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电学院新内设机构负责人名单

通知：

根据学院内设机构改革的安排，经过会议推荐、谈话推荐及学院

党委会审议等环节，经研究，决定聘用以下各内设机构的负责人，具

体如下所示，起聘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23 日，聘期为四年。

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2022 年 11 月 7 日

内设机构

教

职

工

数

主

任

副

主

任

主任或所长
副主任或副所

长

理论教学部 1 1 俞开智 王振宇

实验教学部 1 1 李丰果 刘朝辉

中教法教学部 1 许桂清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18 1 1 张丹伟 张善超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19 1 1 王瑞强 徐小志

理论物理研究所 14 1 1 艾保全 王振宇

现代光学研究所 14 1 1 陈溢杭 姜小芳

物理教育研究所 23 1 1 周少娜 肖洋

电子工程系 15 1 1 钟清华 骆开庆

通信工程系 9 1 1 宋晖 王剑莹

实验管理中心 16 1 1 曾育锋 张旭



附 各机构人员
序号 系所中心 人员姓名

1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边武

2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杜炎雄

3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黄巍

4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李建锋

5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李赛

6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李志

7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梁振涛

8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廖开宇

9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吕庆先

10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王云飞

11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温永立

12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颜辉

13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张彩霞

14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张丹伟

15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张善超

16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张新定

17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郑振

18 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朱诗亮

19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邓明勋

20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段后建

21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符斯列

22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何琴玉

23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贺冠南

24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侯贤华

25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寇金宗

26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李炜

27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邵志刚

28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王瑞强

29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王银珍

30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魏文娅

31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徐小志

32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杨谋

33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张晓闻

34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赵锦柱

35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周涛

36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周旭

37 凝聚态物理研究所 朱起忠

38 理论物理研究所 艾保全

39 理论物理研究所 曹禹

40 理论物理研究所 陈涛



41 理论物理研究所 何玉玲

42 理论物理研究所 贺亮

43 理论物理研究所 胡梁宾

44 理论物理研究所 黄家辉

45 理论物理研究所 郎利君

46 理论物理研究所 李铭

47 理论物理研究所 李腾超

48 理论物理研究所 刘佳

49 理论物理研究所 王振宇

50 理论物理研究所 薛正远

51 理论物理研究所 张旦波

52 现代光学研究所 陈溢杭

53 现代光学研究所 顾敏

54 现代光学研究所 吉雁鸿

55 现代光学研究所 江浩湘

56 现代光学研究所 姜小芳

57 现代光学研究所 刘冬梅

58 现代光学研究所 陆延欣

59 现代光学研究所 彭力

60 现代光学研究所 唐志列

61 现代光学研究所 王洁琳

62 现代光学研究所 许坤远

63 现代光学研究所 尹承平

64 现代光学研究所 岳成凤

65 现代光学研究所 郑克志

66 物理教育研究所 程敏熙

67 物理教育研究所 初本莉

68 物理教育研究所 宫海珍

69 物理教育研究所 李德安（跨）

70 物理教育研究所 李丰果

71 物理教育研究所 刘朝辉（跨）

72 物理教育研究所 区楚瑜

73 物理教育研究所 唐吉玉

74 物理教育研究所 王恬

75 物理教育研究所 王笑君

76 物理教育研究所 文欢

77 物理教育研究所 吴先球

78 物理教育研究所 吴泳波（跨）

79 物理教育研究所 肖洋

80 物理教育研究所 谢元栋

81 物理教育研究所 许桂清

82 物理教育研究所 俞开智

83 物理教育研究所 曾育锋（跨）



84 物理教育研究所 詹伟琴

85 物理教育研究所 张军朋

86 物理教育研究所 张学荣

87 物理教育研究所 章建高

88 物理教育研究所 周少娜

85 通信工程系 曹鹏

86 通信工程系 崔海霞

87 通信工程系 李军

88 通信工程系 穆丽伟

89 通信工程系 邵庆益

90 通信工程系 宋晖

91 通信工程系 王剑莹

92 通信工程系 薛云

93 通信工程系 郑楚君

94 电子工程系 陈福明

95 电子工程系 陈倩

96 电子工程系 冯寿廷

97 电子工程系 胡晓晖

98 电子工程系 黄鑫

99 电子工程系 雷涛

100 电子工程系 李萍

101 电子工程系 骆开庆

102 电子工程系 潘中良

103 电子工程系 邱健

104 电子工程系 王德明

105 电子工程系 熊爱民

106 电子工程系 杨志勇

107 电子工程系 张健

108 电子工程系 钟清华

109 实验管理中心 蔡倩华

110 实验管理中心 陈翎

111 实验管理中心 陈茜茹

112 实验管理中心 戴飞鹏

113 实验管理中心 丁格曼

114 实验管理中心 黄媛

115 实验管理中心 李德安

116 实验管理中心 李志为

117 实验管理中心 刘朝辉

118 实验管理中心 任占梅

119 实验管理中心 谢翠婷

120 实验管理中心 余孝源

121 实验管理中心 张娟

122 实验管理中心 张旭



123 实验管理中心 张洋祥

124 实验管理中心 曾育锋

125 学生工作办公室 郭绮琪

126 学生工作办公室 李海峰

127 学生工作办公室 李染梦

128 学生工作办公室 梁海峰

129 学生工作办公室 刘震

130 学生工作办公室 唐小煜

131 学生工作办公室 邹静宜

132 学院综合办公室 曹嘉琪

133 学院综合办公室 陈道华

134 学院综合办公室 邓小霞

135 学院综合办公室 李聪鹏

136 学院综合办公室 李雪娇

137 学院综合办公室 林佳蓉

138 学院综合办公室 吴泳波

139 学院综合办公室 张静

140 学院综合办公室 朱主祥

141 研究生工作办公室 柯云

142 研究生工作办公室 杨淼

143 教学办公室 陈小兰

144 教学办公室 钟健敏

注：实验员 教育硕士硕导 可跨两个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