理学博士。日本龙谷大学访问学者、日本东京大学客员

研究员。近年来，主持或参与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近 10项，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及企

业委托课题 40多项。在《南方经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40

多篇，出版专著 3部，教材、编著、译著等近 20部。曾获“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称

号。近年来，分别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奖著作类一等奖；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三项、二等奖一项。2018

年获得“王宽诚育才奖”。  

 联系方式：021-66132947（O） E-mail: nyy2000@163.com 

    

应益荣 (男)， 教授。主要研究领域：金融工程与证券投资；投资管理与风险分析；

管理科学与运筹技术。1982年本科毕业于西北大学数学系， 2000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获得

理学博士学位，2002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博士后出站, 曾赴法国里尔科学

技术大学商学院、日本香川大学经济学部、瑞典延雪平大学商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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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珀里罗克大学和北卡罗纳大学作访问教授。现任上海市金融工程研究会理事，中国运筹学

会不确定系统分会理事，中国企业运筹学会理事。已在《控制论》(美国)、《系统科学与应

用进展》(美国)、《管理科学学报》、《系统管理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其中

十余篇发表在三大检索源上。出版专著六部。曾主持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教育部规

划基金和 2项省部级基金项目, 获得 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和 2项优秀论文三等奖。 

   联系方式：021-66134926( O), Email: 3pw@sina.com 

注：本年度不招生 

 

沈 瑶 （男），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贸易政策措

施及效应、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关联研究等）。1997 年 6月在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9至 2000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经济系作博士后研究。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省部级课题及其它课题 15项；发表研究论文 3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等

6部；曾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著作奖、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等奖项；为中国世

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和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 

   联系方式：E-mail: yaoshen56@163.com 

  注：本年度不招生 

    

董有德（男），教授，博士，博士后，专业：世界经济。主要研究领域：跨国公司与国

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结算。1997-200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

2001-2004年在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近年在经济学核心期刊公开发表

论文 30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 4部，目前从事国际经济学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省部级课题 2项，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2006年获宝钢优秀教师，

2012年上海市”育才奖”。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员，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联系方式:021-66133455(O)，Email：dongyoude415@163.com  

   

殷凤（女），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上海大学中国服务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1992-2002年就读于南开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法国马赛第三大学博士

后。2010年 9月至 2011年 3月，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讲座教授。牛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开放经济、服务经济与贸易方向的研究。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项目等多项。入选上海市“曙光学者”和“浦江人才”计划。获得各类学术奖励

10余项。 

   联系方式: 021-66138015(O) ， Email: yinfeng.sh@163.com  

 

mailto:3pw@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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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秋玲（女），教授，博士。专业：区域经济。主要研究领域：城市经济与区域创新、

海洋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先后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出版专著和合著 15部，

教材 7本。先后主持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子课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重点项目以及企事业单位决

策咨询项目 50余项。曾获得中国理论创新成果一等奖(2001)，上海市育才奖(2007)，宝钢

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2014），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三等奖(2012)，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研究成果一等奖（2014）、二等奖(2012)和三等奖(2012)，上海市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

秀指导教师（2015），上海市“十三五”规划前期重大问题研究公开征集课题成果奖二等奖

（2016），上海大学第三届“心目中的好导师”（2016）等 15项奖励或荣誉称号。 

联系方式：021-66132136( O)，E-mail:qiuling1206@126.com 

 

  吕康娟（女），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空间经济、区域可持续发展、环境经济、城市管

理等。博士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公派访问学者，悉尼科技大学访问学者，

2012年获上海市浦江人才称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教育

系统三八红旗手，上海市嘉定区特聘政协委员，上海市新能源机动车产业联盟理事，上海市

浦东干部管理学院授课教授。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项目、上海市哲社项目等纵向科研项目 20余项，主持完成城市经济、区域发展和

企业横向咨询项目 10 余项，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三等奖 2项，上海市内部决策咨询二等奖 1

项，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发表 SSCI检索论文及中文核以上学术论

文 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4部，参编译著 1部。主持获得上海市全英文示范课程一项。近

年来主持国家及省部级以上纵向科研项目聚焦于复杂网络研究、环境效率评价、科技创新、

城市发展等问题，主持完成多项上海市重点决策咨询项目。代表文章发表于《Energy Policy》、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conomy》、《Energy Efficiency》、《中国软科学》、《商业经

济与管理》、《经济地理》、《系统管理学报》等国外 SSCI期刊和国内重要期刊。 

联系方式: 021-69980016(o) ， Email: lvkangjuan@shu.edu.cn 

 

王国松（男），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2002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学

术期刊发表论文 35 篇左右。曾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基金项目和上海市教委重点创新项目各 1项。曾获 “宝钢优秀教师奖”（2008）、“中国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6）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奖”（2006）、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2006，2011）等多项奖项。 

   联系方式：021-66138011(O )，Email：gswang158@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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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喜和（男），博士、博士后、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资本

运营。2000.7毕业于南开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博士，1999.9至 2000.3早稻田大学研修，2003.4

上海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出站。曾任：深圳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国浩律

师集团事务所证券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天津财经大学信用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天津

市科技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主持、策划完成 7家公司在纳斯达克、香港和中国上市等资本运

营业务。主持完成国家社科课题、教育部社科课题、天津市社科课题各一项；独立出版专著

4部。以第四作者完成的专著《金融稳定下中国货币政策运行机制研究》获得天津市第十四

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Email：liu-xihe@126.com 

    

尹应凯（男）上海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曾任上海大学

教务处副处长。2007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获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

向：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学、金融科技、新结构金融学。曾在《国际金融研究》、《管理世界》、

《世界经济研究》、《国际贸易问题》、《解放日报（思想周刊）》、《文汇报（文汇时评）》等国

内权威及核心期刊、SSCI期刊发表论文 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主持省部级

项目五项。曾获得“上海大学优秀青年教师”、“上海大学十佳好导师”、“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优秀导师标兵”等称号，2013年获得上海大学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一等奖。 

Email：yinyk@i.shu.edu.cn 

 

崔戴元（男），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人工智能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访

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 人工智能经济管理学，数字货币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组织学，WTO

多边贸易系统，EU-Asia经济合作论，等等。原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特聘教授、国

际顾问，获中国教育部颁发的应用经济学“海外名师”称号。曾担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

对技术创新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联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曾担任亚洲开发银行（ADB）的

资本市场专家，在亚洲开发银行（ADB）期间，他担任电子政务专家，在西亚经济体的金融

和电子商务市场整合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瑞士，他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主

管，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国际金融服务和电子商务谈判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联合国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UNECLAC）经济学家，他致力于亚太经济一体化问题；崔博

士在亚洲、美国、欧洲及拉丁美洲发表了众多 SSCI 收录的国际文章，同时也出版了许多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参与和贡献的书籍。崔博士在瑞士洛桑大学研读国际经济与法律专业，

在巴西圣保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他曾访问了 100多个

国家，为 50多个新兴经济体提供政策建议，2014 年被巴西经济智库—规划与应用经济学研

究所授予“国际经济学家”称号。熟练掌握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韩语，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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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进行中文交流。 

邮箱：shanghai019@shu.edu.cn 

 

史东辉，男，1968 年生，1989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现任上海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理论与产业政策。先后主持或参与了

逾 20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个人出版专著 10余部，并曾获得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教育部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三等奖、上海大学“王宽诚

育才奖”以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嘉奖。 

  电子邮箱：shidonghui@shu.edu.cn 

 注：本年度不招生 

 

毛雁冰（男），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曾任上海

大学悉尼工商学院副院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研究分会理事。1996 年获

得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2003 年获得德国不来梅大学理学硕士学位（经济学），2008

年获得德国奥尔登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经济学）。主要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

学、产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关系。曾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文化部、教育部、国

家统计局、上海市教委等多项课题。先后在《财经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改革》

等中文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余篇。 

 联系方式：电话：021-66136607 Email: ybmao@t.shu.edu.cn 

注：本年度不招生 

 

  李 平 （男），教授。上海大学兼职教授、兼职博导。山东理工大学二级教授，山东大

学兼职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与贸易、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等。主持国家哲社基金

重点项目及其他国家、省部级课题 10多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世界经济》、

《经济学（季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95篇，其中 CSSCI论文 114篇，并出版 30部专著

教材。以第一负责人的身份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10余项，包括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 3

项，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浦山奖 1项，山东省社科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项，山东省软科学二

等奖 2项、三等奖 1项。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商品交易市场专家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山东省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山东省产业经济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联系方式：0533-2782012（O ） E-mail: lpkx@sdut.edu.cn 

 

何树全 （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农产品贸易与大宗商品市场、全球价值

链与国际贸易、世界经济与国际商务、中国经济和商务环境与创新发展。主持和参与国家级

课题多项，主持省部级课题多项，主持教育教改课题多项；在《世界经济》和“the Chinese 

mailto:shanghai019@shu.edu.cn
mailto:shidonghui@shu.edu.cn
mailto:ybmao@t.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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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市国际

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卡斯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统计研究》、“Food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等国内外学术期刊编委和审稿人，世界银行“Doing 

Business（营商环境）”报告专家顾问。如需进一步了解，可电邮联系。 

联系方式：021-66137010（O），Email：anthonyho@shu.edu.cn 

    

   叶明确 （女），教授，博士，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创新、经济增长和空间经济分

析。2002年在天津大学管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2002-200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

做博士后研究，2009-2010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访学。近年在经济学核心期刊公

开发表论文 30 余篇，出版著作 5部，目前从事区域经济专业和统计专业方面的教学研究工

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课题 4项，参与多项自科和省部级课题。 

   联系方式:021-66138013(0)，Email：ymq@i.shu.edu.cn 

 

倪中新（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金融计量经济、金融风险管理、数量投资

分析、金融大数据与机器学习。2008 年 7 月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统计系，获统计学哲学博

士学位。2013-2014年作为高级研究学者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访学交流。主持及参

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等多

项课题。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近年来在 SSCI、SCI检索的国际期刊以及国内重要

学术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40 多篇。曾荣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中国核工业集团公

司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等。现任上海大学金融信息研究中

心主任、上海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场统计学会大数据统计分会常务理事以及二十

多个国际及国内重要学术期刊的审稿人。 

联系方式：021-66138010（O），Email：zhongxinni@i.shu.edu.cn 

 

