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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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吉臻 男 教授(院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先进控制理论及应用
2.智能发电系统分析与优化
3.大机组建模与优化控制

控制工程

1.大型火电机组节能、减排优化运
行技术与系统
2.新能源发电综合自动化技术
3.智能发电系统分析与优化

ljz@ncepu.edu.cn 主楼E0629 61772901

2 曾德良 男 教授(博导)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电力企业信息化与节能优化
技术
2.大机组智能优化控制

控制工程

1.控制理论及其在过程控制中的应
用
2.大型火电机组节能.减排优化运
行技术与系统

zdl@ncepu.edu.cn 主楼E1011 61772840

3 房方 男 教授(博导)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大机组建模与优化控制
2.综合能源系统分析与控制
3.智能发电系统分析与优化

控制工程

1.大型火电机组节能、减排优化运
行技术与系统
2.新能源发电综合自动化技术
3.智能发电系统分析与优化

ffang@ncepu.edu.cn 主楼E631 61772101

4 韩晓娟 女 教授(博导) 控制科学与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新能源系统控制技术
2.现代测控技术及信息处理

控制工程
1.新能源发电综合自动化技术
2.测控技术与系统的研究与集成

wmhxj@163.com 主楼E1137 61772657

5 张建华 女 教授(博导)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先进控制理论及应用
2.综合能源系统建模与控制

控制工程
1.控制理论及其在过程控制中的应
用
2.综合能源系统建模与控制

zjh@ncepu.edu.cn 主楼E0649 61772106

6 侯国莲 女 教授(博导)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先进控制理论及应用
2.智能控制与综合自动化

控制工程

1.控制理论及其在过程控制中的应
用
2.大型火电机组节能.减排优化运
行技术与系统

hgl@ncepu.edu.cn 主楼E0651 61772484

7 刘向杰 男 教授(博导)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先进控制理论及应用
2.智能控制与综合自动化

控制工程

1.控制理论及其在过程控制中的应
用
2.大型火电机组节能.减排优化运
行技术与系统

liuxj@ncepu.edu.cn 主楼E1153 61772103

8 牛玉广 男 教授(博导)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
2.大机组智能优化控制

控制工程
1.故障诊断与状态检修
2.大型发电机组节能.减排优化运
行技术与系统

nyg@ncepu.edu.cn 主楼E1012 61772962

9 谭文 男 教授(博导)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先进控制理论及应用
2.复杂系统建模.仿真与控制

控制工程
1.控制理论及其在过程控制中的应
用
2.新能源发电控制技术

wtan@ncepu.edu.cn 主楼E0647 61772107

10 肖峰 男 教授(博导)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网络化群体系统协同控制
2.群体智能

控制工程
1.网络化群体系统协同控制
2.群体智能

fengxiao@ncepu.edu.cn 主楼E502 61772797

11 闫勇 男 教授(博导) 控制科学与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燃烧过程检测技术
2.多相流检测技术
3.智能仪表与状态监测

控制工程
1.燃烧过程检测技术
2.多相流检测技术
3.智能仪表与状态监测

yongyan@ncepu.edu.cn 主楼E0602 61772893

12 杨国田 男 教授(博导) 控制科学与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1.智能仪表与智能系统
2.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
3.发电过程建模、仿真与控制

控制工程
1.智能仪表与智能系统
2.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
3.发电过程建模、仿真与控制

ygt@ncepu.edu.cn 主楼E0627 61772109

13 杨锡运 女 教授(博导) 控制科学与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新能源发电控制技术
2.智能发电系统分析与优化

控制工程
1.新能源发电控制技术
2.智能发电系统分析与优化

yangxiyun916@ncepu.edu.cn 主楼E635 61772483

14 张文广 男 教授(博导)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故障诊断与智能运维
2.发电过程建模、仿真与控制

