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院系/单位 职称
博导/

硕导
邮箱 研究方向

1 包刚升 政治学系 副教授 硕导 baogangsheng@gmail.com 比较政治、民主转型、新政治经济学、中国改革与转型

2 包霞琴 外交学系 教授 硕导 xqbao@fudan.edu.cn 战后日本政治与外交、当代中国对外关系

3 薄燕 国际政治系 教授 博导 boyan@fudan.edu.cn 环境与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全球治理

4 曾庆捷 政治学系 副教授 硕导 zqingjie@fudan.edu.cn 霸权型政党体制、维权国家政治、腐败与反腐败、当代中国的干部人事管理和干部监督、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5 陈超群 政治学系 副教授 硕导 Chenchaoqun_0@sina.com 中国传统思想研究、社会政治哲学、人生哲学、教育哲学

6 陈康令 中国研究院 讲师 硕导 chenkangling@fudan.edu.cn 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全球治理与一带一路

7 陈明明 政治学系 教授 博导 mmchen@fudan.edu.cn 中国政府与政治、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政党与国家建设专题

8 陈水生 公共行政系 副教授 硕导 cssfudan@126.com 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公共服务与需求表达、低收入群体救助与大都市治理

9 陈晓原 公共行政系 教授 博导 xiaoyuanch@fudan.edu.cn 市政学、比较地方政府、比较行政学、中央与地方关系

10 陈醒 国务学院 讲师 硕导 xingc@fudan.edu.cn 环境经济与政策 气候变化 绩效分析

11 陈玉聃 国际政治系 副教授 硕导 Chenyudan@fudan.edu.cn 国际关系思想史、文化和国际关系

12 陈玉刚 国际政治系 教授 博导 Ygchen@fudan.edu.cn 国际关系理论、欧盟政治与对外关系、全球治理、区域合作、中国对外关系与对外战略、极地政治

13 陈云 政治学系 教授 博导 yunchen@fudan.edu.cn 比较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公共政策学

14 陈拯 国务学院 青年研究员 硕导 chenzheng@fudan.edu.cn 全球治理、外事管理

15 陈志敏 外交学系 教授 博导 zhmchen@fudan.edu.cn 外交理论、欧盟外交、中国外交

16 陈周旺 政治学系 教授 博导 chen_zw@fudan.edu.cn 国家理论、当代中国国家建设、工人政治国家理论、阶级理论、社会运动

17 董敏志 公共行政系 副教授 硕导 euleon@163.com 青年学、政治伦理和政治心理，专业特长是政治与行政伦理研究

18 杜宇 法学院 教授 博导 duyu@fudan.edu.cn 刑法方法论、刑事和解、刑事习惯法

19 扶松茂 公共行政系 副教授 硕导 fusongmao@126.com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中国公务员制度

20 苟燕楠 公共行政系 教授 硕导 egyn@163.com 公共预算、公共财政管理、财政体制、公共政策、创新管理

21 顾东辉 社政学院 教授 博导 dhgu@fudan.edu.cn 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评估、社会工作职业化与专业化、非营利组织管理、失业者社会福利、青少年服务、济贫政策等

22 顾丽梅 公共行政系 教授 博导 lmgu@fudan.edu.cn 公共政策、城市治理、比较公共行政、公共服务与公共参与

23 顾燕峰
社会科学高等研

究院
助理研究员 硕导 guyanfeng@fudan.edu.cn  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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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郭定平 政治学系 教授 博导 guodp@fudan.edu.cn 政治学理论、现代中国政治、比较东亚政治

25 郭有德
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
教授 博导 ydguo@fudan.edu.cn  公共绩效评估理论与政策、 公共管理技术与分析、公共卫生管理

26 韩福国 政治学系 教授 硕导 hanfuguo@fudan.edu.cn 组织转型与信息沟通、政党建设、地方政府创新与公共治理、城市管理

27 何佩群 国际政治系 副教授 硕导 Pqhe@fudan.edu.cn 英语教育、西方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女性主义政治学理论