张恒龙（男），教授，先后毕业于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获得经济学

学士（1998）、硕士（2003）和博士（2006）；田纳西大学（Knoxville）访问学者（2008）。

于 2014年晋升应用经济学教授，2015年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现任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高等研究院直属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兼任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

究院副院长。先后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 30余篇，专著 2部，承担各级政府课题 10余项，被

各级政府采纳决策咨询报告 10 余篇，曾获得正国级领导人批示。培养硕士研究生 20余名，

多人获得国家奖学金、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等学业奖励。学术兼职：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

发展经济学分会理事（2012 年 11 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2015年 12 月）、陕西

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兼职教授（2016 年 12 月）、云南省特

聘专家（2017年 3月）、兰州大学飞天学者讲座讲授（2019年 2月）。主要研究方向：1）聚

mailto:zhongxinni@i.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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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公共经济与管理研究，包括财政竞争、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2）聚焦“一

带一路”研究，包括政策沟通与双边或多边国际经济关系、设施联通与区域均衡发展、贸易

畅通与区域经贸合作、资金融通与多边开发性金融等。目前指导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和区域

经济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指导区域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 

联系方式：021-66138200（O），hlzhang@shu.edu.cn 

 

钟昌标（男）1964年生，经济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从事国际贸易

与区域经济的教学科研，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30余项，其中国家科技部重大 1项、国

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重大课题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

和面上项目 3项；出版专著和教材 26部；发表论文 160余篇，其中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Management 

Decision》、《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学术期刊发表 36

篇；在新经济地理理论和贸易区位研究理论方面有所创新；获得安子介国际贸易、省部级一

等奖 2项，二等、三等奖 7项，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3项。 

联系方式：Email: zhongchangbiao@nbu.edu.cn 

 

黄建忠（男），1962 年生，经济学博士。现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教

授。教育部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兼任全国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全

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副秘书长，中国自贸区协同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上海市人民政府

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黄建忠工作室”负责人等。历任福建省体改委处长，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国际经贸系主任、副院长，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系与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4 年在厦

门大学获博士生导师资格，迄今指导博士与博士后研究人员约 30 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对

外贸易理论与政策、服务贸易学、世界经济。曾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财贸经济》

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0 多篇，获得“孙冶方奖”、上海领军人才、上海“五一劳动奖章”

等。 

联系方式：Email: jzhuang@suibe.edu.cn 

 

黄胜强（男），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国际经济，重点研究国际贸易基本理论，国际经

济关系、世界贸易体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便利化等。先后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

译著近 30本。曾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一等奖。起草过多项关税征管法规，参加过我国

恢复关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国际谈判，作为主要成员参与过海关系统多项重大改革方

案的研究和设计工作，特别是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方案的制定。作为主要负责人组织建设了

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主持制定了我国口岸发展十三五规划。先后担任过中央国家机

关理论宣讲团成员、中组部专家人才、科技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咨询专家，

mailto:jzhuang@suib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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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税务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软科学研究会会员，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员。受

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现任上海海关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大学、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及上海大学客座教授。 

联系方式：Email:：hsq0604@customs.gov.cn 

  

张啸天（男），特聘教授，欧盟让-莫内教授, 博导。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商业学，国际

贸易学，企业国际化进程，国际创业学和移民创业等。先后发表国际学术论文 50 余篇，领

衔国际学术基金 2 项，获得国际学术基金 6 项。曾任职于丹麦南丹麦大学， 瑞典斯德哥尔

摩大学， 芬兰奥卢大学，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等一流高校，并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

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商学院等世界名校进行全奖访学， 同时在亚欧美 30多所高校客座讲学。

曾任哈萨克斯坦对外经贸大学科研副校长， 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最高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和

欧洲多国经济部长外籍高级顾问等职。现为上海大学国际部部长，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博导，

AIB世界商业学会会员，欧洲高等管理学 EIASM会员和 EIBA欧洲商业学会会员。 

 联系方式： xtzhang@shu.edu.cn 

 

图书情报档案系 

 

1201J1 信息资源管理  

随着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综合贡献力日渐提升，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利用已经成为

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信息资源管理博士研究生专业重点培养信息管理基础与技术基础扎实，

能够胜任国家机构、政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信息资源管理工作，及高等学校信息资源管理专

业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管理专业交叉学科博士点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梯队完整，该专业涉及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计算机应用技术等学科领域，现有教师 39 名，其

中教授 17名，副教授 16名。拥有上海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上海市研究生实践基地、上海

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上海市教育高地、国家精品课程、上海市精品课程、上海大学重

点学科、上海大学示范实验教学中心等；设有上海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情

报研究中心等 8 个研究机构。本学科目前在研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28项（其

中国家重点项目 4项）、省部级研究项目 20项，获得上海市哲社优秀成果奖、国家档案局优

秀科技成果奖等奖励，研究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国内同类学科领域

中影响广泛。本学科理论研究与技术应用并重，欢迎具有信息资源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

理、计算机科学技术、文史等学科背景的考生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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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向： 

 01 档案信息化与记忆工程 

02 数字信息资源组织与分析 

03 信息处理技术与应用 

 

  指导教师： 

01 方向：金波教授（本年度不招生）、丁华东教授（本年度不招生）、于英香教授、连

志英教授、周林兴教授、邵炳军教授（本年度不招生）、邢建榕研究馆员（本年度不招生） 

02 方向：吕斌教授（本年度不招生）、盛小平教授、丁敬达教授、苏君华教授、陈超研

究员（本年度不招生）、刘炜研究员  

03 方向：徐凌宇教授（本年度不招生）、张博锋教授（本年度不招生）、张之江教授（本

年度不招生）、张新鹏教授（本年度不招生）、夏骄雄研究员（本年度不招生） 

 

  考试科目：1.英语 

2.档案信息化与记忆工程 

3.数字信息资源组织与分析 

 

  参考书目： 

              1.赖茂生.信息资源管理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胡昌平.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进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3.王伟军,甘春梅等.WEB2.0信息资源管理.科学出版社,2011 

     4.杨公之.档案信息化建设导论，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 

     5.金波.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学习出版社，2014 

     6.王芳.数字档案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金波,丁华东.电子文件管理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 

     8.王新才.档案学研究进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9.Taylor,Arlene G.信息组织，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 

     10.甘利人.数字信息组织，科学出版社，2010年 

     11.M.克斯罗蓬.信息资源管理的前沿领域，科学出版社，2005 

     12.胡广书.数字信号处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13.A. V. Oppenheim.离散时间信号处理，科学出版社，2000 

     14.Kenneth. R. Castleman.数字图像处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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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金 波（男），教授，博士。专业：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研究领域：档案信息化、

数字档案馆、档案保护技术等。近年来主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培育与管理研究”（国家

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数据时代

政府信息服务策略研究”、“多媒体档案管理研究”等研究课题。出版《电子文件管理学》（“十

二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档案保护技术学》（“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档案

学导论》（国家精品课程教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新世纪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研究》等学术著作 12部；发表《为什么需要数字档案馆》《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

建构》、《数据管理与档案信息服务创新》《论档案保护技术学的结构与功能》等学术论文 80

余篇。获上海市哲社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等，《数字档案

馆生态系统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上海市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王宽诚育才奖等；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现任上海大学教授、上海大学

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档案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档案专

家、上海市档案科技专家、上海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联系方式：021-66137907；E-mail：jinb@staff.shu.edu.cn 

注：本年度不招生 

 

 

丁华东（男），教授，博士。专业：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现任上海大学教授、档案

记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档案学理论与发展、档案与社会记忆、电子文件管理、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等。近年来主持完成“城乡档案记忆工程推进机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传承、建构、控制：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

记忆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安徽省哲社规划办项目）、“现代档案信息资源管理范式理

论与实践研究”（国家档案局科技项目）、“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

“国家档案馆档案信息保密与共享机制研究”（上海市档案科技项目）等多项研究课题；现

主持 “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等课题。出版学术著作教材 6 部，

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主要成果有《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独著）、《档案学理论范式》

（独著，上海市哲社优秀成果三等奖）、《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第二，入选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电子文件管理学》（合作主编，入选“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新世纪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第二）等。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

奖，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上海市哲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等奖，霍英东教育

基金会第九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2018 年入选首届全国档案领军人

才、全国档案专家。 

联系方式：021-66132814；E-mail:dinghuadong@shu.edu.cn  

mailto:jinb@staff.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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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年度不招生 

 

于英香 (女)，教授，博士。专业：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研究领域：档案信息

化、数据管理。近年来主持“大数据背景下档案数据管理理论重构、技术选优与实践创新研

究”（国家社科基金）“‘区域-国家’电子文件管理整合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国家社科基

金）、“我国区域性电子文件管理模式演变与整合策略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档案

信息化中新技术应用现状、走势和可行性研究”、“ 档案馆电子文件管理模式—理论框架与

上海地区实证研究”、“电子档案安全保护技术与方法研究”等研究课题，出版专著 2部，参

编著作与教材 7部，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10篇。曾获上海

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现任上海大学

教授、档案信息化中心主任、上海市档案科技专家。 

联系方式：021-66136008；E-mail:yyx4781@163.com 

 

连志英（女），教授，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级访

问学者。专业：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研究领域：档案学基础理论、数字档案资源开

发与利用、社群档案、信息法学。近年来主持“数字档案资源社会化开发研究”（国家社科

基金重点项目）、“公民获取政府电子文件信息权利保障机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社会化媒体与档案信息服务创新研究”（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等科研项目，参与多

项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在《Journal of Documentation》《Archival Science》《The American 

Archivist》《Archives & Manuscripts》《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等中外图书情报档案

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1部，参编中英文著作及教材 5部。荣获 2016

年宝钢优秀教师奖、2017-2018年度上海大学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现任上海大学教授、档案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中心主任。 

联系方式：021-66136008；E-mail: ellen_lian@hotmail.com 

 

周林兴（男），教授，博士。专业：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研究领域：档案学基

础理论、档案信息化、档案信息资源规划、信息服务等。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面向社会的档案信息资源规划研究”（结题）、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信息治理视

阈的档案服务质量优化控制研究”（在研）、 主持 “大数据环境下政务信息资源归档与管理

研究” （该项目是张斌教授主持的 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其中一子课题等研

究课题（在研）。出版《中国档案学术生态研究》《公共档案馆管理研究》等学术专著。在《档

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图书情报工作》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政府数据开放中的隐私信