控制工程
1.故障诊断与智能运维
2.发电系统建模、仿真与优化控制

zwg@ncepu.edu.cn 主楼E1002 61772968

一、自动化专业导师

第 1 页，共 7 页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学术型研究生

招生专业
对应的原二级

学科专业
学术型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专业型研究生
招生专业方向

专业型研究生研究方向 邮箱 办公地点 办公电话 备注

15 王玮 男
副教授（博

导）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发电过程建模、仿真与控制
2.智能发电系统分析与优化

控制工程
1.发电系统建模、仿真与优化控制
2.现代测控新技术与系统

wwang@ncepu.edu.cn 主楼E1016 61772965

16 郭鹏 男 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智能发电系统分析与优化
2.新能源系统控制技术

控制工程
1.发电企业数字化与信息化技术
2.发电系统建模、仿真与优化控制

pengguo@ncepu.edu.cn 主楼E1127 61772654

17 黄从智 男 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1.智能控制理论及其应用
2.抗扰控制理论及其应用

控制工程
1.控制理论及其在过程控制中的应
用
2.新能源发电智能控制技术

hcz190@ncepu.edu.cn 主楼E1111 61772645

18 黄仙 男 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系统工程
1.复杂系统建模仿真与决策分
析
2.智能优化理论及应用

控制工程
1.工业过程智能优化技术与应用
2.系统综合评价与决策分析

hx@ncepu.edu.cn 主楼E1149 61772756

19 梁庚 男 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1.分散控制系统
2.现场总线装置与系统

控制工程
1.分布式（智能）测控系统
2.现场总线装置与系统 liangeng@ncepu.edu.cn 主楼E1145 61772755

20 林忠伟 男 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先进控制理论及应用
2.新能源发电控制技术

控制工程
1.先进控制理论及应用
2.新能源发电控制技术

lzw@ncepu.edu.cn 主楼E1131 61772656

21 陆会明 男 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1.网络化控制技术与系统
2.发电过程建模、仿真与控制

控制工程
1.发电系统建模、仿真与优化控制
2.智能仪表与智能系统

luhuiming@ncepu.edu.cn 主楼E0645 61772026

22 罗毅 男 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系统工程
1.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
2.智能优化控制与决策
3.系统故障诊断与预测

控制工程
1.系统建模与优化控制
2.人工智能及其应用
3.控制系统故障诊断与预测

lyphzh@ncepu.edu.cn 主楼E0639 61772118

23 袁桂丽 女 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先进控制理论及应用
2.智能发电系统分析与优化

控制工程
1.控制理论及其在过程控制中的应
用
2.发电系统建模.仿真与优化控制

ygl@ncepu.edu.cn 主楼E1139 61772658

24 魏乐 女 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大机组建模与优化控制
 2.电力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智
能深度学习技术

控制工程
1.控制理论及其再过程控制中的应
用
2.发电系统建模、仿真与优化控制

1638887543@qq.com 主楼D763 61771047

25 马苗苗 女 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先进控制理论及应用
2.新能源电力系统控制与优化

控制工程
1.先进控制理论及应用
2.新能源电力系统控制与优化

mamm@ncepu.edu.cn 主楼E0519 61772958

26 高明明 男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智能发电系统控制与优化
2.新能源系统控制技术
3.智能仪表与智能系统

控制工程
1.工业过程智能优化技术与应用
2.人工智能及应用
3.新能源发电综合自动化技术

gmm1@ncepu.edu.cn 主楼E1026 15711020912

27 胡阳 男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先进自动化理论研究及应用
2.新能源发电过程建模、仿真
与优化控制

控制工程 1.新能源发电及并网自动化技术 hooyoung@ncepu.edu.cn 主楼1016 61772965

28 胡永辉 男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多相流检测技术
2.智能仪表与状态监测

控制工程
1.多相流检测技术
2.智能仪表状态监测

yhhu@ncepu.edu.cn 主楼E0612 61771330

29 黄孝彬 男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智能发电运行控制技术
2.燃烧过程先进检测及优化控
制