28 贺东航
社会科学高等研

究院
教授 博导 dhhe@fudan.edu.cn 行政管理与公共政策、社会管理与社会事务 、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

29 贺平 国际问题研究院 副研究员 硕导 heping@fudan.edu.cn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美日经济关系、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30 洪涛 政治学系 教授 博导 hongtaofudan@139.com 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

31 胡春阳 新闻学院 教授 博导 Duoer828415@sina.com 人际传播，话语分析，新媒介与社会变迁

32 胡鹏 政治学系 讲师 硕导 hupeng@fudan.edu.cn 比较政治发展、国家理论、民主理论、政治文化与政治观念

33 黄河 国际政治系 教授 博导 huanghe@fudan.edu.cn 国际政治经济学、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还挖投资风险、区域性公共产品与全球治理、国际经济规则

34 黄以天 国际政治系 副教授 硕导 huangyitian@fudan.edu.cn 气象政治学、气候谈判、跨国私人治理、国际碳交易战略

35 简军波 国际问题研究院 副研究员 硕导 jianjunbo@fudan.edu.cn 欧盟政治与对外关系、中欧关系、中国外交、国际政治理论等

36 蒋昌建 国际政治系 副教授 硕导 Changjian@fudan.edu.cn 电子政府、国际合作与国际冲突、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

37 李春成 公共行政系 教授 博导 ccli@fudan.edu.cn 公共政策与决策行为分析、公共伦理问题的行为研究、官僚与官僚组织行为研究、公共服务体验评估与改进

38 李辉 政治学系 教授 硕导 lhui@fudan.edu.cn 当代中国的腐败与廉政建设、国家民主转型与政府绩效、族群冲突的比较研究

39 李瑞昌 公共行政系 教授 博导 rcli@fudan.edu.cn 风险与危机管理、公共安全管理、公共政策分析、政府间关系研究

40 李寅 公共行政系 青年副研究员 硕导 yinli@fudan.edu.cn 科技政策、创新与发展、技术转化、创造力

41 林涓 政治学系 副教授 硕导 jlin77@fudan.edu.cn 清代政治地理、清代行政区划、中国政治制度史

42 林民旺 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 博导 linminwang@fudan.edu.cn 外交外事管理、中国外交、国际事务

43 林曦 高等研究院 副教授 硕导 xilin@fudan.edu.cn 政治哲学、法理学，尤其关注西方正义理论、中国古代的情理法传统

44 刘春荣 政治学系 副教授 硕导 crliu@fudan.edu.cn 政治社会学、地方治理、中国政治

45 刘虹 发展研究院 副研究员 硕导 liuhong@fudan.edu.cn 非营利组织管理、高等教育政策

46 刘季平 学院书记 副研究员 硕导 jipingliu@fudan.edu.cn 企业管理

47 刘建军 政治学系 教授 博导 liujianjun@fudan.edu.cn 比较政治制度、一党执政体系与国家建设、古代中国治国方略、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中国单位政治、领导学

48 刘晔 公共行政系 副教授 硕导 Liuye@fudan.edu.cn 中国政府与政治、城市政治与政策、中美关系、比较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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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刘永涛 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 硕导 liuyt@fudan.edu.cn 美国政府与政治、美国对外政策，以及国际关系理论

50 马忠法 法学院 教授 博导 zfma@fudan.edu.cn 国际技术转让法、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法、国际（公）法

51 潘锐 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 博导 panrui@fudan.edu.cn 美国外交、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及台湾问题

52 潘伟杰 法学院 教授 博导 wjpan@fudan.edu.cn 西方宪政思想与宪政制度

53 潘忠岐 外交学系 教授 博导 zqpan@fudan.edu.cn 国际关系理论、国际体系、中国外交

54 钱浩祺
全球公共政策研

究院
青年副研究员 硕导 qianhaoqi@fudan.edu.cn 环境、能源与经济政策、 公共政策建模与评估、 大数据与计算社会科学

55 秦倩 国际政治系 副教授 硕导 qianqin@fudan.edu.cn 医学外交、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宗教与国际关系

