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系所研究生教育通讯录 

合肥区号：0551  科大邮箱后缀@ustc.edu.cn 

单位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E-mail 

数学学院 
黄稚新 教学秘书 63601006 hzx 

郑芳 教学秘书 63601002 zzff60 

物理学院 

张义红 教学秘书 63600462 lixy 

张皓 2 系教学秘书 63601066 xiaozhou 

李雯 4 系教学秘书 63601174 lixin 

马赛 4 系教学秘书 63601164 masai2090@outlook.com 

陆山 22 系教学秘书 63601835 lushan 

朱咏梅 38 系教学秘书 63601063 ymzhu 

贺明杨 48 系教学秘书 63603982 myhe 

化学学院 

李光水 教学秘书 63600422 ligsh 

顾若水 3 系教学秘书 63601109 gursh 

孙静 教学秘书 63606784 sunj615 

陈育新 14 系教学秘书 63600623 yxchen 

王晓红 
12 系、20 系教学

秘书 
63601697 asuba 

霍磊 19 系教学秘书 63601107 lhuo 

生命学院 
白永胜 研究生部主任 63601440 ybai 

李珺 教学秘书 63600392 ljmm 

工程学院 

童静 9 系教学秘书 63601250 tjing 

余年琴 5 系教学秘书 63601474 yunq 

葛晶 13 系教学秘书 63600629 gejing 

信息学院 

洪力奋 10 系教学秘书 63607437 lfhong 

张玉颖 6 系教学秘书 63600124 zyy1120 

杨福荣 23 系教学秘书 63602835 fryang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张玉颖 教学秘书 63600124 zyy1120 

计算机学院 
张荣 教学秘书 63600853 dimple 

李胜柏 工程硕士教学秘书 63601552 sbli 

地空学院 胡银玉 教学秘书 63601848 huyy 

管理学院 

李艳梅 教学秘书 63601732 liyanm 

刘红梅 MBA 教学秘书 63492258 hmliu 

张睿珍 
金融专业硕士

（MF）教学秘书 
63606293 zrz8zrz 

付苗苗 EMBA 教学秘书 63600511 emba02@ustc.edu.cn 

公共事务学院 

宋小燕 教学秘书 63607760 sxy 

瞿慧 法硕教学秘书 63600198 quhui117@126.com 

张轶敏 MPA 教学秘书 63492026  

人文学院 
黄玉明 人文学院教学秘书 63600497 hhhym 

翟淑亭 24 系教学秘书 63602861 zhaist 



董军锋 25 系教学秘书 63601734 dongjf 

王梅芳 18 系教学秘书 63601920 meifangw 

乔乔 18 系教学秘书 63601915 qiaoqiao 

刘燊 105 系教学秘书 63600050 liushenpsy 

杨旭东 体教教学秘书 63601969 yxd199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晓芬 教学秘书 13587112963 xfen68 

微电子学院 杨福荣 教学秘书 63602835 fryang 

大数据学院 陈淇 教学秘书 63603447 chrisqi 

生命科学与医学部 杨舒馨薏 教学秘书 15255107178 15255107178@163.com 

软件学院 

任皖英 教学秘书 63492010 rwy 

郑蓉 教学秘书 63492015 zhengrr 

杨照芬 教学秘书 0512-68839209 zhfyang 

纳米学院 刘文敏 教学秘书 0512-87161360 wenminliu 

环光学院 刘萍 教育主管 65591522 liuping@aiofm.ac.cn 

加速器 邱友凤 教学秘书 63602007 qiuyf 

火灾 谢阳 教学秘书 63600763 xieyang 

微尺度 
马苗苗 教学秘书 63606540 mamm 

赵茹 教学秘书 63606540 Zhaoru 

先研院 朱艳婷 教学秘书 65708197 zhuyanting@ustciat.cn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乔珍 教学秘书 63601745 Qiaoz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罗晓燕 教育干部 02583282201 xyluo@nigpas.ac.cn 

紫金山天文台 

吕静 研究生部主任 025-83332081 lujin@pmo.ac.cn 

刘怡 教育主管 025-83332293 liuyi@pmo.ac.cn 

杜秋生 教育主管 025-83332081 duqs@pmo.ac.cn 

戴璐 教育主管 025-83332293 dailu@pmo.ac.cn 

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

生研究所 

潘婷婷 研究生部主任 0512-62872676 ttpan2006@sinano.ac.cn 

王安秋 教育干部 0512-62872676 aqwang2015@sinano.ac.cn 

罗祎  0512-62872682 hluo2014@sinano.ac.cn 

王进军  0512-62872676 jjwang2009@sinano.ac.cn 

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

研究所 
毛志清 人教处副处长 0512-69588025 maozq@sibet.ac.cn 

南京天仪公司 杨帆 教育干部 025-85482011 fyang@nairc.ac.cn 

金属研究所 
王晓斌 教育主管 024-83970058 xbwang@imr.ac.cn 

魏薇 教育主管 024-83978851 wwei@imr.ac.cn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许硕 研究生部 0431-85262096 xushuo0712@ciac.jl.cn 

郭宏霞  0431-85262094 hxguo@ciac.ac.cn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邢芬 教育主管 65592990 xingf@hfcas.ac.cn 

常昱红 教育主管 65591065 yhchang@hfcas.ac.cn 

叶海燕 教育主管 65591315 hyye@hf.cas.cn 

张艳丽 教育主管 65591315 ylzhang@hfcas.ac.cn 

闫超 教育主管 65592439 yanc@hfcas.ac.cn 

郭巍 教育主管 65591065 guow@hfcas.ac.cn 

秦娟娟 教育主管 65592990 qinjj@hfcas.ac.cn 

罗跃光 教育主管 65596812 luoyueguang@hfc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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