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图学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信息简表
序
号

姓名
（按姓氏笔画排序）

工作单位 邮箱

1 于  亮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yuliang@jingdiao.com

2 于  洁 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yuj@cadg.cn

3 于俊清 华中科技大学 yjqing@hust.edu.cn

4 于海燕 东华大学 yuhy@dhu.edu.cn

5 干  静 四川大学 2604324704@qq.com

6 马智亮 清华大学 mazl@tsinghua.edu.cn

7 王  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wangningmaya@126.com

8 王  迎 哈尔滨工业大学 wangying1002@hit.edu.cn

9 王  静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2480245813@qq.com

10 王子茹 大连理工大学 Wangziru26@126.com

11 王枫红 华南理工大学 fhwang@scut.edu.cn

12 王建民 清华大学 Jimwang@tsinghua.edu.cn

13 王淑侠 西北工业大学 Shuxiaw@nwpu.edu.cn

14 王蕴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yhwang@buaa.edu.cn

15 支海波 江苏赛愽智能制造研究院 zhihaibo@263.net

16 方驰华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fangch_dr@126.com

17 田  丰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tianfeng@iscas.ac.cn

18 田  凌 清华大学 tianling@tsinghua.edu.cn

19 田  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tianj@buaa.edu.cn;
jie.tian@ia.ac.cn

20 白永胜 山西路桥智慧交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795609193@qq.com

21 冯开平 广东工业大学 fengkp@gdut.edu.cn

22 冯结青 浙江大学 jqfeng@cad.zju.edu.cn

23 宁  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ningtao@buaa.edu.cn

24 任祖平 东南大学 dndxrzp@126.com

25 向  敏 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633327@qq.com

26 刘  炀 合肥工业大学 358331345@qq.com

27 刘  镇 华南理工大学 james1iu@hotmail.com

28 刘飞香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liufeixiang@crchi.com

29 刘占省 北京工业大学 Lzs4216@163.com

30 刘利刚 中国科技大学 lgliu@ustc.edu.cn

31 刘春华 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 liuchunhua@sae118.com

32 刘衍聪 中国石油大学 liuyc@upc.edu.cn

33 刘振宇 浙江大学 liuzy@zju.edu.cn

34 刘晓敏 福州大学 lxmliu@fzu.edu.cn

35 刘爱军 北京数码大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aj@caxa.com

36 刘继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ryukeiko@buaa.edu.cn

37 刘继鹏 河南工程学院 490052177@qq.com

38 刘检华 北京理工大学 jeffliu@bit.edu.cn

39 刘静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ljinghua@buaa.edu.cn

40 许杰峰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xujf@cabr.com.cn

41 孙  毅 浙江工业大学 sunyi@zjut.edu.cn

42 孙文磊 新疆大学 sunwenxj@163.com

43 孙林夫 西南交通大学 sunlf@vip.163.com

44 阳明庆 贵州大学 Mqyang@gzu.edu.cn

45 牟文平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 mouwenp@qq.com

46 苏  鹏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supeng@bistu.edu.cn

47 李士才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lishic@263.net

48 李久林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lijiulin@bjucd.com

49 李云贵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liyungui@china.com

50 李世芸 昆明理工大学 li_shiyun65@126.com

51 李会江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ktc@zwcad.com

52 李迎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liyingguang@nuaa.edu.cn

53 李晋航 东方电气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Lijh01@dongfang.com

54 李海生 北京工商大学 lihsh@th.btbu.edu.cn

55 李雪梅 北京交通大学 xmli1@bjtu.edu.cn

56 李维诗 合肥工业大学 weishili@hfut.edu.cn

57 杨  洁 中国图学学会秘书处 yj@cgn.net.cn

58 杨  谆 北京建筑大学 yangzhun@bucea.edu.cn

59 杨  鑫 大连理工大学 xinyang@dlut.edu.cn

60 杨水成 西安理工大学 yangshuicheng@aliyun.com

61 杨光辉 北京科技大学 yanggh@ustb.edu.cn

62 杨旭波 上海交通大学 yangxubo@sjtu.edu.cn

63 杨周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yangzw@ustc.edu.cn

64 杨富春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yangfch@cscec.com

65 肖伯祥 北京服装学院 boxiang_xiao@163.com

66 肖承翔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xcx227@163.com

67 肖银玲 高等教育出版社 xiaoyl@hep.com.cn

68 何培斌 重庆大学 1343744813@qq.com

69 佟献英 北京理工大学 xy-tong@263.net

70 汪少山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angss-a@glodon.com

71 汪国平 北京大学 wgp@pku.edu.cn

72 沈旭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xkshen@buaa.edu.cn

73 沈国强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9064019@qq.com

74 迟崇巍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Chongwei.chi@ia.ac.cn

75 张  俐 华中科技大学 zlmse@hust.edu.cn

76 张  敏 山东大学 Zhangmin2616@sdu.edu.cn

77 张  强 大连理工大学 zhangq@dlut.edu.cn

78 张开富 西北工业大学 zhangkf@nwpu.edu.cn

79 张丽萍 兰州交通大学 1909171631@qq.com

80 张京英 北京理工大学 zhang_jy2002@163.com

81 张建奇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Zhangjianqi@cabrtech.com