息治理研究》《价值、认知与社会关系——档案存在的正当性阐释》《价值与认知:档案存毁

之间的博弈》《错位的价值判定应该被纠正——对档案鉴定及销毁的历史视域考量》《大数据

mailto:ellen_lian@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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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图情档专业研究生数据素养教育探析》等学术论文 80 余篇。多次荣获省级哲学社会

科学三等奖励。现任上海大学教授、全国档案专家、注册会计师、江西省档案学会副理长、

中国档案学会基础理论委员会委员。 

联系方式：zlx5555@163.com 

 

邵炳军（男）教授，博士，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经学。现为上海大

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博士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方向学术

带头人，兼任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楚辞学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古代文学分会

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春秋政治变革与诗歌创作考论——以

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政治格局为研究起点”、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

“《今文尚书》文系年注析”、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春秋政治变革与诗歌创作考论

——以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政治格局为研究中心”、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项

目“春秋文学史料系年辑证”；主持完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春秋

文学系年辑证”、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左氏春秋》文系年注析”，

完成人事部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项目“春秋初期政治与诗歌”；出版《国语文系年注析》、《楚

辞文献研读》、《诗经文献研读》、《左氏春秋文系年注析》等著作，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62

篇，学术会议交流论文 30篇，科研成果获得 6项省部级奖励。 

联系方式：E-mail:shaobingjun1578@163.com 

注：本年度不招生 

 

邢建榕（男）,研究馆员。专业：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研究领域：史料研究、

历史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多年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上海史和档案资源开发和利用

研究，尤其在上海城市记忆研究领域，如近代上海金融、中西文化比较、租界、市政建设和

管理、帮会人物等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近年来参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

代上海金融档案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参与上海市社科规划重大课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

所藏宋子文档案的整理与研究”等。著有专著 5部，发表论文十余篇。现任上海市档案局（馆）

副局馆长，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历史学会理事、上海史志学会副秘书长。 

联系方式：021-66136008 

注：本年度不招生 

 

吕 斌(男)，教授，博士。专业：情报学、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研究领域：经济信息，

金融市场信息分析。近年来主持“泛在信息社会测度模型及新一代信息化指标体系研究”（国

家社科基金）、“基于 ICTS核心信息能力的信息化测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台湾科技创

业投资政策研究”（上海市科委软科学重大课题）等研究课题。出版学术著作 7 部，发表学

mailto:zlx555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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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论文 60 余篇。现任上海大学教授、上海大学情报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图书馆学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 

联系方式：021-66136008；E-mail:lvbin@staff.shu.edu.cn 

注：本年度不招生 

 

盛小平（男）,教授，博士。专业：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研究领域：数据管理、信息资

源管理、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管理、知识管理、竞争情报等。近几年来主持“开发科学环

境下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机制与对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社会网络的数

字信息资源开放获取与共享机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核

心竞争力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制度建设的我国图书馆职业化问题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等研究课题。出版《图书馆职业能力研究》、《社会网络视域下

的开放获取机制》、《图书馆职业发展与制度建设》、《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基于知识管理

的分析》、《知识管理原理与实践》、《图书馆知识管理引论》、《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最新理论

与实践研究》等学术著作 7部，在《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

《情报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60余篇。多项成果获得省级优秀成果出版资助与

奖励。现任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教授。 

联系方式：E-mail:shengxp68@126.com。 

 

丁敬达（男），教授，博士。专业：情报学、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研究领域：信息管理

与科学评价、数字交流与知识传播、信息分析与竞争情报。近 5年主持或完成国家社科基金

课题 2项、教育部社科基金课题 2项，以及上海教委科研创新项目、上海市档案局科技研究

项目等课题多项。出版学术专著 2 部，发表 CSSCI、SSSI、EI 等学术论文 50 余篇。国际科

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学会（ISSI）终身会员。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上海市信息资源管理青年杰出成果奖、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软科学类）、上海市档案局

科技研究成果三等奖等。 

联系方式：E-mail:djdhyn@126.com 

 

苏君华（女），教授、博士。档案学、情报学。主要研究领域：信息用户研究；档案馆

管理研究。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良好结题），主持并完成各种省级基金项目

5项，在研 1项。参加包括国家社科基金等在内的国家省部级基金项目 6项。出版学术专著

一部，在《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情报科学》等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40余篇；

其中 8篇被人大复印资料《档案学》、《图书馆学、信息科学、资料工作》等全文转载。论文

成果《全国及各省市信息化水平测度》获 2007年江西省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论文成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公共档案馆发展的政府责任》获 2014 年江西省艺术规



 

183 

 

划项目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联系方式：jhsu-wen@163.com 

 

陈超（男），研究员。专业：情报学、信息资源管理。现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学

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图书馆行业协会会长、中国

国家图书馆理事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战略情报、图书馆营销和战略管理。长期从事图情

研究与管理工作，专注前沿科技、新兴产业、城市文化等领域的战略情报研究。近年来著有

专著（参编）4 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主持完成多项上海市决策咨询、科技软科学研究课

题，率领图情研究团队参与了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重要成果和精神遗产《上海宣言》

《上海手册》（信息化部分）的起草、修改工作。2012年起负责主持上海市首批四大软科学

研究基地之一“上海市前沿技术发展研究中心”的建设。2016 年荣获文化部优秀专家荣誉

称号。 

联系方式：021-66136008 

注：本年度不招生 

 

刘 炜（男），研究员，博士。专业：图书馆学、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研究领域：数字图

书馆，知识组织，元数据与知识本体，数字人文。长期从事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研究开发，密

切跟踪国内外图书馆情报研究和发展前沿领域。著有专著（参编）3 部，发表论文近百篇。

曾主持或参与中国国家实验性数字图书馆项目、上海图书馆新馆计算机系统建设项目、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上海市社科基金等项目。曾获得文化部创新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二等奖等科研成果奖，并获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上海市领军人才及上海市劳动模范等

称号。现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联系方式：021-66136008 

  

徐凌宇（男），教授，博士。专业：计算机应用。主要研究领域：智能信息处理技术、

大规模数据挖掘、渠道信息融合技术、基于知识的智能计算。目前应用背景主要以数字地球

(之数字海洋)以及金融数据分析。重点研究海量信息不确定性问题、不完善条件下的预测及

决策技术、伪信息提取及辨识技术、网络多渠道获取信息引发不一致及冲突问题。承担或参

加课题：科技部攻关课题、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国家海洋局科技攻关、国家 863高科技计

划等。目前承担课题：多渠道信息融合技术（科技攻关 908-03）；多源信息融合及同化技术

（国家高科技计划 863）等。发表论文 40余篇，出版教材一部，获得国家专利一项。《系统

仿真学报》编委会委员。 

联系方式：021-56337465； E-mail：xly@shu.edu.cn 

注：本年度不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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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锋（男），研究员，博士。专业：计算机应用技术。主要研究领域：智能人机交互

技术、人工智能、智能信息处理、数据挖掘、生物信息技术。1991年 7月、1994 年 3 月和

1997年 12月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器制造工程系 CAD/CAM研究中心，分别获工学学士、

工学硕士和工学博士学位。1997年-1999年为浙江大学博士后流动研究人员，破格晋升为副

教授。1999年 12月起任上海大学副教授、研究员，期间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上海大学科

研处处长助理，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助理，上海大学 Sybase 电子信息学院院长，上海

大学网格技术重点研究室主任，智能信息处理研究室主任等职，其中 2006年 8月-2007年 8

月为日本会津大学访问教授。现任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助理。近年来，先后主持并参与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上海市科委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项目、

上海市科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上海市国防科工办国防科研项目、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等项

目等，共计近 30项；共发表论文 70多篇(其中被 SCI、EI、ISTP三大检索 30余)，编著教

材 3部。曾多次担任国际学术会议的指导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成员。曾荣获上海市科技进步

三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地震局防震减灾优秀成果二等奖，上海大学十佳青

年教师称号，上海大学青年教师多媒体及双语课堂教学竞赛二等奖等。 

联系方式：021-56335274； E-mail：bfzhang@shu.edu.cn 

注：本年度不招生 

   

张之江（男）教授，博士。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主要研究领域：图像处理与计算机

视觉。近年来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重点攻关及企业委托等

10 余项课题的研究工作。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科技部国际

合作项目、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上海市经委产学研项目等的研究工作。获航天工业总公司

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第二名），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参编专著 2 部，授权发明专利 6

项。目前主持的研究课题包括：多视点自动立体显示关键技术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业务特征研究及分析工具开发（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全息立体成像技术及空间显示装置（上

海市科委科技攻关）等。 

联系方式：021-56332312； E-mail：zjzhang@shu.edu.cn 

注：本年度不招生 

   

张新鹏 （男），教授，博士。专业：信息与通信工程。主要研究领域：多媒体内容安全，

数字水印，隐写和反隐写，加密域信号处理，数字取证，图像处理等。入选上海市科技启明

星计划、启明星跟踪计划、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访问学者，德国康斯坦

茨大学 Humboldt高级访问学者。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863计划、国家部委项目、

上海市重点基础等多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 150余篇，代表论文发表于 IEEE Trans.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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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ing、IEEE Trans. Information Forensics & Security、IEEE Trans. Multimedia、

IEEE SPL、IEEE CL、EL、Signal Processing、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等国际著名

期刊。出版专著 1部。申请发明专利 7项。目前承担的科研项目主要有：广义隐写编码与多

载体安全隐写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字图像真实性的被动取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新型数字隐写编码研究（教育部科研重点项目）、数字图像中的新型安全隐写（上海市科技

启明星跟踪计划）以及国家有关部委项目等。 

联系方式：021－56331435；E-mail：xzhang@shu.edu.cn 

注：本年度不招生 

 

夏骄雄（男），研究员，博士。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资源管理。主要研究领

域：教育信息化、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数据挖掘、计算机辅助教育。近年来，先后执笔《上

海市教育改革和发展‘十二五’规划》、《上海市教育信息化‘十二五’发展规划》、《上海市

民办高等教育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 年)》，并主持参与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等，共计 5 项；共发表专著 2 篇，论文 50 多篇(其中被

EI、ISTP 三大检索 30 余篇)，编著教材 3 部。曾荣获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上海市优

秀指导教师等。 

联系方式：021-66136008 

注：本年度不招生 

 

