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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邮箱 

汪秉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bhwang@ustc.edu.cn 

张可 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 13911309925@139.com 

刘浩 北京市交通信息中心 hao.liu@bjjtw.gov.cn  

翁文国 清华大学 wgweng@tsinghua.edu.cn 

Siu-Ming Lo 香港城市大学 bcsmli@cityu.edu.hk 

吴建军 北京交通大学 jjwu1@bjtu.edu.cn 

张小宁 同济大学 cexzhang@tongji.edu.cn 

郭仁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buaa_guorenyong@126.com 

钟鸣 武汉理工大学 mzhong@whut.edu.cn 

孙晓燕 广西师范学院 sunxy1111@163.com 

葛颖恩 上海海事大学 yege@shmtu.edu.cn 

李兴莉 太原科技大学 lixingli80@163.com 

邝华 广西师范大学 khphy@gxnu.edu.cn 

郑容森 玉林师范学院 zrs117@126.com 

封建湖 长安大学 jhfeng@chd.edu.cn 

朱文兴 山东大学 zhuwenxing@sdu.edu.cn 

彭光含 广西师范大学 pengguanghan@163.com 

杨超 同济大学 tongjiyc@tongji.edu.cn 

张鹏 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 pzhang@shu.edu.cn  

李志斌 东南大学 lizhibin@seu.edu.cn  

朱炜 同济大学 zhuweimail@tongji.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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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邮箱 

Wai Yuen SZETO 香港大学 ceszeto@hku.hk  

李力 清华大学 li-li@mail.tsinghua.edu.cn 

丁中俊 合肥工业大学 zhongjunding@qq.com  

刘昊翔 合肥工业大学 hliu7@e.ntu.edu.sg 

丁建勋 合肥工业大学 dingjianxun@hfut.edu.cn 

黄自谦 广西中医药大学 huangziqian2004@163.com 

李启朗 安徽建筑大学 qilang@mail.ustc.edu.cn 

吴春秀 泉州师范学院 wuchunxiu66@163.com 

黄东兰 泉州师范学院 
 

陈建忠 西北工业大学 jzhchen@nwpu.edu.cn 

王帅安 香港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 Hans.wang@polyu.edu.hk 

董力耘 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 dly@shu.edu.cn 

白克钊 广西师范大学 baikezhao@sina.com 

韦艳芳 玉林师范学院 w7926@163.com 

朱留华 玉林师范学院 zhuliuhua646@163.com 

田欢欢 玉林师范学院 xijiangshui518@163.com 

郑素佩 长安大学 zsp2008@chd.edu.cn 

许岩 内蒙古财经大学 nmyanxu@126.com 

于少伟 长安大学 swyu2016@chd.edu.cn 

沈超敏 华东师范大学 cmshen@cs.ecnu.edu.cn 

冯苏苇 上海财经大学 fsuwei@mail.shufe.edu.cn  

于海军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hyu@lsec.cc.ac.cn 

朱占星 北京大学 zhanxing.zhu@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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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旻 复旦大学 mmguo@fudan.edu.cn  

武鑫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 xinwu-griever@outlook.com 

王倩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 wangq@bjtrc.org.cn 

徐小明 合肥工业大学 xmxu@hfut.edu.cn  

唐春艳 大连海事大学 tang21106282@163.com 

杨晓霞 青岛大学 yangxiaoxia@qdu.edu.cn 

朱孔金 合肥工业大学 kjzhu@hfut.edu.cn 

郭宁 合肥工业大学 guoning_945@126.com 

樊艳红 太原科技大学 187251099@qq.com 

宋涛 湖州师范学院 tsong@zjhu.edu.cn 

永贵 内蒙古财经大学 baoyonggui@163.com 

田波 安徽农业大学 tianbo@mail.ustc.edu.cn 

王维莉 上海海事大学 wlwang@shmtu.edu.cn 

杜君 北京交通大学 16114234@bjtu.edu.cn 

肖尧 北京交通大学 14114237@bjtu.edu.cn 

田子豪 南京大学 2277904843@qq.com 

张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tengz@mail.ustc.edu.cn 

乔殿梁 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 qdl821115@163.com 

吕瑜佩 湖州师范学院 lyu_yupei@163.com  

林志阳 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 linzy_1990@163.com 

李晓洋 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 lixiaoyang.music@163.com 

张春苗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843357624@qq.com 

朱陈强 天津大学 cqzhu@t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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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宏铭 天津大学 dhm0415@163.com 

魏潇潇 天津大学 tj_weixx@163.com 

张茜然 天津大学 375223080@qq.com 

王闪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wangshan_n@163.com  

邵铭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50656713@qq.com 

陈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cj95@mail.ustc.edu.cn 

陈煜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yuzhangc@mail.ustc.edu.cn 

杜洋 北京交通大学 17125651@bjtu.edu.cn 

向文凯 北京交通大学 17125710@bjtu.edu.cn 

张明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myzhang@buaa.edu.cn  

郑士腾 北京交通大学 17120952@bjtu.edu.cn 

王兴飞 北京交通大学 16120754@bjtu.edu.cn 

韩亚飞 北京交通大学 17125656@bjtu.edu.cn 

崔晓丹 北京交通大学 17120749@bjtu.edu.cn 

吴成 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 jscswc_111@163.com  

张稷 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 1005768160@qq.com  

高庆飞 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 675539600@qq.com 

何桂福 广西师范大学 787845044@qq.com 

朱振 广西师范大学 740445795@qq.com 

王美婷 广西师范大学 2320655352@qq.com 

李浩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mickey01@mail.ustc.edu.cn 

曾令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64152087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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