82 张保全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 zbq@jingdiao.com

83 张桂梅 南昌航空大学 Guimei.zh@163.com

84 张晓鹏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xiaopeng.zhang@ia.ac.cn

85 张彩明 山东大学 czhang@sdu.edu.cn

86 张瑞秋 华南理工大学 rqzhang@scut.edu.cn

87 陆国栋 浙江大学 lugd@zju.edu.cn

88 陈  平 北京科技大学 chenp@ustb.edu.cn

89 陈  宇 宁夏大学 Chen_y@nxu.edu.cn

90 陈  颖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所 c-y62000@aliyun.com

91 陈卫东 北京数码大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wd@caxa.com

92 陈志杨 杭州新迪数字工程系统有限公司 Chen.zhiyang@newdimchina.com

93 邵立康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shaolikang@163.com

94 武仲科 北京师范大学 zwu@bnu.edu.cn

95 林佳瑞 清华大学 lin611@tsinghua.edu.cn

96 尚建忠 国防科技大学 shangjianzhong@nudt.edu.cn

97 金  博 大连理工大学 jinbo@dlut.edu.cn

98 周  昆 浙江大学 kunzhou@zju.edu.cn

99 周东生 大连大学 donyson@126.com

100 周志成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zhouzc@cae.cn

101 郑联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lyzheng@buaa.edu.cn

102 单承方 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3910096188@139.com

103 单保慈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shanbc@ihep.ac.cn

104 赵  军 兰州交通大学 zhaojun@mail.lzjtu.cn

105 赵  罡 清华大学 zhaog@buaa.edu.cn

106 赵建国 郑州大学 zzdxzjg@163.com

107 赵海英 北京邮电大学 zhaohaiying@bupt.edu.cn

108 赵慧娟 四川省现代服务科技研究院 1986608206@qq.com

109 郝育新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bimhao@163.com

110 胡事民 清华大学 shimin@tsinghua.edu.cn

111 胡振中 清华大学 huzhenzhong@tsinghua.edu.cn

112 胡振华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zhenhua.hu@ia.ac.cn

113 钟  炜 天津理工大学 895638705@qq.com

114 姜  潮 湖南大学 jiangc@hnu.edu.cn

115 袁正刚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yuanzg@glodon.com

116 贾金原 同济大学 jyjia@tongji.edu.cn

117 顾  明 清华大学 guming@tsinghua.edu.cn

118 徐  凯 国防科技大学 kevin.kai.xu@gmail.com

119 徐  健 天津大学 xujian@tju.edu.cn

120 徐  敏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Min9.xu@ia.ac.cn

121 徐保文 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xubw@avic-digital.com

122 高  鹏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 675661835@qq.com

123 高承勇 华东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chengyong_gao@arcplus.com.cn

124 高雪强 河北科技大学 641274428@qq.com

125 陶  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ftao@buaa.edu.cn

126 陶  冶 华南农业大学 948628196@qq.com

127 黄凯奇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kqhuang@nlpr.ia.ac.cn

128 曹  乐 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4787222@qq.com

129 梁国星 太原理工大学 Liangguoxing@tyut.edu.cn

130 彭正洪 武汉大学 Laopeng129@vip.sina.com

131 蒋  丹 上海交通大学 jiangdan@sjtu.edu.cn

132 韩宝玲 北京理工大学 hanbl@bit.edu.cn

133 童若锋 浙江大学 trf@zju.edu.cn

134 谢  诚 云南大学 xiecheng@ynu.edu.cn

135 强  毅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中汽认证中心 qiangyi40@hotmail.com

136 蔡鸿明 上海交通大学 Hmcai@sjtu.edu.cn

137 廖伟智 电子科技大学 Yin770873090@qq.com

138 廖金军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711097459@126.com

139 樊红亮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835893003@qq.com

140 潘康华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sactc146@163.com

141 魏  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weiwei@buaa.edu.cn

142 刘  慧 山东财经大学 liuh_lh@sdufe.edu.cn

143 许澍虹 中国商飞北京民用飞机技术研究中心 xushuhong@coma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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