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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8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0702 物理学 070201 理论物理

80008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0702 物理学 070204 等离子体物理

80008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0702 物理学 070205 凝聚态物理

80008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0702 物理学 070207 光学

80008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80008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02 材料学

80028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1007 药学 100701 药物化学 吴雨婷 0991-3838124 wuyt@ms.xjb.ac.cn
http://www.xjip
c.cas.cn

80030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01 化学工程

80030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80032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80032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02 材料学

80035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0703 化学 070303 有机化学

80035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0703 化学 0703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80038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01 化学工程

80038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03 生物化工 

80038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05 工业催化

80038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0703 化学 070303 有机化学

80038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80038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80041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01 化学工程

80041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02 化学工艺 

80041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03 生物化工 

80041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04 应用化学

80041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02 材料学

80041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02 环境工程

80042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01 环境科学

80042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02 环境工程

80042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0703 化学 070302 分析化学

80042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0703 化学 070303 有机化学

80045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80045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0703 化学 070301 无机化学

傅珊 010-62849161 fushan@rcees.ac.cn
http://english.
rcees.cas.cn/

邱晓英 0591-63173388

qiuxiaoying@fjirsm.ac.c
n http://english.

fjirsm.cas.cn/

王娟 021-54925238 wangjuan@sioc.ac.cn
http://www.sioc
.ac.cn/

杨华 0411-84379457 yanghua@dicp.ac.cn
http://english.
dicp.cas.cn/

廖维琛 010-82544960 wchliao@ipe.ac.cn
http://www.ipe.
cas.cn

纪海鸿 010-82649243 maoyiyuan@iphy.ac.cn
http://english.
iop.cas.cn/

邱波 010-82543436 qiubo@mail.ipc.ac.cn
http://english.
ipc.cas.cn/

彭澄 010-62613250 pengcheng@iccas.ac.cn
http://www.icca
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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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45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0703 化学 070303 有机化学

80045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80045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80045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085600 材料与化工（专业型）

80045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086000 生物与医药（专业型）

80060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01 环境科学 白艳莹 010-64889578 baiyy@igsnrr.ac.cn
http://english.
igsnrr.cas.cn/

80063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
所

0713 生态学 071300 生态学

80063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
所

0705 地理学 070501 自然地理学

80063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
所

0705 地理学 070502 人文地理学

80063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
所

0705 地理学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80063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
所

0814 土木工程 081401 岩土工程

80063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
所

0903 农业资源与环境 090301 土壤学

80065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01 环境科学 王宁 0851-85891117 nwang@vip.gyig.ac.cn
http://english.
gyig.cas.cn

80069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0707 海洋科学 070701 物理海洋学

80069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0707 海洋科学 070703 海洋生物学

80069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0707 海洋科学 070704 海洋地质

80069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0707 海洋科学 0707Z1 海洋生态学

80069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01 环境科学

80080 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0701 数学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张丹 010-88256100 zhangdan@ucas.ac.cn
https://math.uc
as.ac.cn/index.
php/en/

80082 中国科学院化学科学学院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80082 中国科学院化学科学学院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04 应用化学

80082 中国科学院化学科学学院 0703 化学 070303 有机化学

杨敏 020-89449312 yjs@scsio.ac.cn
http://www.scsi
o.ac.cn/

毛联霞 010-69672551 maolx@ucas.ac.cn
http://chem.uca
s.ac.cn/index.p
hp/zh-CN/

邱晓英 0591-63173388

qiuxiaoying@fjirsm.ac.c
n http://english.

fjirsm.cas.cn/

刘列克 028-85233672 llk1203@imde.ac.cn
http://english.
imde.c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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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84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0705 地理学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80084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01 环境科学

80086
中国科学院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院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80086
中国科学院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院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Z1 信息安全

80092
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
学院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02 材料学 车晶 010-69671750 cmoyzb@ucas.ac.cn
http://cmo.ucas
.ac.cn/index.ph
p/zh-cn/

80102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081802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80102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01 植物学

80102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0713 生态学 071300 生态学

80102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0705 地理学 070501 自然地理学

80102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0705 地理学 070502 人文地理学

80102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0705 地理学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80102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01 环境科学

80103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02 动物学 熊勤 010-64807107 xiongqin@ioz.ac.cn
http://english.
ioz.cas.cn/

80104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02 动物学

80104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07 遗传学

80104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80105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01 植物学

80105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0713 生态学 071300 生态学

80106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01 植物学 熊良琼 0871-65223034
xiongliangqiong@mail.ki
b.ac.cn

http://english.
kib.cas.cn/

80107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0710 生物学 071001 植物学

80107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0710 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80107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0713 生态学 071300 生态学

80108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0710 生物学 071001 植物学

80108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0713 生态学 071300 生态学

80110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01 植物学

80110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02 动物学

80110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80110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0713 生态学 071300 生态学

80110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01 环境科学

80110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1007 药学 100701 药物化学

80110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1007 药学 100706 药理学

邹婷 0991-7885476 zouting@ms.xjb.ac.cn
http://www.egi.
ac.cn

黄小彧 0871-65110887
huangxiaoyu@mail.kiz.ac
.cn

http://english.
kiz.cas.cn/

邵旭 027-87700875 shaoxu@wbgcas.cn
http://www.wbg.
cas.cn/

赵宣 010- 62836630 

李瑞红 020-37252851 liruihong@scbg.ac.cn
http://english.
scib.ac.cn/

贾平 010-69672954 cre@ucas.ac.cn
http://cre.ucas
.ac.cn/index.ph
p/zh-CN/

吴静波 010-69671783 wujb@ucas.ac.cn
https://scce.uc
as.ac.cn/index.
php/en/

张宁轩 028-82890953 zhangnx@cib.ac.cn
http://www.cib.
ac.cn/

zhaoxuan@ibcas.ac.cn
http://english.
ib.c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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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13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80113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07 遗传学

