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管理学院本科生导师基本情况表 

姓名 陈思华 性别 男 

 

教学系 信息管理系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科技） 

职称 副教授 研究方向 
知识管理，电子商务，商业智

能，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主讲本科课程 财经管理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统 

电子邮件 doriancsh@foxmail.com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个人简介（200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陈思华，1977年生，江西九江人，管理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信息管理系党

支部书记，江西省杰出青年人才，奥尔堡大学访问学者，江西财经大学 2012年青年教师科研

五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 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省博士后科研

优先资助项目 1 项及多项省级纵向研究课题。近五年来以第一作者或者独著共发表论文 20

余篇，全部被 SSCI、SCI、EI、ISTP 检索。全部被 SSCI、SCI、EI 检索，JCR 一区、二区、

三区论文多篇。 

 

姓名 丁菊玲 性别 女 

 

教学系 信息管理系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科技） 

职称 副教授 研究方向 
网络舆情；危机管理； 

电子商务 

主讲本科课程 ERP 原理与实践，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电子邮件 beathann@163.com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个人简介（200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丁菊玲,1981 年生，江西临川人，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江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

教授，长期从事网络舆情，危机管理，电子商务等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移动社交

网络对网络舆情影响及治理研究”和多项省级科研项目或课题。教学方面获得多次荣获江西

财经大学网络优秀教师，金牌讲师等荣誉与称号。指导学生参加国家创新课题，学生比赛项

目等。目前正在英国约克大学对基于社交媒体的危机管理进行合作研究。 

http://sit.jxufe.edu.cn/admin/teacherimages/2016911924756256.jpg


 

姓名 杜 宾 性别 男 

 

教学系 信息管理系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科技） 

职称 副教授 研究方向 
管理决策、信息系统、移

动商务创新 

主讲本科课程 运营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 

电子邮件 
dubin@jxufe.edu.cn 

dubin.nc@qq.com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个人简介（200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杜宾，江西吉安人，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副教授，高

级工程师，硕士生导师，江西财经大学金牌教师，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CNAIS 会员。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13项，发表信息系统、管理决策、移

动商务创新、知识管理等相关论文 30余篇，出版论著 3部，担任社会兼职 2项。曾获校金牌

教师等荣誉称号，指导学生参与计算机应用比赛等。 

 

姓名 方玉明 性别 男 

 

教学系 信息管理 专业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

机技术 

职称 教授 研究方向 
智能信息处理、机器学习、

计算机视觉 

主讲本科课程 多媒体技术基础、计算机网络 

电子邮件 215240424@qq.com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个人简介（200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方玉明，江西财经大学教授，江西省数字媒体重点实验室主任。2013 年在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经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法国南特大学等高校访学。主要研究方向

为智能信息处理、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在国际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100 余篇，论文被

国内外学者累计引用 1100 余次。担任国际期刊 IEEE Access 和 Signal Processing: Image 

Communication编委。方博士获得‘2017 年江西省百千万人才’，‘2017年江西省杰出青年

基金’，‘2014 年江西青年五四奖章’，2014 年‘远航工程’人才资助计划，‘江西财经大

学科研十强’等称号。多次获国际会议优秀论文奖。指导学生参加挑战杯学术竞赛、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服务外包大赛等竞赛，获‘江西省一等奖’、‘江西省二等奖’等奖励十余

项。 

 



 

姓名 郭勇 性别 男 

 

教学系 信息管理系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科技） 

职称 讲师 研究方向 电子商务，社交网络 

主讲本科课程  

电子邮件 1315049577@qq.com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可选项） 

（学院网站上的个人

简介链接，可访

问 https://cli.im/ 

将链接制作成二维码） 

个人简介（200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郭勇，1979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近 5年主持国家级课题 2项，

主持或参与省级课题 10余项，发表电子商务、社交网络等相关论文数篇，获得多项国家专利。

2014年获得校毕业班优秀班主任称号，近年来被聘为南昌市商务局电商评审专家。一直以来

积极从事社会实践工作，帮助江西省内外多家企业进行电商孵化，并帮助多家企业进行电商

实操培训与创业培训。 

 
 
 

姓名 赖新峰 性别 男 

 

教学系 信息管理系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 

职称 讲师 研究方向 生产运作管理 

主讲本科课程 计算机应用基础、数据库应用 

电子邮件 laixinfeng@hotmail.com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个人简介（200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赖新峰，1981 年 12 月出生，江西靖安人，管理学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管

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近年来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省级课题多项，发表生产运作与供