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 

070200 物理学 

凝聚态物理学科主要研究凝聚态物质的微观结构及其变化过程与宏观物理性质之间的

本质关联。凝聚态物理以固体物理为基础，研究对象除晶体、非晶体与准晶体等固相物质外

还延拓到稠密气体、液体以及介于液态和固态之间的各类居间凝聚相。研究内容包括力学、

热学、电学、磁学和光学等物理性质。 

凝聚态物理的核心是理解凝聚态物质的结构-过程-性质间关系的物理微观机理，并在理

解材料物理性能的微观物理机制基础上，对新材料的设计、研发和工艺优化提供指导；近来

新兴的材料基因组工程集成高通量计算-高通量制备和表征实验-材料数据库和机器学习的

方法，其中凝聚态物理为各环节的重要理论基础。 

研究方向： 

01 计算凝聚态物理及计算材料物理的方法与应用 

02 新能源材料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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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能量转换和存储材料：锂电池、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和热电材料等、电子-离子-

声子输运物理 

04 无机非金属材料和金属合金材料的物性和机制研究 

05 软物质材料的物性和机制研究 

06 新型功能材料设计、晶体制备与器件物理 

07 强关联电子系统与量子相变 

08 自旋电子学与磁性物理  

 

指导老师：王崇愚、张金仓、温维佳、刘轶、葛军饴、王生浩、车仁超 

 

备注： 

  1. 本专业在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培养。 

  2. 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 www.mgi.shu.edu.cn。 

 3. 本专业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考试科目： 

1、英语 

2、材料科学专业综合 

3、材料科研专业综合 

参考书目： 

（1）《材料科学基础》（第二版）胡赓祥等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2）《固体物理》(上册)（第一版）方俊鑫 陆栋 上海科技出版社 

（3）《物理化学》傅献彩等，南京大学出版社 

（4）《材料固体力学》(上册) 周益春，科学出版社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王崇愚（男）中科院院士，博导，材料计算与设计专家。获两项国家发明奖，5项部级

科学技术进步奖及两项全国科学大会奖。主要从事晶格缺陷电子结构与材料组分设计的基础

性研究：构造缺陷体系电子结构研究的理论研究框架；发展缺陷能量学表述及相关的理论处

理模式；杂质效应的第一原理研究。提出位错体系电子结构与可测参量间的关联模式，可用

于探索微观－宏观间的跨尺度关联。研究重点为杂质－缺陷复合体量子效应；揭示化学因素

及结构因素的电子效应机制，建立缺陷体系组分选择规则。 

联系电话：021-66135388；E-mail：xglu@shu.edu.cn 

 

http://www.mgi.shu.edu.cn/
mailto:xglu@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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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仓（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凝聚态体系的新奇物性；超导物理、电子结

构与相变；自旋物理与量子相变；自旋电子学与器件物理；纳米磁性结构与介观物理；庞磁

电阻与磁性材料；氧化物功能材料；新型氧化物异质结构与薄膜物理；氧化物电子学与器件

物理。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自然科学二等奖、王宽成育才奖等奖励多项，

在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00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多项。主持在研和完成的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上海市基础研究重大和重点项目、上海市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等科技计划项目

10余项。 

联系方式：021-66133262（O）；E-Mail: jczhang@shu.edu.cn 

 

温维佳（男）教授，博士。多年来在微米及纳米材料的研究，先进功能结构材料，纳米

电(磁)流变液，微流控制，软物质物理及光电子功能结构材料实验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取

得了一批有意义的科研成果，在这些研究方向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其主要成果发表在国

际一流杂志。到目前为止，已发表了 250 多篇 SCI 文章。被多次邀请在著名杂志编写评论

文章。文章引用超过 7000 次。一些研究成果被世界各地的报纸、 杂志和网站报道。包括

Nature, Washington Post, Science News, New Scientist, Nanotoday, Optics and Photonic 

news, RSC and Physics Today, Asia Nano Forum, Lab on Chip。已获得 16 项美国发明

专利，11 项中国发明专利。作为大会主席多次组织相关的国际会议。其研究成果被多次作

为国内外特邀报告。担任多个国际杂志编辑。近十年培养博士生 18位，获得总研究项目 40

多个，主持研究总经费一亿多元。在国际上首先发现巨电流变现象，设计和制备的巨电流变

液已应用于许多国际研究机构及全球知名公司。此项研究成果获得 2014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

等奖。 

联系电话：021-69982239；E-mail：ustphwen@gmail.com 

 

刘轶（男），教授、博士。专业：材料学/材料物理化学。刘轶于 1992年和 1995年在东

北大学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97 年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分

别在日本名古屋大学（1997-2002）、德国尤利希研究中心（2002-2003）、加拿大西安大略大

学（2003-2005）、美国加州理工学院（2006-2012）从事计算材料学相关领域科学研究。2012

年回国在上海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学院任教授。2015年开始在上海大学理学院物理系任教授，

任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副院长。2012 年获得上海市“浦江人才”称号。主要研究领域：

计算材料学、材料数据挖掘和高通量实验。基于材料基因组理念，利用第一性原理和分子动

力学计算模拟方法，结合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高通量实验手段，研究金属合金（高

温合金、高熵合金）、能源材料（碳氢燃料、含能材料、电池材料）、纳米材料（碳、硅、III-V

族半导体）、陶瓷（沸石）、催化材料（氧化物、金属）和聚合物（树形大分子）等材料的结

构-过程-性能关系及其在复杂外界环境下的物理化学响应，进而在理解微观机制基础上进行

mailto:jczhang@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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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和新功能的设计。承担课题包括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发表学

术论文 50余篇，他引 1000余次。欢迎物理、材料、化学等专业学生报考。  

 联系方式：18616846006； E-mail：yiliu@shu.edu.cn 

 

葛军饴（男），教授、博士。专业：凝聚态物理研究领域：超导体材料。 重点研究纳米

结构超导体；利用磁通涡旋物质为载体研究人工冰结构中的结构阻挫、基态、激发态等特征；

研究临界超导体中涡旋物质相互作用及涡旋结构；研究人工设计的多层膜结构。承担课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水平地方高校试点-高层次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费等；其中以第一作者

和通讯作者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3篇）, Nano Letters（1篇）, Physical Review 

B（7 篇）, New journal of Physics（3 篇）, Applied Physics Letters（2 篇）等国际

著名期刊发表文章 25 篇。受邀为德国 Springer和 Degruyter出版社两部英文学术专著撰写

章节。。  

 联系方式：17621954058 E-mail：junyi_ge@t.shu.edu.cn 

 

王生浩（男），博士，教授，重点研究领域为光电材料与器件，如太阳能电池、发光器

件、光电探测器等，旨在理解光电材料的材料特性和器件的载流子输运特性、复合机制、表

面与界面特性，从而开发新型高性能光电材料与器件。2013 年毕业于日本筑波大学应用物

理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2013 年至 2016 年日本冲绳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后(现任访问研究

员)，2017-2018年任日本筑波大学数理物质系研究员、副主任研究员，入选 2017年上海高

校特聘教授（东方学者），2019 年上海市启明星人才计划。发表论文 30 多篇，如

Nature Energy，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Applied Physics Letters,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等，ESI热点论文 2篇，ESI 高被引论文 6篇，日本授权专利 2项。欢

迎具有材料、物理、电子、化学等专业背景的同学报考。  

联系方式：021-66136189 

E-mail：shenghaowang@shu.edu.cn; shenghao.wang@oist.jp  

 

车仁超（男），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博士生导师（材料物理与化学），共发

表 200多篇 SCI论文，他引 6000多次，含 20多篇 SCI高被引论文。第一作者单篇最高他引

860次，授权（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5项。通讯作者论文,120多篇，包括 1篇 Nat. Commun.、

3篇 Adv. Mater.、1 篇 PNAS、2篇 ACS Nano、1 篇 Nano Letters、1篇 NPG Asia Mater.、

4篇 Small、3篇 Nano Research、20篇 J. Mater. Chem.、12篇 ACS Appl. Mater. Inter.

和 10篇 Appl. Phys. Lett.等。主持 2项科技部 973课题、9项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2

项教育部课题和 1项上海市科委材料基因组工程项目。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

曙光学者和浦江学者计划。获得 2008年 Thomson Reuters 的“中国卓越论文研究奖”。中

mailto:yiliu@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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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子显微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晶体学会理事、

上海市显微学学会副理事长、材料分委会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原位电子显微学、微波吸收

材料、能源材料、半导体超晶格、着重器件材料的显微结构与性能的构效关系。 

联系方式：021-51630213； E-mail: rcche@fudan.edu.cn 

 

080102 固体力学 

力学学科始自 1984 年钱伟长先生创建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本学科为上海市

重点学科和优势学科，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 现拥有力学一级硕士点和博士点和力学博士

后流动站，国家级力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上海市力学在能源工程中的应用重点实验室等学

科平台和基地。 

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固体力学方向由张统一院士领衔，着眼于材料基因组理念（计算

-制备/表征-数据科学集成的全链条研究模式）中的服役和失效环节，与上海大学力学学科

强强联合，致力于力学，材料和物理交叉方向的研究。目前本学科方向依托上海市力学在能

源工程中的应用重点实验室，重点研究能源材料和器件服役过程中力学-材料-化学耦合的基

础理论，解决材料在使用工程中产生的变形、应力集中、以及疲劳和断裂等问题，目标是增

强材料的使用性能，延长使用寿命，从而发挥力学在我国关键材料和新材料研发中的作用。 

欢迎力学、材料、物理、机械类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同学加盟。 

 

 研究方向：01 材料的力学性能 

02 力学-材料-化学耦合理论及其在能源材料中的应用 

 

指导教师：张统一、孙升 

 

备注： 

    1. 本专业在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培养。 

    2. 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 www.mgi.shu.edu.cn。 

       3. 本专业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考试科目：  

1、英语 

2、材料科学专业综合 

3、材料科研专业综合 

 

参考书目： 

http://www.mgi.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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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科学基础》（第二版）胡赓祥等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2）《固体物理》(上册)（第一版）方俊鑫 陆栋 上海科技出版社 

（3）《物理化学》傅献彩等，南京大学出版社 

（4）《材料固体力学》(上册) 周益春，科学出版社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张统一（男）院士，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固体力学。主要研究领域：材料