80113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80113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J3 生物信息学

80113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1001 基础医学 100102 免疫学

80113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1001 基础医学 100103 病原生物学

80119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02 动物学

80119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04 水生生物学

80119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07 遗传学

80123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1007 药学 100701 药物化学

80123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1007 药学 100702 药剂学

80123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1007 药学 100704 药物分析学

80123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1007 药学 100706 药理学

80123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1007 药学 1007Z1 药物设计学

80123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1008 中药学 100800 中药学

80124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80124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80128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0710 生物学 071001 植物学

80128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0713 生态学 071300 生态学

80128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0860 生物与医药 086000 生物与医药（专业型）

80135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01 环境科学

80135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02 环境工程

80156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0710 生物学 071007 遗传学

80156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0713 生态学 071300 生态学

80173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0710 生物学 0710J1 纳米科学与技术

80173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0702 物理学 0702J1 纳米科学与技术

80173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0703 化学 0703J1 纳米科学与技术

80173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J1 纳米科学与技术

80174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
所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80174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
所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80175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

1007 药学 100701 药物化学

80175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

0710 生物学 071009 细胞生物学

廖彩萍 027-68780052 caiping824@ihb.ac.cn
http://www.ihb.
ac.cn/

程浩 010-64807463 chengh@im.ac.cn
http://english.
im.cas.cn/

0311-85801050 yzb@sjziam.ac.cn
http://www.sjzi
am.cas.cn/

何满 027-87198366 yjs@wh.iov.cn
http://www.whio
v.ac.cn/

刀乙航 0691-8713001 daoyihang@xtbg.ac.cn
http://www.xtbg
.ac.cn/

罗国龙 020-32015351 luo_guolong@gibh.ac.cn
http://www.gibh
.cas.cn/

金枫 021-50805910 jinfeng@simm.ac.cn
http://english.
simm.cas.cn/

尤嘉 010-82543386 youj@nanoctr.cn
http://www.nano
ctr.cn/

吕笑天 0574-87606082 lvxiaotian@nimte.ac.cn
http://www.nimt
e.ac.cn/

杨远智 010-82543117 yangyz@iet.cn
https://english
.iet.cas.cn/

王彦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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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75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

0710 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80175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

1001 基础医学 100102 免疫学

80175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

1001 基础医学 100103 病原生物学

80176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0710 生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王慧 021-54923013 hwang@ips.ac.cn
http://english.
shanghaipasteur
.cas.cn/

80177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0710 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80177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0703 化学 070304 物理化学

80177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0703 化学 0703Z1 化学生物学

80177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0703 化学 07030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80177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80177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80177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0831 生物医学工程 / /

80179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
所

0710 生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80179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
所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01 化学工程

80179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
所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081703 生物化工 

80179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
所

0710 生物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80179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
所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01 材料物理与化学

80179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
所

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 080502 材料学

80180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0705 地理学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80180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0707 海洋科学 070703 海洋生物学

80180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01 环境科学

80181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0713 生态学 071300 生态学

80181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01 环境科学

80181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02 环境工程

80181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 0830Z1 环境经济与环境管理

80194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0705 地理学 070503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张汉 010-82178967 zhanghan@aircas.ac.cn
http://www.airc
as.cn/

80201 中国科学院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0704 天文学 070401 天体物理 黄亚芳 010-64807969 huangyf@nao.cas.cn
https://english
.ucas.ac.cn/

胡冬雪 0592-6190967 dxhu@iue.ac.cn
http://english.
iue.cas.cn/

陈芸燕 0532-80662787 chenyy@qibebt.ac.cn
http://www.qibe
bt.cas.cn

代璐儿 0755-86564149 le.dai@siat.ac.cn
http://english.
siat.cas.cn/

邸宝平 0535-2109013 bpdi@yic.ac.cn
http://english.
yic.cas.cn/

罗国龙 020-32015351 luo_guolong@gibh.ac.cn
http://www.gibh
.cas.cn/

http://www.gibh.cas.cn/
http://www.gibh.cas.cn/
http://www.gibh.cas.cn/
http://english.siat.cas.cn/
http://english.siat.cas.cn/
http://english.siat.cas.cn/
http://english.siat.cas.cn/
http://english.siat.cas.cn/
http://english.siat.cas.cn/
http://www.qibebt.cas.cn/
http://www.qibebt.cas.cn/
http://www.qibebt.cas.cn/
http://www.qibebt.cas.cn/
http://www.qibebt.cas.cn/
http://english.yic.cas.cn/
http://english.yic.cas.cn/
mailto:dxhu@iue.ac.cn
mailto:dxhu@iue.ac.cn
mailto:dxhu@iue.ac.cn
mailto:dxhu@iue.ac.cn
http://www.qibebt.c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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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glish.siat.cas.cn/
http://english.yic.cas.cn/
http://english.yic.cas.cn/


80201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0707 海洋科学 070703 海洋生物学

80201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0707 海洋科学 070704 海洋地质

李佳津 0898-88231178 lijiajin@idsse.ac.cn
http://www.idss
e.ca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