控制工程
1.智能发电运行控制技术
2.燃烧过程先进检测及优化控制

hxb@ncepu.edu.cn 主楼E1129 61772655

30 孔小兵 女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先进控制理论与应用
2.发电过程建模、仿真与控制

控制工程
1.控制理论及其在过程控制中的应
用
2.发电系统建模、仿真及优化控制

kongxiaobing@ncepu.edu.cn 主楼E1132 1346661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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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李新利 女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1.发电过程建模、仿真与控制
2.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

控制工程
1.发电系统建模、仿真与优化控制
2.智能仪表与智能系统

lixinli@ncepu.edu.cn 主楼E1143 61772820

32 刘亚娟 女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非线性系统的控制 控制工程 1.非线性系统的控制 yajuan.liu.12@gmail.com 主楼D763 15727398390

33 吕游 男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电力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智
能深度学习技术
 2、先进能源系统分析及智能
监测与诊断技术

控制工程

1、电力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深
度学习技术
2、先进能源系统分析及智能监测
与诊断技术

you.lv@ncepu.edu.cn 主楼E1016 61772965

34 钱殿伟 男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非线性控制理论及应用
2.智能机器人控制

控制工程 1.电力系统控制 dianwei.qian@ncepu.edu.cn 主楼E1145 61772755

35 钱相臣 男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 智能测控技术与系统
2. 多相流检测技术与装置
3.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监测

控制工程
1. 工业设备及过程参数测控
2. 智能仪表与先进数据处理
3. 能源系统建模及优化

xqian@ncepu.edu.cn 主楼E0612 61771330

36 邱天 男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大型火电机组节能.减排优化
运行技术与系统
2.数据挖掘与信息融合

控制工程
1.大型火电机组节能.减排优化运行
技术与系统
2.数据挖掘与信息融合

qiutian@ncepu.edu.cn 主楼E1016 61772965

37 师瑞峰 男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系统工程

1.电力系统规划及其优化方法
2.现代启发式优化方法及其应
用
3.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划建
模,仿真与优化

控制工程

1.电力系统规划及其优化方法
2.现代启发式优化方法及其应用
3.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划建模,仿
真与优化

shi.ruifeng@ncepu.edu.cn 主楼E505 61772027

38 田涛 男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智能控制与综合自动化
2.先进控制理论及应用

控制工程

1.控制理论及其在过程控制中的应
用
2.大型火电机组节能减排急运行
优化技术与系统

tiantao@ncepu.edu.cn 主楼E1131 61772656

39 王雪瑶 女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多相流动的理论数值建模及
测量技术
2.清洁能源发电技术
3.热力学及能源高效转换与安
全利用

控制工程

1.多相流动的理论数值建模及测量
技术
2.清洁能源发电技术
3.热力学及能源高效转换与安全利
用

wangxueyao1982@126.com 主楼E0612 61771330

40 王震宇 男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1.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
2.智能仪表与智能系统

控制工程
1.先进控制理论及应用
2.新能源电力系统
3.现代人工智能

cncepu@126.com 主楼E1121 61772651

41 吴华 男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1.智能机器人复杂环境导航、
环境感知与行为决策       2.小
样本机器学习

控制工程

1.电力无人机\机器人巡检技术
2.激光、视觉SLAM及路径规划
3.工业缺陷检测与识别
4.端云结合加速推理
5.智能创意

wuhua@ncepu.edu.cn 主楼E0523B 61772820

42 肖运启 男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新能源系统控制技术 控制工程 1.新能源系统控制技术 xiaoyq@ncepu.edu.cn 主楼E0519 61772958

43 杨婷婷 女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智能发电系统分析与优化
2.发电过程建模、仿真与优化
控制

控制工程

1.控制理论及其在过程控制中的应
用
2.发电系统建模、仿真与优化控
制

yangtingting@ncepu.edu.cn 主楼E1016 61772965

44 禹梅 女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 多智能体协同控制
2.电力系统的建模与控制

