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科 拟支持项目研究方向
指导导师

姓名 职称 联系方式

1 地球物理学 高精度地震勘探数据处理和成像新方法研究 毛伟建 研究员 wjmao@whigg.ac.cn

2 地球物理学 大型滑坡动态破裂过程研究 储日升 研究员 chur@whigg.ac.cn

3 地球物理学 页岩气诱发地震震源性质 储日升 研究员 chur@whigg.ac.cn

4 地球物理学 通讯光缆记录的城市脉动 曾祥方 研究员 zengxf@whigg.ac.cn

5 地球物理学  多地震观测量联合反演地壳结构  崇加军 副研究员 jiajunchong@foxmail.com

6 地球物理学 无监督学习在地震成像中的应用  崇加军 副研究员 jiajunchong@foxmail.com

7 地球物理学 月球潮汐的理论模拟 陈晓东 副研究员 chenxd@apm.ac.cn

8 地球物理学 孔隙弹性变形——地下水开采与地面沉降 周江存 研究员 zjc@apm.ac.cn

9 地球物理学 球坐标系下的地震形变与地震滑动断层反演 周江存 研究员 zjc@apm.ac.cn

10 地球物理学 固体地球物理 汪汉胜 研究员 whs@asch.whigg.ac.cn

11 地球物理学 地球负荷理论 汪汉胜 研究员 whs@asch.whigg.ac.cn

12 测绘科学与技术 大地测量精密成像与智能遥感 江利明 研究员 jlm@whigg.ac.cn

13 测绘科学与技术 三极时空大数据深度学习与知识发现 江利明 研究员 jlm@whigg.ac.cn

14 测绘科学与技术 浅海水深遥感反演 沈翔 副研究员 shen@apm.ac.cn

15 测绘科学与技术 探地雷达与冰雪厚度测量方法研究 沈强 副研究员 shen@apm.ac.cn

16 测绘科学与技术 InSAR数据处理方法与应用研究 沈强 副研究员 shen@apm.ac.cn

17 测绘科学与技术 基于深度学习的冰冻圈表面特征大范围遥感制图与机制分析 黄荣刚 副研究员 gang3217@apm.ac.cn

18 测绘科学与技术 融合多源遥感数据的冰裂隙深度探测与时空拓展模型 黄荣刚 副研究员 gang3218@apm.ac.cn

19 测绘科学与技术 联合空-地激光雷达的不良地质体动态监测与时空建模 黄荣刚 副研究员 gang3219@apm.ac.cn

20 测绘科学与技术 智能手机北斗定位技术 张宝成 研究员 b.zhang@whigg.ac.cn

21 测绘科学与技术 卫星推进器微弱推力的高精度地面测试与标定 涂海波 副研究员 tuhaibo@apm.ac.cn

22 测绘科学与技术 动态用户实时精密单点定位技术研究 钟世明 副研究员 smzhong@whigg.ac.cn

23 测绘科学与技术 人卫激光测距及卫星精密定轨数据处理方法与软件研制 钟世明 副研究员 smzhong@whigg.ac.cn

24 测绘科学与技术 协同模式下多用户实时高精度GNSS定位方法研究 钟世明 副研究员 smzhong@whigg.ac.cn

25 测绘科学与技术 基于GNSS的高精度动态时间同步方法及评估研究 张杰 副研究员 zhangjie@whigg.ac.cn

26 测绘科学与技术 时间频率信号性能评估方法研究及软件研制 张杰 副研究员 zhangjie@whigg.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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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测绘科学与技术 基于嵌入式FPGA的高精度时间测量方法研究 张杰 副研究员 zhangjie@whigg.ac.cn

28 地理学 湖北省重点湿地公园资源调查及动态监测研究 王学雷 研究员 xlwang@whigg.ac.cn

29 地理学 多源遥感数据融合的农作物监测方法研究 黄进良 研究员 hjl@whigg.ac.cn

30 地理学 铁锰矿物活化过硫酸盐降解水体典型抗生素研究 王智 研究员 zwang@whigg.ac.cn

31 地理学 GEE平台下基于深度学习的遥感影像云与阴影检测 凌峰 研究员 lingf@whigg.ac.cn

32 地理学 城市湖泊水环境遥感定量研究 肖飞 研究员 xiaof@whigg.ac.cn

33 地理学 人类活动对河湖水质变化的影响分析 庄艳华 副研究员 zhuang@whigg.ac.cn

34 地理学 空间信息技术辅助下的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蔡晓斌 副研究员 xbcai@whigg.ac.cn

