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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人字„2021‟3 号 

 

 

关于公布东北大学“特聘研究员、特聘副研究员”

认定结果的通知 

 

各相关部门： 

根据《东北大学“特聘研究员、特聘副研究员”认定办法》（东

大人字„2020‟34 号）文件精神，经个人申请、学院推荐、学校

认定、校长办公会审定，认定张振芝等 43 名教师为特聘研究员，

张小秋等 29 名教师为特聘副研究员，现将认定结果予以公布（详

见附件）。以上人员认定时间自 2021年 1月 1日起。 

特此通知。 

附件：东北大学特聘研究员、特聘副研究员人员名单 

 

东北大学 

2021年 1月 13日 

东 北 大 学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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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东北大学特聘研究员、特聘副研究员人员名单 

一、特聘研究员 43 人 

单位 姓名 认定结果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振芝 特聘研究员 

艺术学院 陈晓敏 特聘研究员 

工商管理学院 张  昊 特聘研究员 

工商管理学院 易平涛 特聘研究员 

工商管理学院 张  川 特聘研究员 

理学院 徐君莉 特聘研究员 

理学院 孙宏滨 特聘研究员 

理学院 贾迎钢 特聘研究员 

资土学院 程云虹 特聘研究员 

资土学院 李丽匣 特聘研究员 

深部金属矿山安全开采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刘建坡 特聘研究员 

冶金学院 韩宗伟 特聘研究员 

冶金学院 金哲男 特聘研究员 

冶金学院 谢宏伟 特聘研究员 

冶金学院 罗  森 特聘研究员 

冶金学院 李  阳 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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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学院 陈  刚 特聘研究员 

冶金学院 胡宪伟 特聘研究员 

材料学院 朱  琦 特聘研究员 

材料学院 曹富荣 特聘研究员 

机械学院 刘  宇 特聘研究员 

机械学院 兰亮云 特聘研究员 

机械学院 张旭方 特聘研究员 

机械学院 王  敏 特聘研究员 

信息学院 宋崇辉 特聘研究员 

信息学院 王迎春 特聘研究员 

信息学院 于  洋 特聘研究员 

信息学院 马大中 特聘研究员 

智能工业数据解析与优化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汪恭书 特聘研究员 

智能工业数据解析与优化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孟  盈 特聘研究员 

计算机学院 张  富 特聘研究员 

计算机学院 韩东红 特聘研究员 

计算机学院 刘  军 特聘研究员 

计算机学院 覃文军 特聘研究员 

医工学院 齐守良 特聘研究员 

生命学院 郭  闯 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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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学院 赵  蒲 特聘研究员 

机器人学院 方  正 特聘研究员 

体育部 姜晓宏 特聘研究员 

RAL 实验室 王丙兴 特聘研究员 

流程实验室 吴永建 特聘研究员 

EPM 实验室 王向杰 特聘研究员 

EPM 实验室 张  林 特聘研究员 

二、特聘副研究员 29 人 

单位 姓名 认定结果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小秋 特聘副研究员 

外国语学院 霍  颖 特聘副研究员 

工商管理学院 高  聪 特聘副研究员 

理学院 祁景钊 特聘副研究员 

理学院 朱  林 特聘副研究员 

理学院 李雨浓 特聘副研究员 

资土学院 张鹏海 特聘副研究员 

资土学院 张亚兵 特聘副研究员 

资土学院 单思镝 特聘副研究员 

资土学院 韩  聪 特聘副研究员 

深部金属矿山安全开采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徐世达 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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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金属矿山安全开采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王运森 特聘副研究员 

冶金学院 李海峰 特聘副研究员 

冶金学院 梁海军 特聘副研究员 

冶金学院 冯忠宝 特聘副研究员 

冶金学院 王卫领 特聘副研究员 

材料学院 代宇翔 特聘副研究员 

机械学院 张雪薇 特聘副研究员 

机械学院 张子骞 特聘副研究员 

信息学院 张  玖 特聘副研究员 

信息学院 刘振伟 特聘副研究员 

智能工业数据解析与优化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赵  任 特聘副研究员 

计算机学院 张  伟 特聘副研究员 

软件学院 王书睿 特聘副研究员 

医工学院 代  茵 特聘副研究员 

生命学院 王天怡 特聘副研究员 

体育部 解  欣 特聘副研究员 

RAL 实验室 王  斌 特聘副研究员 

RAL 实验室 李振垒 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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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1月 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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