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第三批“至善博士后”公示名单

序号 拟进学院 拟进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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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导师
博士后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博士毕业单位
及一级学科

学习、工作简历

1 建筑学院 建筑学 王建国 沈宇驰 男 1990.09
东南大学
建筑学

2008.09-2013.06 苏州科技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本科；
2013.09-2016.06 东南大学建筑学专业硕士；
2016.09-今      东南大学建筑学专业博士；
2019.09-2020.09 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2 建筑学院 建筑学 童明 朱琳 女 1989.04
英国爱丁堡大学

建筑学

2008.08-2012.07 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本科；
2012.09-2014.07 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硕士；
2014.09-2016.08 李柯伦治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助理建筑师；
2016.09-2021.06 英国爱丁堡大学建筑学专业博士。

3 建筑学院 建筑学 周颖 刘原原 女 1991.03
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

建筑设计

2010.09-2015.07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学专业本科；
2015.09-2018.06 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硕士；
2016.10-2018.09 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建筑设计专业硕士（双学位）；
2018.10-今      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建筑设计专业博士。

4 建筑学院 建筑学 冷嘉伟 裴逸飞 男 1988.02
东南大学
建筑学

2006.09-2011.06 扬州大学建筑学专业本科；
2011.08-2014.06 东南大学建筑学专业硕士；
2014.09-2021.09 东南大学建筑学专业博士。

5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陈云飞 陶毅 男 1991.10
东南大学
机械工程

2010.09-2014.06 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
2014.09-今      东南大学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博士；
2019.01-2021.01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6 能源与环境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
张会岩 苏银海 男 1990.09

东南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

理

2008.09-2012.07 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本科；
2013.09-2016.06 东南大学动力工程专业硕士；
2017.03-2020.12 东南大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专业博士；
2020.12-今      南京理工大学江阴校区新能源学院教师。

7 能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余冉 陈毅强 男 1995.08
香港大学

水与环境工程
2013.09-2017.07 南京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本科；
2017.09-2021.09 香港大学水与环境工程专业博士。

8 能源与环境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
朱小良 韩斌 男 1991.08

西安交通大学
核科学与技术

2010.08-2014.07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
2014.09-2019.03 西安交通大学核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
2019.03-今      青岛德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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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金石 张静 女 1993.04

东南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11.09-2015.06 中国矿业大学信息工程专业本科；
2015.09-2018.03 东南大学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硕士；
2018.03-今      东南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博士；
2019.10-2020.10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联合培养博士。

10
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赵涤燹 顾鹏 男 1995.04

东南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13.09-2017.06 东南大学信息工程专业本科；
2017.09-今      东南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博士。

11
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学院
软件工程 蒋嶷川 狄凯 男 1994.10

东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2.09-2016.06 西安交通大学物联网工程专业本科；
2016.09-今      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

12
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刘志昊 李熙 男 1989.11

东南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

2008.09-2012.07 西北大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
2012.09-2015.07 中国科学院大学天体力学与天体测量专业硕士；
2015.08-2016.02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科研助理；
2016.03-2021.06 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博士；
2021.06-今      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讲师。

13
生物科学与医学

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陈扬 王莉 女 1988.04

东南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2007.09-2011.06 兰州城市学院化学专业本科；
2011.09-2014.06 西北师范大学化学专业硕士；
2015.03-今      东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

14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仲伟俊 张宇翔 男 1988.07
东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06.09-2010.07 东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科；
2010.09-2013.08 东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硕士；
2010.11-2013.01 法国雷恩一大医学影像学专业硕士（双学位）；
2013.07-2015.08 东部战区总医院工程师；
2015.09-今      东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
2018.09-2019.09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15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刘修岩 陈露 男 1992.02
东南大学

应用经济学

2009.09-2013.06 中国药科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
2013.09-2016.06 中国药科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
2016.09-2021.06 东南大学应用经济学专业博士；
2018.11-2019.12 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联合培养博士。

16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顾伟 潘光胜 男 1992.03
东南大学
电气工程

2010.09-2014.06 山东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
2014.09-2017.06 山东大学电工理论与新技术专业硕士；
2017.07-2017.12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配电检修职工；
2018.03-今      东南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博士。

17 交通学院 交通运输工程 马涛 崔培德 男 1995.04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3.09-2017.06 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
2017.09-今      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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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交通学院 交通运输工程 刘志远 莫鹏里 男 1994.01
北京交通大学

系统科学

2012.09-2016.07 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工程专业本科；
2016.08-今      北京交通大学系统科学硕博连读；
2019.10-2020.09 英国埃因霍温理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19
仪器科学与工程

学院
仪器科学与技术 刘澄玉 颜昌 男 1988.12

山东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2008.09-2012.06 山东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科；
2012.09-2019.09 山东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
2020.01-今      东南大学博士后（一站）。

20 医学院 基础医学 高山 顾殷敏 女 1991.0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生物学

2009.09-2013.06 广西师范大学生物技术专业本科；
2013.09-2016.06 广西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硕士；
2016.09-2021.0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学专业博士；
2021.01-今      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博士后（一站）。

21
网络空间安全学

院
网络空间安全 程光 周余阳 男 1994.11

东南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

2012.09-2016.06 南京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
2016.09-今      东南大学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博士。

第 3 页，共 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