35 地理学 长江中下游河漫滩的时空分异机制及生态流量决策研究 班璇 副研究员 banxuan@whigg.ac.cn

36 地理学 近二十年江汉平原地区水稻遥感制图研究 池泓 副研究员 chihong@whigg.ac.cn

37 地理学 中国北方森林生物量遥感估算研究 池泓 副研究员 chihong@whigg.ac.cn

38 地理学 基于GIS和遥感的湖泊水环境容量测算 冯奇 副研究员 fengqi@whigg.ac.cn

39 地理学 大尺度土地覆被与生态参量一体化遥感监测与反演 王立辉 副研究员 wanglihui@whigg.ac.cn

40 地理学 基于时空数据融合的土壤侵蚀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王立辉 副研究员 wanglihui@whigg.ac.cn

41 地理学 基于深度学习的遥感影像森林结构参数反演 张一行 副研究员 zhangyihang@apm.ac.cn

42 地理学 COVID-19爆发背景下的热带地区植被/森林时空变化分析研究 张一行 副研究员 zhangyihang@apm.ac.cn

43 物理 并行计算 卞学滨 研究员 xuebin.bian@apm.ac.cn

44 物理 用原子检验弱等效原理 周林 副研究员 lzhou@apm.ac.cn

45 物理 微纳机械振动冷却的理论研究 张建奇 副研究员 zhangjianqi@apm.ac.cn

46 物理 芯片离子阱激光冷却系统研制 陈亮 副研究员 liangchen@wipm.ac.cn

47 物理 激光稳频系统中的光功率稳定 陈李生 研究员
lchen@wipm.ac.cn;
027-87199569

48 物理 激光光强稳定装置的制作与测试 江开军 研究员
kjjiang@wipm.ac.cn；
027-87198541

49 物理 用于冷却原子的射频天线的制作 江开军 研究员
kjjiang@wipm.ac.cn；
027-87198541

50 物理 用于操控冷原子的拉盖尔高斯光束的产生 江开军 研究员
kjjiang@wipm.ac.cn；
027-8719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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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物理 钙离子光钟离子态制备方案 高克林 研究员 klgao@wipm.ac.cn

52 物理 钙离子光钟磁场主动反馈控制 管桦 研究员 guanhua@wipm.ac.cn

53 物理 跨频带射频与微波多频谐振器仿真设计与应用 程鑫 高级工程师 chengxin@wipm.ac.cn

54 物理 磁共振成像图像的采集与处理 陈方 高级工程师 chenfang@wipm.ac.cn

55 物理 fpga高级综合前沿技术与应用 刘朝阳 研究员
chyliu@wipm.ac.cn；
027-87199686

56 物理 极紫外光梳 柳晓军 研究员
xjliu@wipm.ac.cn；
027-87199825;

57 物理 超快激光原理及技术 华林强 副研究员
hualq@wipm.ac.cn；
027-87197303;

58 物理 原子分子超快动力学前沿实验 全威 研究员
charlywing@wipm.ac.cn；
027-87198786

59 物理 飞秒真空紫外光源 金兵 副研究员
jinbing@wipm.ac.cn；
027-87197138

60 物理 飞秒激光啁啾效应的测量 张嵩 研究员
zhangsong@wipm.ac.cn；
027-87198491

61 物理 液体束光电子能谱 张冰/龙金友 研究员 longjy@wipm.ac.cn

62 物理 少体系统的严格解理论 姜玉铸 研究员
jiangyuzhu@wipm.ac.cn；
15623319636

63 物理 原子干涉仪及应用技术 李润兵 研究员
rbli@wipm.ac.cn；
027-87199095

64 物理 基于耗散-驱动型Bose-Hubbard模型量子关联双原子激光的研究 杨万里 研究员 ywl@wipm.ac.cn

65 物理 快速量子纠缠门 周飞 副研究员 zhoufei@wipm.ac.cn

66 物理 基于原子磁光效应的光学测磁技术 叶朝辉 研究员
ye@wipm.ac.cn
027-8719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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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物理 肺部磁共振成像 周欣 研究员
xinzhou@wipm.ac.cn；
027-87198802