的机械性能、微观力学/纳米力学、固体表面应力、压电材料断裂、薄膜、微桥实验、材料

热力学、扩散与相变等。张统一院士为材料科学、工程科学和固体力学专家。1985 年获北

京科技大学材料物理专业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6-1988年作为洪堡学者身份在德国哥廷

根大学，任研究员， 1988-1990年在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1990-1993年在美

国耶鲁大学任副研究员，1993 年应邀至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2010 年在日本京都

大学任 JSPS客座教授。2011年 12 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4年 7月正式受聘担任上

海大学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院长。以第一作者及联合作者身份共发表 140多篇 SCI学术论

文，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87 和 2007年度），1988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年科

技奖，2001年获得美国 ASM国际会员，2003年获香港 Croucher高级研究学者奖。张统一院

士 2011 年以来任远东及大洋洲断裂学会副主席，2012 年当选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2013

年当选国际断裂会议副主席。 

联系电话: 021-66136172(O)；Email: zhangty@shu.edu.cn 

 

孙升（男），副研究员、博士。专业：固体力学 研究领域：力学—电化学耦合，力学信

息学。研究电池中力学—电化学—温度等多场耦合对电池服役寿命的影响；研究力学电化学

耦合对固体在溶液中腐蚀的影响；研究如何基于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方法，进行力学和热力

学模型的革新、构建和发现。目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参与科技部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 2项。发表 SCI论文 16篇，其中 1区文章 8篇。 

联系方式：021-66135560； E-mail: mgissh@t.shu.edu.cn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本学科点为上海市高峰学科、重点建设学科、我校"211工程"建设重点学科，以材料学、

化学、物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为基础，系统学习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实验

技能，并将其应用于材料的合成、制备、结构、性能、应用等方面研究。本学科在上海大学

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培养，重点开展基于材料基因组方法的材料科学研究，集成材料计算

-高通量制备/表征/服役和失效-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方法，低成本加速全链条材料科学研究

和实际应用流程。实现材料科学-物理学-化学-力学-信息科学的深度交叉和融合，革新传统

mailto:zhangty@shu.edu.cn
mailto:mgissh@t.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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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的研发模式，从而加速材料研究的创新进程，并结合材料科学数据库和知识库的建

设为材料设计服务，实现从“经验试错”向“智能设计”转变。 

上海大学材料基因组研究院的“材料科学与工程”方向围绕以下两个方向招生。 

研究方向：01材料物理与化学 

（1） 高性能无机材料的结构设计和结构-性能关系研究 

（2） 新型能量转换和储存材料与器件 

（3）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材料的高通量制备、表征与结构-性能关系研究 

（4） 热电转换材料 

（5） 节能材料与系统的设计、优化与原理 

（6） 电流变液智能材料及其应用 

（7） 多物理场耦合下的能量转换机制和输运物理 

（8） 界面上的物理与化学及高比能体系 

（9） 新型功能材料的畴结构与多元固溶、跨尺度界面关系 

（10） 先进结构材料的多尺度微结构关系与复相固溶、界面调控规律 

（11） 材料信息学与数据挖掘 

（12） 基于微流控技术高通量的材料制备与表征 

02材料学 

（1） 基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的材料设计方法与应用 

（2） 基于“材料基因组”理念的材料设计 

（3） 多元多相合金体系的第一性原理计算、相场模拟、计算热力学、

相变动力学模拟、材料设计数据库及相平衡理论 

（4） 材料性能与制备过程的计算物理化学 

（5） 合金热力学相图计算、相变动力学模拟和相图实验测定 

（6） 熔体物理化学性质的理论计算与实验测定 

（7） 金属提取过程的热力学与动力学 

（8） 金属合金、无机非金属和纳米材料的计算设计、实验合成和结构/

性能表征 

（9） 使役环境下先进材料的服役安全及失效评估 

 

  指导教师：01 方向：陈立泉、王崇愚、郭炳焜、冯凌燕、杨炯、巫金波、葛军饴、李

倩倩、张文清 

02方向：张统一、刘轶、李谦、陆文聪、鲁晓刚 

备注： 

    1. 本专业在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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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 www.mgi.shu.edu.cn。 

 3. 本专业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4. 学制为 4年 

考试科目： 

1、英语 

  2、材料科学专业综合 

3、材料科研专业综合 

参考书目： 

（1）《材料科学基础》（第二版）胡赓祥等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2）《固体物理》(上册)（第一版）方俊鑫 陆栋 上海科技出版社 

（3）《物理化学》傅献彩等，南京大学出版社 

（4）《材料固体力学》(上册) 周益春，科学出版社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张统一（男）院士，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固体力学。主要研究领域：材料

的机械性能、微观力学/纳米力学、固体表面应力、压电材料断裂、薄膜、微桥实验、材料

热力学、扩散与相变等。张统一院士为材料科学、工程科学和固体力学专家。1985 年获北

京科技大学材料物理专业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6-1988年作为洪堡学者在德国哥廷根大

学，任研究员， 1988-1990年在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1990-1993 年在美国耶

鲁大学任副研究员，1993 年应邀至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2010 年在日本京都大学

任 JSPS 客座教授。2011年 12 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4年 7月正式受聘担任上海大

学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院长。以第一作者及联合作者身份共发表 140多篇 SCI 学术论文，

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87和 2007年度），1988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年科技奖，

2001年获得美国 ASM 国际会员，2003年获香港 Croucher 高级研究学者奖。张统一院士 2011

年以来任远东及大洋洲断裂学会副主席，2012 年当选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2013 年当选国

际断裂会议副主席。 

联系电话: 021-66136172(O)，Email: zhangty@shu.edu.cn 

 

陈立泉（男）院士，博导，固态离子学和能源材料专家。曾任亚洲固态离子学会副主席。

现任中国硅酸盐学会副理事长。1987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称号，2001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7 年获国际电池材料协会终生成就奖。对锂离子

电池研究和产业化以及对液氮温区高温超导材料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率先开展

锂电池及相关材料研究，解决了锂离子电池规模化生产的科学技术与工程问题。近年在纳米

储能材料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为下一代动力与储能电池的发展提供了丰硕的技术储备。欢迎

http://www.mgi.shu.edu.cn/
mailto:zhangty@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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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材料、物理、化学、电化学等专业背景的考生报考。 

联系电话：021-66133141; E-mail：sqshi@t.shu.edu.cn 

 

王崇愚（男）中科院院士，博导，材料计算与设计专家。获两项国家发明奖，5项部级

科学技术进步奖及两项全国科学大会奖。主要从事晶格缺陷电子结构与材料组分设计的基础

性研究：构造缺陷体系电子结构研究的理论研究框架；发展缺陷能量学表述及相关的理论处

理模式；杂质效应的第一原理研究。提出位错体系电子结构与可测参量间的关联模式，可用

于探索微观－宏观间的跨尺度关联。研究重点为杂质－缺陷复合体量子效应；揭示化学因素

及结构因素的电子效应机制，建立缺陷体系组分选择规则。 

联系电话：021-66135809；E-mail：xglu@t.shu.edu.cn 

 

刘轶（男），教授、博士。专业：材料学/材料物理化学。刘轶于 1992年和 1995年在东

北大学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97 年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分

别在日本名古屋大学（1997-2002）、德国尤利希研究中心（2002-2003）、加拿大西安大略大

学（2003-2005）、美国加州理工学院（2006-2012）从事计算材料学相关领域科学研究。2012

年回国在上海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学院任教授。2015年开始在上海大学理学院物理系任教授，

任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副院长。2012 年获得上海市“浦江人才”称号。主要研究领域：

计算材料学、材料数据挖掘和高通量实验。基于材料基因组理念，利用第一性原理和分子动

力学计算模拟方法，结合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高通量实验手段，研究金属合金（高

温合金、高熵合金）、能源材料（碳氢燃料、含能材料、电池材料）、纳米材料（碳、硅、III-V

族半导体）、陶瓷（沸石）、催化材料（氧化物、金属）和聚合物（树形大分子）等材料的结

构-过程-性能关系及其在复杂外界环境下的物理化学响应，进而在理解微观机制基础上进行

新材料和新功能的设计。承担课题包括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发表学

术论文 50余篇，他引 1000余次。欢迎材料、化学、物理等专业学生报考。  

 联系方式：18616846006 E-mail：yiliu@shu.edu.cn 

 

李 谦（男）教授，博士。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专业：材料与冶金物理化学。

主要研究领域：相平衡及相图热力学，有色金属材料，金属腐蚀与防护。先后主持国家科技

部 863项目、国家支撑计划项目 1级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优秀博士论文作者

基金、上海市科委纳米专项、上海市科委人才计划等国家、省部级及企业合作项目 30余项。

曾获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中国冶金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及中国金属学会冶金青年科

技奖。获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科委青年科技启明星及跟踪计划等。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

家实验室 Distinguished Visiting Scientist。中国科协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第一届青年

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材料研究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镁合金青年委员会副主

mailto:sqshi@t.shu.edu.cn
mailto:xglu@t.shu.edu.cn
mailto:yiliu@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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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委员；中国材料研究学会镁合金材料及应用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环境敏

感断裂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金属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 Technology编委；《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编委；Catalysis Today 客座编辑。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J Mater Chem A、Corros Sci 和 Scripta Mater等期刊发表 SCI收录

论文 168篇，SCI引用 1862次，H指数 24；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6项。 

联系电话：021-66135659 

Email: shuliqian@shu.edu.cn; shuliqian75@gmail.com 

 

郭炳焜 (男), 博士，上海高校特聘教授(东方学者)。主要研究领域：能源存储和转换

器件(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镁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纳米材料的可控制备、表征及

其在储能器件中的应用，离子在电极材料中输运、存储与反应问题、固体电解质材料以及电

极/电解质界面研究。2009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获博士学位。曾先后在美国北卡州立大

学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2009-2010)，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2010-2013)和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13-2015)从事博士后研究。在 Adv.Mater., Angew.Chem.Int.Ed., EES, Adv. 