应链管理等相关论文十余篇，出版个人专著一部。曾多次获得校“教工十大歌手”和“工会

活动积极分子”等荣誉称号。 

 
 
 
 

https://cli.im/
mailto:laixinfeng@hotmail.com


 
 

姓名 李圣宏 性别 男 

 

教学系 信息管理系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科技） 

职称 副教授 研究方向 信息管理，管理决策 

主讲本科课程 《数据结构》，《数据库应用》，《计算机应用》 

电子邮件 Li_shenghong@163.com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http://sit.jxufe.cn

/down/show-1357.asp

x?id=98 

个人简介（200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李圣宏，1970年生，江西南昌人，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副教授。近 5年参与国家级省

级课题 3项，省部级课题 3项目，发表信息管理与管理决策等相关论文数篇，发表专著一部。

曾获江西财经大学《数据结构》金牌主讲教师称号。曾多次指导学生毕业设计与暑期实训。 

 

 

 

 

 

 
 
 
 

姓名 廖述梅 性别 女 

 

教学系 信息管理系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科技） 

职称 副教授 研究方向 知识管理、网络舆情 

主讲本科课程 管理信息系统、办公软件高级应用、计算机应用 

电子邮件 71688744@QQ.com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个人简介（200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廖述梅，1976年生，副教授，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主持省级课题若干项，发表知识管

理等相关论文数篇。 

 

 

 
 
 



 
 

姓名 刘启华 性别 男 

 

教学系 信息管理系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科技） 

职称 副教授 研究方向 

新兴电子商务理论与应用；

商业大数据分析； 

个性化推荐系统 

主讲本科课程 
电子商务实务、电子商务与互联网金融、信息资源组

织与管理、数据库应用 

电子邮件 qh_liu@163.com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个人简介（200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刘启华，1983年生，湖北汉川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信息系统协会会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评议人。2006 年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获得管理学学士学位；2011 年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获得管理学博士学

位。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 项，省级课题 5

项，在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等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指导本科生获得江西财经大学十

佳本科毕业设计以及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姓名 刘炜 性别 男 

个人相片 

教学系 信息管理系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科技） 

职称 副教授 研究方向 信息行为及金融数据分析 

主讲本科课程 管理信息系统、办公软件高级应用、数据库应用 

电子邮件 Lw0519@126.com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可选项） 

（学院网站上的个人

简介链接，可访

问 https://cli.im/ 

将链接制作成二维码） 

个人简介（200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博士学位。2009 年至 2012 年在江西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7 年英国 Teesside University访问学者，从事

AI 及大数据分析研究工作。主要从事计算机应用以及信息系统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

内外会议和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第一作者）。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 项，江西教

育厅科技项目 4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完成专著一部。 

https://cli.im/


 
 

姓名 毛明松 性别 男 

 

教学系 信息管理系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科技） 

职称 讲师 研究方向 
电子商务推荐；决策支持系

统；数据挖掘 

主讲本科课程 计算机应用基础、管理信息系统（双语） 

电子邮件 
mingsongmao@jxufe.edu.

cn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个人简介（200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毛明松，1987 年生，信息管理学院讲师，澳大利亚信息技术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

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后。曾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留学，从事电子商务推荐和数据

挖掘相关研究多年，发表 SCI 论文和会议论文多篇。目前担任信管 161班班主任，关心学生，

与学生相处融洽，带领班级荣获校最团结班级，校优秀团支部，院团体运动会第一名等，并

且大一学年几乎零挂科率。 

 

 
 

姓名 潘颖慧 性别 女 

 

教学系 信息管理系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科技） 

职称 副教授 研究方向 多智能体系统 

主讲本科课程 管理信息系统 

电子邮件 yinghuipan@foxmail.com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个人简介（200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潘颖慧，河南驻马店人，1981 年 4 月出生，江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2012 年

获得厦门大学系统工程专业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多智能体决策。近 5 年主持省级

课题 8 项，国家自然基金 1 项，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roximate 
Reasoning、Agent & Data Mining Interaction 等著名期刊和会议发表论文数篇。 

 
 
 
 
 

mailto:mingsongmao@jxufe.edu.cn
mailto:mingsongmao@jxufe.edu.cn


 
 

姓名 沈波 性别 男 

 

教学系 信息管理系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科技） 

职称 副教授 研究方向 
知识管理；虚拟社群； 

问答社区 

主讲本科课程 
互联网与全球化、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分析与设

计 

电子邮件 shenbo@jxufe.edu.cn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个人简介（200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沈波，1976 年生，湖南望城人，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CNAIS