68 物理 基于深度学习的肺部磁共振图像高分辨率重建 邓鹤 副研究员
denghe@wipm.ac.cn
027-87199530

69 物理 超极化气体磁共振成像射频探头 石磊 高级工程师
lshi@wipm.ac.cn
027-87199530

70 物理 用于动物脑部神经递质检测的射频探头 石磊 高级工程师
lshi@wipm.ac.cn
027-87199530

71 物理 动物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 李海东 副研究员 haidong.li@wipm.ac.cn

72 物理 基于里德堡原子的微波通信 刘红平 研究员 liuhongping@wipm.ac.cn

73 物理 原子超快电离过程的理论模拟 袁明虎 副研究员 mhyuan@wipm.ac.cn

74 物理 可变光束直径的多波长光纤耦合系统 贺凌翔 研究员 helx@wipm.ac.cn

75 物理 基于碘分子吸收的频率稳定装置 贺凌翔 研究员 helx@wipm.ac.cn

76 物理/电子 非对称网络下的高精度时间同步研究 余钫 正高级工程师
yufang@wipm.ac.cn；
027-87198410

77 物理 超顺磁性纳米粒子成像激励磁场装置和探头 刘朝阳 研究员 chyliu@apm.ac.cn

78 物理 超冷原子空间转移系统的设计与搭建 张东方 副研究员
zdf0116@wipm.ac.cn
027-87198306

79 物理 分子结构实时成像 赖炫扬 研究员 xylai@wipm.ac.cn

80 物理 钙离子D5/2态g因子的测量 高克林 研究员
klgao@wipm.ac.cn
027-87197740

81 物理 高离化态离子束的诊断与优化 管桦 研究员 guanhua@wipm.ac.cn

82 物理 优化钙离子的冷却及测量冷却钙离子的温度 黄垚 副研究员
yaohuang@wipm.ac.cn
027-87197796

83 物理 氢分子离子转动态L/=0的QED领头项研究 钟振祥 研究员
zxzhong@wipm.ac.cn
13545291374

84 物理/化学 机器学习在电子结构计算中的应用 杨明晖 研究员 yangmh@wipm.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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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物理/化学 化学反应速率常数的机器学习 杨明晖 研究员 yangmh@wipm.ac.cn

86 物理/化学 固体NMR方法及其在多相催化中的应用 王强 研究员 qiangwang@wipm.ac.cn；

87 化学 生物质转化 徐君 研究员
xujun@wipm.ac.cn；
027-87197359

88 化学 新能源材料结构与性质 李申慧 研究员
lishenhui@wipm.ac.cn；
027-87198965

89 化学 固体核磁共振在材料合成中的应用 李申慧 研究员 xiaolong.liu@wipm.ac.cn

90 化学 光催化材料的活性位与反应机理的核磁共振研究 冯宁东 副研究员
ningdong.feng@wipm.ac.cn
；
027-87199307

91 化学 能源分子催化 邓风 研究员
dengf@wipm.ac.cn；
 027-87198820

92 化学 环境污染物低剂量暴露诱发代谢性疾病的分子机制研究 张利民 研究员 zhanglm@wipm.ac.cn

93 化学 纳米诊疗一体化分子探针 陈世桢 研究员
chenshizhen@wipm.ac.cn；
027-87198631

94 化学 超灵敏Xe磁共振分子探针 郭茜旎 研究员
qian-niguo@wipm.ac.cn；
027-87198631

95 化学 多功能纳米生物探针 杨玉琪 副研究员 yangyuqi@wipm.ac.cn

96 生物 记忆形成的细胞及神经环路机制 徐富强/李琴 研究员 liqin@wipm.ac.cn
13720115603

97 生物 进食的神经环路机制 徐富强/李琴 研究员
liqin@wipm.ac.cn
13720115603

98 化学 利用核磁共振研究分子伴侣对客户蛋白动力学及功能的影响 禾立春 研究员 helichun@wipm.ac.cn

99 化学 纳米抗体的筛选及应用 禾立春 副研究员 helichun@wipm.ac.cn

100 生物/化学 幼儿病毒/细菌感染快速检测装置的开发 李颖 副研究员 15071216303

101 化学/药学 β-1,3葡聚糖改性以及构效关系研究 茹阁英 副研究员 15927115987

102 生物/化学 基于NMR的全细胞中胆碱代谢过程的实时追踪 张许 研究员
zhangxu@apm.ac.cn；
027-8719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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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化学 非编码RNA的样品制备与选择性标记 董旭 副研究员
tanglab@wipm.ac.cn
027-87197133