Energy Mater., Chem. Mater.等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共合作发表论文 40余篇，SCI引用 1500

余次。申请 2项中国发明专利，4项美国发明专利。欢迎具有材料、物理、化学、电化学等

专业背景的考生报考。 

联系电话：021-66135977；E-mail：guobingkun@shu.edu.cn 

 

陆文聪（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材料信息学、材料数据挖掘和材料设计。担任

上海市分子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化学会计算机化学专业委员会委员、《Advances in 

Manufacturing》副主编、中国化学会《计算机与应用化学》期刊编委。1986年本科毕业于

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及仪器分析专业，2000 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

材料物理和化学专业。曾获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奖（1997年），上海市育才奖（2001年、2004

年），中国高校科学技术二等奖（2002年）、广州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007年）、云南省科技

进步三等奖（2010 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07 年）。作为中方项目负

责人，2006 年出访俄罗斯科学院开展中俄基金委合作项目“无机材料设计的数据挖掘新方

法”。长期从事基于数据挖掘的材料设计和工业优化等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3项，国际合作项目 2项，上海科委项目 4项，已在 J. Comp. Chem., J. Phys. Chem., 

J. Chem. Phys.，物理化学学报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 SCI论文 100余篇（h-index＝18）。

申请发明专利 14项，已授权 7项。 

联系电话：021-66132406；E-mail: wclu@shu.edu.cn 

 

mailto:shuliqian@shu.edu.cn
mailto:shuliqian75@gmail.com
mailto:guobingkun@shu.edu.cn
mailto:wclu@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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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晓刚（男），教授、博导。专业：材料学。1988-1995年在中南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学

位，2005 年获瑞典皇家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之后在计算热力学领域居领导地位的瑞典

Thermo-Calc公司工作 5年，从事热力学、动力学、物理性质数据库开发以及扩散、形核析

出过程的计算模拟研究。2011 年作为上海市高校特聘教授（“东方学者”）引进上海大学。

主要研究领域：材料热力学计算、相变动力学模拟、第一性原理计算、材料物理性质建模以

及金属合金材料（Fe基、Ni基高温合金、Zr基、高熵合金）的集成计算模拟和设计。参与

中国科学院及工程院关于“材料基因组”重大咨询项目的咨询报告编撰工作。回国后承担的

课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重大共性技术及关键设备、材料研究子课题：

核电设备用钢铁材料设计分析技术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

Debye-Gruneisen模型的纯元素热物理性质的 CALPHAD方法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材料

基因工程关键技术与支撑平台”专项，负责、参与课题各一项，在研。欢迎有较强材料、物

理、数学和软件编程背景的考生报考。 

联系电话：021-66135809；E-mail：xglu@t.shu.edu.cn 

 

冯凌燕（女），教授，东方学者。研究方向：高通量材料制备、核酸编码纳米材料合成、

碳基材料（石墨烯、碳纳米管、碳点等）制备及应用、分子识别及生物传感器。2003-2007

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获得学士学位，2007-2012年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

化学研究所获得理学博士学位。2013-2016期间在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于利希研究中心进行

博士后研究，回国后作为上海市高校特聘教授（“东方学者”）引进上海大学。截止 2017 年

3月份，在 Angew. Chem. Int. Ed., Adv. Mater., Nano. Lett., Biomaterials, Nucleic 

Acid Res.,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28篇，其中一篇荣获 2013年度“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

际学术论文”，三篇文章被选为 ESI “Highly Cited Paper”,一篇 Chem. Commun. 封面文

章。文章累计被引 1260次, H因子 16。欢迎具有材料、化学等专业背景的考生报考 

联系电话：021-66136198；E-mail: lingyanfeng@t.shu.edu.cn 

 

杨炯（男），教授、东方学者，博士。2004 年本科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2009

年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以第一性原理计算及电热输运理论

为基础的高性能热电材料设计与探索。具体研究内容涉及电热输运性质高通量算法的发展，

新热电化合物的预测，电热输运机制探讨与材料性能优化，以及多领域材料的微观机制的理

解。在包括 Energy Environ. Sci., NPJ Comp. Mater., J. Am. Chem. Soc., Adv. Funct. 

Mater., Nat. Commun., Chem. Mater., J. Mater. Chem. A, Appl. Phys. Lett., Phys. Rev. 

B等 SCI刊物上发表论文 100余篇。总引用数 3600余次，H因子 30（截止 2019.10），并发

表国际热电专著一章。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与青年基金各 1项。拟每年招收 1-2

博士生及博士后，欢迎化学、物理、材料等各专业背景的考生报考。 

mailto:xglu@t.shu.edu.cn
mailto:lingyanfeng@t.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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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1-66136190；E-mail：jiongy@t.shu.edu.cn 

 

巫金波（男），教授，研究方向：高通量液滴微流控、软物质智能材料。2005年本科毕

业于山东大学应用化学专业，2006 年、2011 年先后在香港科技大学获得材料科学与工程硕

士和纳米科技博士学位，2011～2015 年先后在香港科技大学和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从事

博士后研究，2015 年 7 月回国，聘为上海大学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特聘教授，2016 年入

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负责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上海市科委项目、香港创新及

科技支援计划、香港科技大学海外研究基金等。在软物质智能材料、微流控芯片及其应用方

面有 10 余年的深入研究。研究了基液对电流变液宏观性质与微结构的影响、基于巨电流变

液的智能微流控以及智能液滴，设计研发了快速基因检测微流芯片、集成 PCR反应微流芯片、

多样化并高通量微流控液滴反应等。欢迎具有材料、物理等专业背景的考生报考。 

联系方式：021-69982232，E-mail: jinbowu@t.shu.edu.cn 

 

 张文清（男），教授、博士。专业：材料物理与化学研究领域：计算材料物理。 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美国物理学会(APS) Fellow 等。从事计算材料

物理和材料设计（第一原理和分子动力学等）、电-热输运物理和热电转换材料、催化和锂电

材料、面向能量转换应用的功能氧化物和界面物理。发表 Nature Mater.、PNAS、Phys. Rev. 

Lett.、JACS等 SCI论文 180余篇，国际会议邀请报告 80余次。 

 联系方式：021-66136190；E-mail：zhangwq@sustc.edu.cn 

 

葛军饴（男），教授、博士。专业：凝聚态物理研究领域：超导体材料。 重点研究纳米

结构超导体；利用磁通涡旋物质为载体研究人工冰结构中的结构阻挫、基态、激发态等特征；

研究临界超导体中涡旋物质相互作用及涡旋结构；研究人工设计的多层膜结构。承担课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水平地方高校试点-高层次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费等；其中以第一作者

和通讯作者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3篇）, Nano Letters（1篇）, Physical Review 

B（7 篇）, New journal of Physics（3 篇）, Applied Physics Letters（2 篇）等国际

著名期刊发表文章 25 篇。受邀为德国 Springer和 Degruyter出版社两部英文学术专著撰写

章节。。  

 联系方式：17621954058 E-mail：junyi_ge@t.shu.edu.cn 

 

李倩倩（女），副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专业：材料物理与化学。主要研究领域：

原位透射电子显微镜以及相关的表征手段开发与应用；可充电电池电极材料能量存储机理、

改性和失效机制研究；功能纳米材料的合成以及改性方法研究。李倩倩副研究员 2014 年 6

月获浙江大学固体力学专业博士学位，2014 年 9 月-2017 年 9 月在美国西北大学

mailto:jiongy@t.shu.edu.cn
mailto:jinbowu@t.shu.edu.cn
mailto:zhangwq@sus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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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western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工作原位透射电镜对高容量电极材料

能量存储机理研究。2017年获得上海市高校“青年东方学者”，并于 2017年 11月加入上海

大学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任职特聘副研究员。2018年 3月任职副研究员。截止 2019年

10月份，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项、面上项目 1项。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ACS Nano、Advanced Materials、Nano Letters、Nano Energy 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拥有 5项中国发明专利。SCI 论文引用次数 1200余次，个人 H因子 19。欢迎具有材

料、物理、化学、电化学等专业背景的考生报考。 

Email: qianqianli@shu.edu.cn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本专业培养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

展道路具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强烈责任感的高级优秀人才。具体要求为：系统掌握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具有较为全面而扎实的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

方面的知识基础；全面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方法，深入认识人格素质养成和思想品德

发展的一般规律；掌握本学科的前沿研究动态与最新成果，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水平研究，具有较强的创新性思维和相应的实际工作能力；

能胜任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工作和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或者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

中型企业中从事相应的研究、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 

研究方向： 

01 社会转型与新时期道德建设 

02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03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04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0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 

指导教师： 孙伟平、 忻平（本年不招）、 陶倩（待定）、 王天恩、 欧阳光明、高立

伟、徐琴（本年不招） 、杨庆峰（本年不招）、 周丽昀、李梁、杨秀君、陈大文（本年不

招）、何益忠（校外兼职）、王治东（校外兼职）、张远新（校外兼职）、张桂芳（校外兼职）、 

金瑶梅（校外兼职） 、李国娟（校外兼职）、于凯（校外兼职）、 张丹华（本年不招）、宁

丽娜（本年不招）、刘铮（本年不招）  

考试科目： 

1．英语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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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 

 

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介绍： 

孙伟平 男，湖南常德人，哲学博士。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

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正局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研究员，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世

界哲学》主编。目前主要社会职务有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及文化建设与评价专业委员会

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及价值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

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副主编；韩国成均馆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系“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价值论、伦理学、社会历史观和文化问题研究。已出版专著 11 部，合著 25

部、主编 12部、译著 2部，主要著作有：《道德读本》（合著，第二作者，获 1997年中央

宣传部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家园——文化建设论纲》（合著，第二作者，2001

年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猫与耗子的新游戏──网络犯罪

及其治理》(2001年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七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二等奖)；《事实与

价值——休谟问题及其解决尝试》（2006年获第四届“胡绳青年学术奖”提名奖）；《伦

理学之后》（200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六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精神家园》（合

著，第二作者，2013年获中国出版协会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现时代的精神境遇》

（2015年获中国出版协会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信息时代的社会历史观》（2016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九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上

下卷，合著，2012年获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著

作类一等奖，2016年获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九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价值论转向》；

《价值差异与和谐》；《价值哲学方法论》；《罗蒂文选》（选编、主译）等。主持承担了

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在内的 2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4项国家出

版基金项目，2 项“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英文版出版项目。主持编写年度性的中国生态

城市发展报告、中国文化建设发展报告。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俄罗斯哲学协会学报》、《哲学》（越南）、《环境思想•教育研究》（日

本）等中外报刊发表论文、译文 300多篇。论文 100 多篇次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文摘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或摘要转载，并被广泛引用。 