56 任军锋 政治学系 教授 硕导 renpolitics@163.com 政治学理论、西方政治史、美国政治思想史、社会伦理与政治秩序

57 任远
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
教授 博导 yren@fudan.edu.cn 人口与发展、人口问题和社会政策、中国城市化、人口迁移和城乡发展、老龄化研究

58 桑玉成 政治学系 教授 博导 ychsang@fudan.edu.cn 政治学原理、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政党政治

59 沈逸 国际政治系 教授 硕导 sheny@fudan.edu.cn 信息技术与国际安全、信息技术、传媒与外交、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大国关系

60 宋国友 国际问题研究院 教授 博导 guoyousong@fudan.edu.cn 中美关系、中国经济外交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61 苏长和 外交学系 教授 博导 suchanghe@fudan.edu.cn 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与外交、国际组织

62 孙芳露 国际政治系 讲师 无 sunfanglu@fudan.edu.cn 非国家冲突、族群冲突、恐怖主义、联合国维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63 孙国东 高等研究院 副教授 硕导 sunguodong0227@163.com 法哲学、社会－政治理论、法律社会学、法律文化，兼及近世和当代中国思想文化

64 孙小逸 公共行政系 副教授 硕导 sunxiaoyi@fudan.edu.cn 环境整治、地方治理、城市社会学

65 唐莉 公共行政系 教授 博导 litang@fudan.edu.cn 科技创新政策、政策项目评估、科技管理与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分析

66 唐贤兴 公共行政系 教授 博导 xxtang@fudan.edu.cn 公共政策分析、政治学理论、国际法、国家关系理论、俄罗斯问题研究、中国外交

67 唐亚林 公共行政系 教授 博导 tangyalin@fudan.edu.cn 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治理、中国政府与政治

68 汪晓风 国际问题研究院 副研究员 硕导 xiaofeng@fudan.edu.cn 美国政治与外交、网络安全与网络外交

69 王桂新
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
教授 博导 wanggx@fudan.edu.cn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分析及管理与评价、城市与区域分析、经营及政策评估、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

展及决策系统建立等

70 王新
计算机科学技术

学院
教授 博导 xinw@fudan.edu.cn 新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无线与移动网络、数据中心网络、网络存储系统等

71 王正绪 政治学系 教授 博导 wangzhengxu@fudan.edu.cn 比较政治制度、比较民主化研究、实证民主理论、比较发展研究、政治观念、威权政体中的制度

72 王中原
社会科学高等研

究院
助理研究员 硕导 wangzy@fudan.edu.cn 比较政治学、政务大数据、城市治理和地方政治

73 吴澄秋 国际政治系 副教授 硕导 chqwu@fudan.edu.cn 国际关系理论、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与外交



74 吴洁 国务学院 讲师 硕导 jiewu@fudan.edu.cn  政治社会学、健康政治、社会组织

75 吴开亚
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
研究员 硕导 wuky@fudan.edu.cn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可持续发展管理与政策、老年学、发展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人口、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

76 肖存良 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硕导 clxiao@fudan.edu.cn  统一战线、人民政协、政党政治

77 肖佳灵 国际政治系 副教授 硕导 jlxiao@fudan.edu.cn 主权理论、中国外交、日本外交

78 熊易寒 政治学系 教授 硕导 xiongyihan@fudan.edu.cn 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学、中产阶级、城市化、地方治理、族群冲突

79 徐以骅 国际政治系 教授 博导 edwardyhxu@126.com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中国基督史、美国宗教、美国现代史