104 化学 磷酸化对泛素结构及其相互作用调控的核磁共振研究 董旭 副研究员
dongxu@wipm.ac.cn
027-87197358

105 化学 基于实验数据的生物大分子结构计算与模拟 龚洲 副研究员
gongzhou@wipm.ac.cn
027-87197358

106 化学 生物大分子磁共振波谱学 姜凌 研究员
lingjiang@wipm.ac.cn；
027-87198493

107 生物/化学 癌症防治中药活性成分代谢组分析 张利民/雷和花 研究员 zhanglm@wipm.ac.cn

108 生物/化学 基于“肠脑轴”和“肠肝轴”研究代谢性疾病发生发展的分子
机理

张利民 研究员 zhanglm@wipm.ac.cn

109 化学 液体NMR研究人体疾病相关的蛋白质结构与功能 杨运煌 研究员
yang_yh@wipm.ac.cn；
027-87199541

110 化学 限域孔道吸附扩散与催化 郑安民 研究员
zhenganm@wipm.ac.cn； 
027-87197127

111 生物 小鼠释放警戒信息素的神经环路 徐富强/饶小平 助理研究员
raoxiaoping0902@wipm.ac.
cn; 
15927634531

112 生物 透明脑方法研究 徐富强/胡亮 研究员 huliang@wipm.ac.cn

113 生物 小鼠嗅闻控制的神经环路 徐富强/饶小平 研究员
raoxiaoping0902@wipm.ac.
cn;
15927634531

114 生物 VTA-mOT通路对气味偏好形成的调控 徐富强/张志建 研究员 zhzhj_hust@126.com

115 生物 LH-PAG介导的社交厌恶行为的环路机制研究 徐富强/文鹏杰 研究生 gogo_pjwen@163.com

116 生物 AON参与气味方位识别的机制研究 徐富强/王莉 研究员 wangli_cas@163.com

117 生物 基底前脑PV神经元在嗅记忆中的功能研究 徐富强 研究员 zhuxutao405@sina.cn

118 生物 利用工具病毒研究基底前脑胆碱能神经元输入网络 徐富强 研究员 zhuxutao405@sina.cn

119 生物 研究特定功能活动下的海马神经环路 徐富强 研究员 zhuxutao405@sina.cn

120 生物 乙醛积蓄模型全脑静息态 徐富强/胡婷 研究员 ht_joyce@163.com

mailto:raoxiaoping0902@wipm.ac.cn;15927634531
mailto:zhuxutao405@sina.cn
mailto:zhuxutao405@sina.cn
mailto:zhuxutao405@sina.cn
mailto:zhzhj_hust@126.com
mailto:zhenganm@wipm.ac.cn%20，%20027-87197127
mailto:zhanglm@wipm.ac.cn
mailto:lingjiang@wipm.ac.cn；027-87198493
mailto:zhanglm@wipm.ac.cn
mailto:gongzhou@wipm.ac.cn027-87197358
mailto:dongxu@wipm.ac.cn027-87197358
mailto:tanglab@wipm.ac.cn027-87197133


121 化学
甲基化蛋白质磁共振波谱研究：利用核磁共振研究甲基化对一
些重要功能蛋白的结构和动力学影响。学习蛋白质磁共振相关
理论知识，提高动手能力，培养创新思维。

张许 研究员
zhangxu@apm.ac.cn;
027-87197056

122 生物/生物医学工程 基于机器学习的神经影像大数据分析 林富春 研究员 fclin@apm.ac.cn

123 生物/生物医学工程 基于机器学习的神经影像大数据分析 林富春 研究员 fclin@apm.ac.cn

124 生物/化学 无序蛋白的空间构象和相互作用的核磁共振研究 胡蕴菲 研究员 huyunfei@apm.ac.cn

125 生物/医学 病原微生物核酸现场检测新方法 李颖 研究员 liying@apm.ac.cn

联系人

姓名 赵行双

办公电话 027-87198915

电子邮件 zxscds@apm.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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