控制工程
1. 多智能体协同控制
2.电力系统的建模与控制

meiyu@ncepu.edu.cn 主楼E1139 6177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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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张金芳 女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复杂系统建模、控制
2.输出分布系统控制理论及应
用
3.控制系统性能评价

控制工程
1.复杂系统建模、控制
2.输出分布系统控制理论及应用
3.控制系统性能评价

jfzhang@ncepu.edu.cn 主楼E0519 61772958

46 张文彪 男 副教授 控制科学与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现代测控技术与信息处理
2.智能仪表与智能系统

控制工程
1.智能仪表与智能系统
2.现代测控新技术与系统

wbzhang@ncepu.edu.cn 主楼E0612 61771330

47 高峰 男 博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新能源系统控制技术
2.智能仪器与智能监控系统

控制工程
1.新能源发电综合自动化技术
2.测控技术与系统的研究与集成

gaofeng@ncepu.edu.cn 主楼E0519 61772958

48 李明扬 男 博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先进控制理论及应用
2.网络化控制技术与系统

控制工程
1. 电力系统经济调度与安全校正
2. 新能源电力系统优化与控制

limy@ncepu.edu.cn 主楼E1016 61772965

49 刘俊承 男 博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新能源系统控制技术
2.智能仪器与智能监控系统

控制工程
1.新能源发电综合自动化技术
2.测控技术与系统的研究与集成

jcliu@ncepu.edu.cn 主楼E0519 61772958

50 洪烽 男 博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1.基于人工智能的发电系统状
态监测与运维
2.发电系统灵活性运行与综合
能源电力协同控制

控制工程

1.基于人工智能的发电系统状态监
测与运维
2.发电系统灵活性运行与综合能源
电力协同控制

hongf@ncepu.edu.cn 主楼E1018 010-61772965

51 魏波 男 博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1.多智能体协同控制
2.事件驱动控制

控制工程
1.多智能体协同控制
2.事件驱动控制

bowei@ncepu.edu.cn 主楼E503 010-61772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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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研究生

招生专业
对应的原二级

学科专业
学术型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专业型研究生
招生专业方向

专业型研究生研究方向 邮箱 办公地点 办公电话 备注

1 李建彬 男 教授(博导)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系统结构
计算机应用技术

1.网络信息安全原理及应用
2.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3.网络化群体系统协同控制
4.群体智能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网络信息安全原理及应用
2.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3.网络化群体系统协同控制
4.群体智能

lijb87@ncepu.edu.cn 主楼607 66172570

2 李元诚 男 教授(博导)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系统结构
计算机应用技术

1.网络信息安全
2.人工智能及应用
3.大数据与云计算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智能电网与电力信息化
2.网络及信息安全技术
3.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4.人工智能及应用

ycli@ncepu.edu.cn 主楼E1147 61772757

3 柳长安 男 教授(博导)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1.智能机器人技术
2.人工智能及应用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2.电力工业信息化与智能化

liuchangan@ncepu.edu.cn 主楼E0609 61772127 仅招博士研究生

4 马应龙 男 教授(博导)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1.人工智能与知识工程
2.数据挖掘与信息处理
3.大数据分析与处理

软件工程
计算机技术

1.人工智能与知识工程
2.计算机网络及应用
3.大数据分析与处理

yinglongma@ncepu.edu.cn 主楼E1107 61772643

5 石润华 男 教授(博导)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系统结构
计算机应用技术

1.量子密码
2.大数据与隐私保护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量子信息安全
2.大数据与隐私保护
3.无线网络与物联网

hfsrh@sina.com 13605696861

6 吴克河 男 教授(博导)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1.网络信息安全原理及应用
2.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
3.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4.能源互联网与智能电网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网络信息安全原理及应用
2.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
3.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4.能源互联网与智能电网

wkh@ncepu.edu.cn 主楼E910 61772970

7 关志涛 男
副教授（博

导）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工程

1.区块链与应用密码学
2.人工智能安全
3.能源互联网安全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区块链与应用密码学
2.人工智能安全
3.能源互联网安全

guan@ncepu.edu.cn 主楼E0705 61772520

8 李为 女 教授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1.网络信息安全原理及应用
2.智能软件技术及应用
3.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网络信息安全原理及应用
2.智能软件技术及应用
3.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liwei@ncepu.edu.cn 主楼E1117 61772649