80 杨伟兵
中国历史地理研

究所
教授 博导 wbyang@fudan.edu.cn 行政区划与国家治理、中国历史地理、历史环境与社会、明清区域史研究

81 杨增国
复旦大学对外联

络与发展处
副研究员 硕导 zg_yang@fudan.edu.cn 社会组织研究

82 余博闻 国务学院 讲师 硕导 bowenyu@fudan.edu.cn  环境治理、经济发展和减贫、 国际政治经济

83 俞沂暄 国际政治系 讲师 硕导 yuyixuan@fudan.edu.cn 当代中国外交、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史

84 臧志军 政治学系 教授 博导 zjzang@fudan.edu.cn 中国政府与政治、日本政治与行政、比较政治

85 张楚楚 国务学院 青年副研究员 硕导 zhangchuchu@fudan.edu.cn 中东公共政策、 一带一路、政治风险

86 张春满
社会科学高等研

究院
青年副研究员 硕导 zhangchunman@fudan.edu.cn 公共管理、环境政策、国家治理

87 张华青 政治学系 副教授 硕导 huaqingfd@aliyun.com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政治文化、企业文化

88 张骥 外交学系 研究员 硕导 zhangji@fudan.edu.cn 外交学、国家安全制度与战略、中国外交、法国外交、欧盟外交

89 张家栋 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员 博导 jiadongzhang@fudan.edu.cn  反恐怖，反扩散，非传统安全问题，出口控制，中美关系

90 张建新 国际政治系 教授 博导 jxzh@fudan.edu.cn 国际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能源安全与能源政策、贸易政治与贸易政策

91 张平 公共行政系 副教授 硕导 zhangp@fudan.edu.cn 公共财政、公共政策、房地产税、政府治理

92 张怡 发展研究院 研究员 硕导 zhangyifd@fudan.edu.cn 政治心理、公民文化、文化利益

93 赵德余
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
教授 博导 deyuzhao@163.com 公共政策理论与方法、医疗卫生政策以及农业政策

94 赵剑治 公共行政系 副教授 硕导 jianzhizhao@fudan.edu.cn 国际经济治理、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95 赵渭荣 公共行政系 教授 硕导 wrzhao@fudan.edu.cn 政治文化、管理心理、思想教育

96 郑冰岛 公共行政系 副教授 硕导 Bingdaozheng@gmail.com 社会学、公共政策分析方法

97 郑磊 公共行政系 教授 硕导 zhengl@fudan.edu.cn 数字治理与电子政务、政府数据共享与开放、政务数据治理、在线与移动公共服务、政府社会化媒体应用、电子政府准备度与发展水平评估

98 郑宇 国际政治系 教授 博导 yzheng@fudan.edu.cn 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发展、亚洲政治经济、对外援助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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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郑长忠 政治学系 副教授 硕导 Czzheng021@fudan.edu.cn 政治学

100 周帆 公共行政系 副教授 硕导 pubadmi@fudan.edu.cn 公共行政、府际关系、公务员制度、行政法治

101 周凌一 国务学院 青年副研究员 硕导 zhouly@fudan.edu.cn 地方政府与治理、环境政策、 风险感知

102 周志成 政治学系 研究员 硕导 zczhou@fudan.edu.cn 制度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经济政治学、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经济政治

103 朱春奎 公共行政系 教授 博导 ckzhu@fudan.edu.cn 公共经济与管理、科技管理与公共政策、绩效评价与战略管理、城市与区域发展

104 朱杰进 国际政治系 副教授 硕导 zhu_j_j@163.com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金砖国家与二十国集团、国际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外交

105 朱小略 国务学院 青年副研究员 硕导 zhuxiaolue@fudan.edu.cn 中国政治思想

106 竺乾威 公共行政系 教授 博导 zhuqw@fudan.edu.cn 公共管理理论、比较公共行政、组织及人力资源管理

107 庄梅茜 国务学院 讲师 硕导 zhuangmeixi@fudan.edu.cn 政治参与、政治文化与态度、公民监督与问责

108 左才 政治学系 副教授 硕导 czuo@fudan.edu.cn 比较政治学、政治制度、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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