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录取编号 研究所/院系 姓名 导师 访学单位

1 理论物理研究所 陈祖成 黄庆国 卡迪夫大学

2 理论物理研究所 童炫博 马建平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3 高能物理研究所 张辰光 陈明水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4 高能物理研究所 张丰泽 陈和生 欧洲核子中心

5 工程科学学院 韩天阳 倪明玖 华盛顿州立大学

6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唐三力 金红光、洪慧 多伦多大学

7 国家天文台 李玉丰 苟利军 格拉斯哥大学

8 近代物理研究所 陈宇光 肖国青 张崇宏 保罗谢尔研究所

9  物理科学学院 陶雅正 吴岳良 马普所爱因斯坦研究所(AEI)  

10 力学研究所 肖凯璐 黄晨光 加州理工学院

11 上海天文台 李凯 周旭华 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

12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刘一阳 刘洪涛 剑桥大学

13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刘鹤 刘泉声 哥伦比亚大学

14 物理研究所 王博艺 叶方富 哈佛大学

15 数学科学学院 任明旸 张三国 耶鲁大学

16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陈跃文 刘润球 哈佛大学

17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亓博 葛力明 新罕布什尔大学

18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史言言 孙雅娟 图宾根大学

19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张俊荣 杨翠红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20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

究所
张振 何思明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21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覃朗 邹永廖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22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王宇贤 王赤 法国天体物理与行星研究所

23
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
陆绍娟 刘宝元

农业部-农业研究所国家土
壤侵蚀实验室

24 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周亚东 何报寅 昆士兰大学

25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李洋 孙志刚 法国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

26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李云云 成升魁 宾夕法尼亚大学

27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张蝶 葛咏 瓦赫宁根大学

28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张佳慧 何念鹏 普林斯顿大学

29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周未末 葛全胜 东京大学

30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朱梦瑶 戴君虎 东京大学

31 地球化学研究所 廖雨琦 陶琰 印第安纳大学

32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冯雪磊 马凤山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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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王一波 胡圣标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34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张振宇 刘传周 布朗大学

35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周忠鸣 李守定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36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
廖俊棋 徐星 耶鲁大学

37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
易冰 胡耀武 东京大学

38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范安 孙新蕾 密歇根州立大学

39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郑文秀 张恩楼 南安普顿大学

40 青藏高原研究所 李斐 邬光剑 因斯布鲁克大学

41 遥地所 杜家昕 付碧宏 墨尔本大学

42 遥地所 钱晓瑾 刘良云 墨尔本大学

43 遥地所 任少亭
Massimo

Menenti、贾立
瑞士联邦森林、雪与景观研

究所

44 遥地所 孙津 龚建华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45 遥地所 余越驰 施建成 普渡大学

46 中丹学院 刘文 刘苏峡 丹麦科技大学

47 中丹学院 秦文婧 刘苏峡 哥本哈根大学

48  南京土壤所研究所 董岳 张甘霖 洛桑研究所

49  南京土壤所研究所 李晓娜 蒋新 阿尔伯塔大学

50 城市环境研究所 林美霞 吝涛 英国生态与水文研究中心    

51 城市环境研究所 田华丽 张凯松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

究组织

52 大气物理研究所 李牧原 罗德海 墨尔本大学

53 大气物理研究所 马铮 孙建华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54 大气物理研究所 尹若莹 高志球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55 大气物理研究所 越思瑶 傅平青 马克斯普朗克化学研究所

56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

究所
王广蕊 赵凯 芬兰气象研究所

57 海洋研究所 李笑语 于仁成
新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校

区）

58 海洋研究所 王楠 段继周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59 南海海洋所 李健 詹文欢
意大利国家海洋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

60 南海海洋所 罗云 颜文 昆士兰大学

61 南海海洋所 张涟漪 杜岩 东京大学

62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刘焕楚 何兴元 鲁汶大学

63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杨雅丽 梁超 法国国家农业研究所

64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陈永久 刘思金 麻省理工大学

65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王齐 杨敏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66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武小琳 刘文彬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67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

院
高樯 温智 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



68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梁玉青 张道远
 法国园艺与种子研究所

(IRHS)，法国国家农业科学
研究院

69 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郭超 唐建辉 科廷大学

70 中丹学院 崔阳 江桂斌 奥胡斯大学

71 中丹学院 张万通 胡正义 奥胡斯大学

72 资源与环境学院 杨洁 余志晟 根特大学

73  华大教育中心 王奇 杨焕明 多伦多大学

74  水生生物研究所 闫冠雄 缪炜 伯尔尼大学

75  水生生物研究所 张事 张学治 佐治亚理工学院

76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赵学彤 方向东 哈佛大学医学院

77 动物研究所 谭鑫鑫 李明
德国灵长类研究中心-莱布

尼茨灵长类动物研究所

78 华南植物园 邓双文 陈红锋
美国史密森尼

研究中心

79 华南植物园 邵露露 魏孝义
德国亥姆霍兹

传染病研究中心

80 华南植物园 王森浩 莫江明     张炜 哥本哈根大学

81 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胡玥 王泽峰 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82 武汉植物园 李治中 陈进明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83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戴黎聪 曹广民 新南威尔士州基础产业部

84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徐超昊 徐宪立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杰

克逊地球科学学院

85 遗传发育研究所 王泓力 焦雨铃 约翰英纳斯研究中心

86 经济与管理学院 刘苇 赵红 格拉斯哥大学

87 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俏 杨海珍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

分校

88 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王雅 潘教峰 佐治亚理工学院

89 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姚星 王胜光 新加坡国立大学

90 文献情报中心 陈莉玥 刘细文 蒙特利尔大学

91 中丹学院 蔡新璐 陈楚侨 奥胡斯大学

92    计算技术研究所 林宁 李晓维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93    计算技术研究所 吴步娇 孙晓明 新加坡国立大学

94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郑巳明 杨小渝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95 软件研究所 邓茜 张健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96 软件研究所 闫佳 苏璞睿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97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张慧玲 魏彦杰 俄克拉荷马大学

98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赵冬晔 封锡盛 爱丁堡大学

99 信息工程研究所 李健 王伟平 斯坦福大学

100 自动化研究所 石晶 徐波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01 半导体研究所 贾庆轩 牛智川 巴黎十一大

102 半导体研究所 龙宇雄 李树深 乌迪内大学

103 电子所 焦念刚 尤红建 墨尔本大学

104 电子所 刘力行 王军波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05 光电技术研究所 魏子然 张建林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106 上海高等研究院 王琛 李明齐 悉尼大学

107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杨一超 贾建军
马普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

究所

108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

研究所
陈锦明 程建功 西北大学

109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

研究所
张成俊 尤立星

超导及新型材料与器件研究
所

110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
杨明洋 樊学武 康涅狄格大学

111 理化技术研究所 冯亚平 江雷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12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

究所
刘闯 吴爱国 哈佛大学

113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李松 董显林 巴黎萨克雷大学

114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彭春蕾 陈航榕 普渡大学

115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沈梦 施剑林 昆士兰大学

116  化学科学学院 程丹 周克斌 新加坡国立大学

117  化学科学学院 李昶 何裕建 康考迪亚大学

118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马丽坤 叶茂 阿尔伯塔大学

119 广州能源研究所 李松 张琦 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

120 过程工程研究所 李达 齐涛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121 化学研究所 张秋月 孙文华 康科迪亚大学

122
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

究所
牟楷文 刘立成 柏林工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