9 徐茹枝 女 教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工程

1.网络信息安全
2.能源互联网与智能电网
3.计算机测控技术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电力工业信息化与智能化
2.网络与信息安全

xuruzhi@ncepu.edu.cn 主楼E1119 61772650

10 周登文 男 教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工程

1.图形、图像及信息可视化技
术
2.计算机视觉
3.深度学习技术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图形、图像及信息可视化技术
2.计算机视觉
3.深度学习技术

zdw@ncepu.edu.cn 主楼E621 61772132

11 杨静 女 教授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1.生物信息学
2.分子人工智能
3.纳米智能机器
4.生物计算与存储

软件工程
计算机技术

1.生物信息学
2.分子人工智能
3.纳米智能机器
4.生物计算与存储

yjzcdd_2000@ncepu.edu.cn 主楼E1023 61771050

12 程文刚  男  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体系结构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1.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2.多媒体信息处理
3.互联网搜索与挖掘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2.数字媒体技术
3.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技术
4.软件工程技术及项目管理

wgcheng@ncepu.edu.cn 主楼E1123 61772652

13 胡海涛 男 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工程

1.大数据分析
2.软件构件技术与云计算
3.电力智能软件技术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大数据分析
2.软件构件技术与云计算
3.电力智能软件技术

huhaitao@ncepu.edu.cn 主楼E1123 61772652

二、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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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原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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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焦润海 男 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工程
1.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2.人工智能及应用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2.人工智能及应用
3.智能电网及安全

runhaijiao@ncepu.edu.cn 主楼E0706 61772379

15 金花 女 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1. 图像识别
2. 大数据分析

计算机技术
1. 图像识别
2. 大数据分析

jh@ncepu.edu.cn 主楼E0703 61772379

16 李国栋 男 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工程

1.计算机网络及应用
2.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3.智能机器人技术
4.数据库与智能信息处理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2.物联网技术及应用
3.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软件技术

lgd@ncepu.edu.cn 主楼E1155 61772386

17 刘海青 女 副教授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1.软件构件/架构技术
2.数据库与信息系统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软件构件/架构技术
2.数据库与信息系统

hqliu@ncepu.edu.cn 主楼E1143 61772798

18 齐林海 男 副教授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1.数据库与智能信息处理
2.大数据与云计算

软件工程
计算机技术

1.智能电网与电力信息化
2.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qilinhai@ncepu.edu.cn 主楼E1121 61772651

19 石敏 女 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工程
1.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2.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

软件工程
计算机技术

1.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2.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shi_min@ncepu.edu.cn 主楼E0703 61772379

20 苏林萍 女 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工程

1.网络信息安全原理及应用
2.智能软件技术及应用
3.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信息处理与数据挖掘
2.数据库与信息系统

slp@ncepu.edu.cn 主楼E1117 61772649

21 滕婧 女 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工程

1.人工智能及应用
2.智能信息处理
3.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人工智能及应用
2.智能信息处理
3.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jing.teng@ncepu.edu.cn 主楼E0703 61772379