联系方式：021-66132442 E-mail：swp1966@126.com 

 

   忻 平 男，1954年生，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和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来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型人才培养、20世

纪中国史、中国现代化进程与近现代社会生活史等方向的研究。曾主持或承担“上海市普教

mailto:xdxuqi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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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研究”、“上海市高教德育研究”、“创新人才培养与德育创新发展研究”、“20 世

纪上半叶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社会研究”、“上海近代民俗文化变异之研究”、“上海外侨

研究”等国家或上海市重要学术课题，现正在主持上海大学“211 工程”“转型期中国民间

的文化生态”项目。著有《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

化进程中的上海人与上海社会生活（1927～1937）》、《王韬评传》，主编或合著有《社会

主义荣辱观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在探索中创新，在改革中加强——上海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会优秀论文集》、《我爱你，中国——上海市中小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活动》、《做

大学生人生发展的导航者——上海市高校学生辅导员优秀论文选》、《铸造中华民族的脊梁

——上海市中小学德育研究优秀成果 12篇》、《做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上海市高

校辅导员优秀论文选》、《民国社会大观》、《中华民国史辞典》、《现代化进程中上海社

会文化发展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旧上海风云人物》、《上海都市社会生活研究》、

《上海的日本人社会》等。其中，《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与上海社会

生活（1927～1937）》一书，采用新的全息社会史观研究条约口岸城市社会史，受到国内外

学界的高度重视。曾在《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上海教育》、

《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等全文转载三十余篇。1996～2000年，先后赴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神户大学、广

岛大学和美国讲学与交流。 

   联系电话：021—66133889E-mail：p_xin@126.com 

注：本年度不招生 

 

  陶倩，女，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现为上海大学教授、博导，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上海

大学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历任上海大学科研处、文科处副处长，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中国共产党上海大学第二届纪委委员。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从

事志愿服务、志愿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等研究已有二十余年时间，在着力基础理论研究之外，

面向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展开探讨，在把握对象特点、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等方面具

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优势。获全国高校 2016年思政课影响力人物称号。上海市宝山区

第七批拔尖人才。上海高校思政课分教指委委员，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

市党建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特邀研究员，上海市社会建设青年人才协会第二届理事，上海市

伦理学会理事，上海市宝山区青年联合会副主席。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二等奖。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和上海市第十届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

一等奖；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国家社科基金及省部级重点

和一般课题十余项；省部级及以上领导批示五项； 获上海市教卫党委系统党建研究课题成

果奖一等奖和二等奖。 发表包括《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和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等在内的各

类论文 70 余篇。专著《当代中国志愿精神的培养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mailto:p_xi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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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021-66133175 E-mail： qtao@shu.edu.cn 

注：本年度是否招生待定 

 

  王天恩 男，教授，博士。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主要研究领域：辩证唯物主

义与世界观教育、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理想信念教育、人生观教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

前承担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辩证唯物主义描述理论研究”、国家教育部规划项目“悖

论问题的描述论研究”、博士点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上海市社科基金项

目“悖论问题的描述论研究”等。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2项，省部级课题多项。奖项：华

东地区优秀理论图书一等奖（2003）、二等奖（1993）；江西省第三届、第四届社会科学优

秀论文一等奖、三等奖(1993,1990)。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描述和规定》、《试论因

果结构》，在《哲学研究》发表《描述的性质及其规则》、《系统群初探》，在《社会科学

战线》等学术刊物发表《论哲学思维》、《超越人性裂谷》等学术论文近百篇，被《新华文

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转载 20多篇。在人民出版社等出版《理性之翼》、《在

过去和未来之间》、《微观认识论导论》、《什么是科学知识？》等专、译著５部，主编多

部。现任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联系方式：021-66133173 E-mail：tianen@shu.edu.cn 

 

  欧阳光明 （1960-），男，江西南昌人，哲学博士，现任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982年 7月江西工业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1988年 7月、2005年 12月先后在北京大学完

成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业。长期在高校从事科技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学、研究。重

点是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论和生态哲学等方面问题的研究。研究方向主要是从自然、社会

和文化生态的视野，结合和谐社会研究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社会文化利用及其社会条件、

社会属性和社会后果。近年来，从哲学、社会学及法哲学的视角侧重研究生态文明与生态安

全等方面的问题。 

   曾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当代重大科学

技术发现发明的智慧研究”，该课题总评为一等；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项。近年来，

主持完成江西省社科规划课题《和谐文化生态——江西省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福建省社科

规划课题《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文化生态本源探析》等省部级科研项目 6项。

曾在《求是》和《中国法学》等权威刊物及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以及江西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比较

环境法学专论》（合著）、《系统方法谈》等著作和《“国家生态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

《论环境秩序：环境法价值的折射》等学术论文近三十余篇（部）。曾被评为江西省优秀青

年教师，并获省社科联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多项；曾作为《鄱阳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mailto:qtao@shu.edu.cn
mailto:tianen@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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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员之一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联系方式：电话 66133152，邮箱 gmouyang@163.com 

 

高立伟 男，教授，法学博士。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建设。 

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与社会发展、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与实践等。主持承担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领导干部道德失范治理制度化

研究》、国家教育部规划基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论研究》、上海市教委项目《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新时代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教学论坛》、横向课题《信仰之源：从德

国特里尔到中国井冈山》、《安源精神及其当代启示研究》等省部级以上课题多项。教学科

研获奖：曾获教育部社科中心论文奖《“普世价值”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关系探析》（2010）、

江西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法论自觉》

（2013）、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从大学四大功能看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

育》（2013）、江西省第十四次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研究生层次，排名第二）《红色文化融

入硕士生公共课特色教学改革与研究》（2015）等。论文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思

想理论教育》《探索》《理论导刊》《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中国社

会科学报》及光明网、央视网、党建网等期刊媒体发表文章 30余篇。系上海市马克思主义

理论高峰学科（上海大学）党的建设方向负责人，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2015）。现

任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上海大学政党治理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社会

兼职：民革上海市委文史与理论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 

联系电话：021-56020398，E-mail：gaoliwei@shu.edu.cn 

 

徐琴，女，教授，博士。专业：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研究领域：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发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生观教育。目前承

担课题：消费主义与当代生态问题研究（上海市教委创新课题重点项目），并参与国家社科

基金课题及省部级课题多项。奖项：第三届上海高校教师邓小平理论研究征文三等奖、上海

市社会科学界第四界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上海大学 2003-2007年优秀本科生导师”。在

《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多次转载。专著 1部，参与译著、编著等 3部。现任上海大

学哲学系教授。 

联系方式：021-66132442 E-mail：xdxuqin@126.com 

 

注：本年度不招生 

杨庆峰，男，教授，博士。专业：哲学、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研究领域：网络技术与教

育、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目前承担课题：基于图像技术进步的体验构成研究(国家社科基

mailto:邮箱gmouyang@163.com
mailto:gaoliwei@shu.edu.cn
mailto:xdxuqi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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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项目)、成像技术与图像现象学研究(教育部基金项目)等。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1项，

省部级课题多项。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和《学术月刊》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40多篇，被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转载多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

出版专、译著 3部。现任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 

联系方式：021-66132442E-mail：yqf9@sina.com 

注：本年度不招生 

 

周丽昀女，教授，博士。美国布朗大学访问学者。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技术哲

学。主要研究领域：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全球伦理与价值选择、数字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

目前承担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身体视阈中技术与艺术的交互问题研究”、上海市教委

科研创新重点项目“‘涉身的世界主义’的主体透视”。完成教育部课题 1项，其他课题多

项。在《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研究》、《学术月刊》等发表“技术、伦理与身体的当

代联结”、“四海为家的身体：‘涉身的世界主义’的主体反思”、“伦理的身体何以可能”、

“走向多元自然主义——拉图尔的身体政治学思想探微”、“身体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的后

现代视域”等学术论文三十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 10多篇。

出版《科学的力量》、《当代西方科学观比较研究：实在、建构和实践》、《现代技术与身

体伦理研究》等专著 3部，参与译著 2部。现任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 

联系方式：021-66132442E-mail：Juliazhou@t.shu.edu.cn 

 

李梁 男，教授，博士。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研究领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与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发展、海外学者中国道路研究。目前承担课题：国家社

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规范性力量研究”、教育部高校示范

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重点选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传统

优势与现代信息技术融合机制研究”等。在《中国高等教育》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50多篇。

现任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联系方式：13817871012 E-mail：liangli901122@126.com 

 

杨秀君，女，教授，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上海市“东方讲坛”特聘讲师。专

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心理学。主要研究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基础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目前承担课题：教育部首批全国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

书记工作室建设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同时为上海市教育科学研

究重点项目）“中小学生抗挫折能力提升机制研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青班专项

课题“抗挫折能力：测量与提升机制”等。完成瑞士雅各布基金项目（Jacobs Foundation, 

Swiss）1项，省部级和上海市级课题多项。奖项：上海市第八届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

mailto:yqf9@sina.com
mailto:Juliazhou@t.s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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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2005），上海市第十届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2011）。在 SSCI期刊发文 1篇，

在南大核心和北大核心期刊发文 20余篇。出版《心理素质与人生——哈佛心理手记》（独

著，2016）、《心理素质训练》（独著，2010）、《个性心理学》（第三，2016），及译著

《内向者优势》（独立，2008）、《不完美也可以很快乐》（主译，2009）等。现任上海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联系方式：18817502257，电子邮箱：yxiujun@126.com。 

 

  陈大文，男，同济大学教授，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分委会副主任，中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全国优秀教师。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法治教育及行政法研究。先后在《法学研究》、《中国软科学》、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伦理学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 40余篇，公开出版教材、专

著 8部。近 5年主持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委托项目、

上海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等纵向课题 8项。参与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

目和中宣部特别委托项目研究。主持完成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 2项并被评为上海市级精品课

程。获省市级教学成果奖 3项。 

2011年入选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重大项目专家工作组，承担教育部整体规划学校法制教

育体系研究任务。2012年入选国家知识产权文化建设政策性文件编制专家工作组，从事知

识产权文化建设政策研究咨询工作。2014年应聘参加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工作，承担课

程标准研制、教材审查和教育部委托的学校法治教育决策研究任务（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中央督办工作项目）。 

联系方式：021-65710086E-mail：chendawen@126.com 

注：本年度不招生 

 

何益忠男，教授，博士。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建设。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现

代史、中共党史党建。目前承担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党内法规与国家宪法、法律协调

问题研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支部建设史研究”、中央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子课题“党组织、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建设主题责任研究”等。

在《中共党史研究》《学术月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复旦学报》《理论学刊》《史林》

《党的文献》等学术刊物发表《民主集中制之“辩证统一”探析》《中国共产党早期对支部

建设的探索及其启示》等学术论文 50余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 10余篇。出

版专著 1部。现任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联系方式：021-57790417 E-mail：heyizhong1968923@163.com 

注：仅招博培计划生，是否具有招生名额以实际下发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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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东 女，教授、博士。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

科技观、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目前承担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本逻

辑视域下的技术正义研究”、中共中央编译局委托项目“现代技术与资本”等。完成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等各类课题多项。奖项：获得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

青年拔尖人才”、徐州市新长征突击手等多项荣誉。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哲学动态》、

《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江海学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学

术刊物发表《资本逻辑视阈下的技术与正义》、《技术研究的一种哲学进路——马克思生存

论之视角、思路与方法》、《“物联网技术”的哲学释义》、《技术·空间·资本·人——

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素探究》等学术论文近 40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 1篇。

被人大复印资料索引 10余篇。出版专著 2部，参著 1部。现任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

总支书记、院长、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实践研究基地主任。 

联系方式：021-67798656E-mail:wzdcumt@163.com 

注：仅招博培计划生，是否具有招生名额以实际下发为准。 

 

张远新 男，教授，博士。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及其基本逻辑，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目前承担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年来“非毛化”错误思潮评析，上海市哲

社规划“三大系列”研究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道路自觉、道路自信及深层逻辑研究，上

海市哲社规划系列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根基研究等。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2

项，省部级课题多项。奖项：2014年获上海市第十届（2012—2013）邓小平理论研究优秀

成果著作类二等奖；2010年获上海市第十届（2008—2009）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

三等奖；2011年获第二届全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在《马克思主义

研究》发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

辑起点新探》、《90 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邓小平关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思想探析》、《十六大以来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高举与

发展》、《论延安时期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在《中共党史研究》发

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学习运动的历史考察及基本经验》、《论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

历史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发表《延安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涵的科

学揭示》等学术论文近 80余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转载 20多篇。在人民出版

社等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与奠基》、《江泽民文化思想研究》、《延安知识分子

群体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多维透视》等学术专著５部。现任上海政法学院科

研处处长。 

联系方式：021-39225086 E-mail：yuanxinzhang@ecust.edu.cn 

注：仅招博培计划生，是否具有招生名额以实际下发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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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芳 女，教授，博士。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

文化观、人的生活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前承担课题：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中国网络先进文化建设的机制研究”、上海市教育规划基金项目“大学生网络生活方

式现状调查与研究”等。完成省部级课题多项。奖项：辽宁省第十二届社科成果论文一等奖

（2012）、一等奖（1999），上海市育才奖（2014）。在《哲学研究》发表《技术与生活世

界》，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发表《网络时代精神世界的重建》，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战线》、《学习与探索》等学术刊物发表《30年来中国人文精神研究的回顾与

展望》、《科学发展观视阈下中国人文精神之培育》、《数字技术与中国人文精神构建》等

学术论文 50余篇，被《新华文摘》重点全文转载 1篇、全文转载 1篇、摘要转载多篇，被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 10多篇。在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数字化技术时代的中国

人文精神》、《人的中介与中介的人》专著 2部，主编《文化传承与思政教育》1部。现任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联系方式：021-67703410 E-mail：zgf128a@163.com 

注：仅招博培计划生，是否具有招生名额以实际下发为准。 

 

金瑶梅，女，教授，博士。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研究领域：国外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目前承担课题：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方市场社

会主义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示研究”、上海市曙光计划“绿色发展的理论维度

研究——以生态社会主义为参照”、上海市哲社规划“三大系列”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市场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探索研究”等。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子课题 1项、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 1项、上海市阳光计划 1项、上海市德育课题 1

项等，入选上海市社科新人、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青年拔尖

人才、上海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拔尖人才、上海市阳光学者、上海市最美思政课教师，

获上海市教学比赛三等奖、上海市育才奖等。在《哲学研究》、《教学与研究》、《马克思

主义与现实》、《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复旦学报》、《南京社

会科学》及《现代哲学》等刊物上发表《以人为本：以“什么样的人”和“人的什么”为本？》、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示研究》及《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学说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比较》等学术论文近 70篇，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成果要报》

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 2篇，在国外发表学术论文 2篇，出版个人著作 3部：《阿

尔都塞及其学派研究》、《当代社会主义思想的中西比较》、《中国改革实践中的马克思主

义》，参编著作 4部，出国访学及学术交流 8次，从事双语教学 6年。现任上海理工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联系方式：021-55271053，E-mail:jinqiu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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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招博培计划生，是否具有招生名额以实际下发为准。 

 

李国娟 女，教授，博士。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哲学。主要研究领域：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价值观自信与文化自信。目前

承担课题主要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研究”（教育部人

文社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国家信访局

理论研究重点课题）“高等教育内涵发展视野下的大学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上海市哲社

课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体制机制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

关项目子课题）等。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级、省部级、市级研究课题 20余项；出版《秦汉

之际的儒家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著作 2部，合著及参编著作

3部，在《光明日报》《红旗文稿》《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刊

物发表论文 50余篇，其中多篇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等转载；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8）、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018）、

上海市教学成果奖（2014、2018）等。曾入选首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

人物（2013）；入选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2013）、

上海市首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资助计划（2017）、上海市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2018），是上海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现

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联系方式：021——60873555 E-mail：

liguojuan@sit.edu.cn 

注：仅招博培计划生，是否具有招生名额以实际下发为准。 

 

于凯，男，教授，博士。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历史。 

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尤其关注：开放情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机制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培育机制研

究和国家历史叙事研究等。 

目前承担项目：国家教育规划课题教育部重点项目“开放环境下大学生国家历史认同培

养机制研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专题项目“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历史叙事研究”、2018年上

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重点建设专项计划“习近平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

等。 

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课题 9项；作为核心成员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多项。获上海市教学成

果二等奖 2 项（2013,2018），上海市妇女儿童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 1项（2016），华东地区

优秀图书奖 2 项（2008,2017）、上海市“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2106-2107）”。在《社会

科学战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历史教学问题》《文汇报》等刊物发表《中国古代国家化

进程中的邑落形态演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价值塑造功能及实现途径》《全球化

mailto:liguojuan@s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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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下的国史教育刍议》《推进思政教育供给侧改革》等学术论文 40余篇，被《中国人民大

学复印资料》转载 3篇。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出版《国学经典导读》《战国史》《趣味

历史》等专著 6 部。获评为上海市首届“阳光学者”（2009）、“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教学中青年拔尖人才”（2017）、上海市“最美思政课教师”（2017）。担任上海市社联“东方

讲坛”讲师、上海市委宣传部“十九大讲师团”成员。主要社会兼职：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

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现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联系方式：021-67791040；E-mail：ykham1999@163.com 

注：仅招博培计划生，是否具有招生名额以实际下发为准。 

 

 张丹华 女，教授，法学博士。现任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社

会科学普及研究会副会长，莫斯科大学中俄大城市问题比较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论。主持教育部“九五”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当代俄罗斯教育发展

研究”；2009年人文社会科学专项课题“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教学有效性研究；2004年上海市教委教育科研课题“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课程新体系构

建研究”。发表《苏联和俄罗斯意识形态教育的变迁研究》、《苏俄思想政治教育变迁及困

境分析》、《普京教育治国思想解读》、《论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冷战》及《中国建立创新

型国家的战略与模式比较》等论文 40多篇。其中部分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

载。独著《中外公民道德教育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技术创新战略的理

性思考与模式选择》（长春出版社，2005年）。主编《“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有效性研究》（2008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实践与创新——“项

链模式”教学研究》和副主编《解疑与释惑——来自大学生的问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

年）。2009年获教育部“首届高校德育创新研究优秀奖”；2008年获上海市教学名师奖和

上海市育才奖；2007 年上海市教委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一课”奖；2006年上海市高校优

秀政治理论课教师称号；2004年获上海市宝钢优秀教师奖；1995年国家教委公派俄罗斯圣

彼得堡赫尔岑国立师范大学普通访问学者、2006年国家教委公派俄罗斯莫斯科大学高级访

问学者。 

  联系方式：021-66138107；E-mail：zdh7238@126.com   

注：本年度不招生 

 

 刘 铮 女，教授，博士。专业：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研

究领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小城镇成长研究。目前承担

的课题：大城市郊区小城镇成长机制研究（上海市教委创新课题）。完成国家课题 2项，省

部级课题 7项。奖项：吉林省第二、三、四、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四次（两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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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书）、二等奖三次（论文）、三等奖一次。曾获得上海市育才奖。在《经济学动态》等

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十

多篇。在宇航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等出版专著 4部、主编 3部。现任上海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综合类高校《资本论》研究会理事、世

界政治经济学会理事。 

  联系方式：021-66138107；E-mail：xqxq7777@126.com   

注：本年度不招生 

 

 宁莉娜 女，教授，博士。专业：逻辑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研究领域：中外逻

辑思想及其比较、逻辑方法与生活世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目前承担省部级课题：中

国近代逻辑观的价值审视及当代启示。完成省部级课题多项。奖项：黑龙江省第九届、第十

三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两次（2000、2008）、三等奖一次(2006)。在《哲学研

究》发表《论金岳霖逻辑方法的跨界性特征》，在《哲学动态》发表《论古希腊逻辑方法对

生活世界的回应》，在《人民日报》发表《重塑现代性人格》，在《光明日报》发表《从非

日常思维的价值维度看逻辑方法的走向》、《论逻辑方法拐点上的哲学动因》，在《自然辩

证法通讯》发表《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现代逻辑方法的中介功能》，在《求是学刊》等

核心期刊发表《中国近代文化革新视域中的西方逻辑方法》、《回归交往世界的逻辑》等学

术论文近百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光明日报》和《中国人民大学

复印资料》等转载和摘编十多篇。出版《西方逻辑思想史》、《逻辑学》等学术著作十多部。

现任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 

   联系方式：021-66132442；E-mail：ninglina@shu.edu.cn   

注：本年度不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