22 王素琴 女 副教授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1. 深度学习与计算机视觉
2. 面向服务的软件工程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人工智能及应用
2.智能软件技术
3.信息处理与数据挖掘

wsq@ncepu.edu.cn 主楼E0615 61772128

23 魏振华 男 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工程
1.计算机网络及应用
2.数据库与信息系统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网络与信息安全
2.数据库与信息系统

hitwzh@ncepu.edu.cn 主楼E1111 61772645

24 夏宏 男 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系统结构

1.计算机体系结构
2.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3.网络信息安全

计算机技术
1.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2.网络与信息安全

summerday@ncepu.edu.cn 主楼E1125 61772653

25 阎光伟 男 副教授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1.图形、图像及信息可视化技
术
2.网络信息安全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网络与信息安全
2.电力智能软件技术

yanguangwei@ncepu.edu.c
n

主楼E1109 61772644

26 张莹 女 副教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1.人工智能及应用
2.时空大数据处理与城市计算
3.信息处理与数据挖掘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人工智能及应用
2.时空大数据处理与城市计算
3.网络与信息安全
4.云计算

dearzppzpp@163.com 主楼E0703 61772379

27 陈菲 女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工程

1.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2.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
3.电力系统智能优化与诊断技
术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2.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
3.电力系统智能优化与诊断技术

chenfei@ncepu.edu.cn 主楼E705 61772648

28 崔文超 男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1.电力信息安全
2.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技术
1.电力信息安全
2.计算机应用技术

cuzz@qq.com 主楼E910 61772741

29 何慧 女 博士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1. 人工智能及应用
2. 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计算机技术
1.人工智能及应用
2.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3.智能电网与电力信息化

huihe@ncepu.edu.cn 主楼E0703 6177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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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胡祥 男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1.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
2.时空大数据处理与城市计算
3.云计算

计算机技术
1.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
2.时空大数据处理与城市计算
3.云计算

50501254@ncepu.edu.cn 主楼E703 61772379

31 贾静平 男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1.机器视觉与机器学习 计算机技术 1.机器视觉与机器学习 jingping.jia@ncepu.edu.cn 主楼E705 61772520

32 姜力争 男 博士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1.电力智能软件技术
2.数据库与信息系统

软件工程
计算机技术

1.电力ERP技术及应用
2.数据库与信息系统

jianglz@ncepu.edu.cn 主楼E0703 61772379

33 琚赟 男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系统结构
1.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2.无线传感网络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嵌入式系统及应用
2.无线传感网络

50501482@ncepu.edu.cn 主楼E0705 61772520

34 彭文 男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工程

1.医学图像分析
2.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
3.负荷预测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电力智能软件技术
2.医学图像分析及可视化技术

pengwen@ncepu.edu.cn 主楼E0707 15810052572

35 王红 女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1.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2.人工智能

计算机技术
1.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2.人工智能

wh@ncepu.edu.cn 主楼E0705 61772520

36 王竹晓 男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系统结构
1.工业控制系统安全
2.计算机系统结构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工业控制系统安全
2.计算机系统结构

wangzx@ncepu.edu.cn 主楼E0705 61772520

37 周景 男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1.数据库与信息系统
2.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3.人工智能及应用

计算机技术
1.智能电网与电力信息化
2.数据库与信息系统
3.人工智能及应用

50501361@ncepu.edu.cn 主楼E0708 61772579

38 周蓉 女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1.人工智能及应用
2.计算机视觉

计算机技术
1.人工智能及应用
2.计算机视觉

zhourong@ncepu.edu.cn 主楼E0703 61772379

39 周长玉 女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工程

1.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2.人工智能及应用
3.能源环境大数据分析与建模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2.人工智能及应用
3.能源环境大数据分析与建模

zhouchangyu@ncepu.edu.cn 主E711A 61772578

40 刘鹏 男 副教授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系统结构
计算机应用技术

1、能源互联网与智能电网
2、计算机应用
3、人工智能及应用
4、计算机视觉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智能电网与电力信息技术
2、大数据应用技术
3、计算机视觉
4、深度学习

liupeng@ncepu.edu.cn 主楼C1116 18610426575 仅招非全研究生

41 刘松 男 副教授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计算机系统结构
计算机应用技术

1.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2.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3.能源互联网与智能电网
4.区块链与电力能源交易

计算机技术
软件工程

1.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2.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3.能源互联网与智能电网
4.区块链与电力能源交易

liusong@necpu.edu.cn
主楼A829

教四楼C503
61773972

13552788580
仅招非全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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