十年（2005-2015）活跃学者，CNAIS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管理科学与工

程学会理事。近 5 年主持省级课题 5 项，发表知识管理等相关论文数篇。曾获校教学十佳、

网络教学优秀教师和“我最喜爱的导师”等荣誉称号。曾指导学生参与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服务外包创新创业比赛、手机软件比赛等。 

 

姓名 肖泉 性别 男 

 

教学系 信息管理系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科技） 

职称 讲师 研究方向 商务数据分析，金融科技创新 

主讲本科课程 
程序设计语言、Java 开发技术、财经管理信息系统、

计算机应用基础、数据库应用、ERP原理与实践 

电子邮件 xiaoquan@foxmail.com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个人简介（200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肖泉，1983 年生，江西赣州人，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硕士生导师，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信息管理系副主任，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省级课题 2

项，作为负责人完成“江西省公务用车信息管理系统”等横向课题 10余项，作为第一或通讯

作者在国际 SCI、EI 期刊及国内权威刊物《科研管理》、《情报学报》、《金融研究》等发表论

文 20余篇，曾获全国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历年来指导学生获“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

术专业人才大赛、服务外包创新创业竞赛获多项国家级和省级奖励。 

 

mailto:shenbo@jxufe.edu.cn


 
 
 

姓名 杨波 性别 男 

 

教学系 信息管理系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科技） 

职称 副教授 研究方向 
信息系统开发；大数据与量

化交易技术； 

主讲本科课程 
数据库原理、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应用与开发技术、

Linux 操作系统 

电子邮件 yb_lh@163.com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个人简介（200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杨波，1973年生，江西南昌人，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硕士生导师，学院实验中心主任。

近 5年主持国家课题 1项，省级课题 7项，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十余篇。近年多人次指导学生

参与江西省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服务外包创新创业比赛、手机软件比赛等并取得较好成绩。 

 

 

 
 
 

姓名 易彤 性别 男 

 

教学系 信息管理系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科技） 

职称 副教授 研究方向 
软件工程、管理决策、信息

管理与信息系统、物流工程 

主讲本科课程 

计算机基础、数据库应用、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工程、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

软件测试、信息管理概论、财经管理信息系统及其应

用、信息资源的组织与管理、数据结构与算法 

电子邮件 tongyi@jxufe.edu.cn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个人简介（200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易彤，男，工科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ACM SIGSOFT Software Engineering Notes》、

《ACM SIGPLAN Notices》、《电子与信息学报（英文版）》、《计算机学报》、《应用科学学报》、

《情报学报》、《电子学报（英文版）》、《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等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 40 余

篇，其中被 SCI收录 5篇次，被 EI收录 21篇次，并出版独撰专著 1部。 

 
 
 



 
姓名 袁非牛 性别 男 

 

教学系 信息管理系 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科技） 

职称 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 
图像处理；3D 可视化 

主讲本科课程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双语 Java); Visual C++开发技术; 
计算机基础；数据库应用 

电子邮件 yfn@ustc.edu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个人简介（200 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袁非牛，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CCF 和 IEEE 高级会员。1998 和 2001 年分别获

得合肥工业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4 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2004-2006 年，

中科大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2010-2012 年，新加坡科学技术研究局，新加坡生

物医学成像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11 年，江西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2013 年，南昌市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洪城特聘专家”。2014 年，江西省青年科学家培养对象(江西省杰青)。现为

江西省十二五重点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带头人，图像处理创新团队负责人等。 
 
 

姓名 张富国 性别 男 

个人相片 

教学系 信息管理系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科技） 

职称 副教授 研究方向 电子商务个性化推荐 

主讲本科课程 计算机应用、数据库应用、系统分析与设计 

电子邮件 653719957@qq.com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可选项） 

（学院网站上的个人

简介链接，可访

问 https://cli.im/ 

将链接制作成二维码） 

个人简介（200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张富国，1969年生，浙江宁波人，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硕士生导师，校百人计划青年学科

带头人。近 5 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省级课题三项，发表电子商务个性化推荐领域

相关论文 20 多篇，其中 SCI 检索论文 5篇，国内权威期刊论文 4篇，曾获校金牌教师荣誉称

号。 

 

 

mailto:yfn@ustc.edu
https://cli.im/


 

姓名 周萍 性别 女 

 

教学系 信息管理系 专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科技） 

职称 副教授 研究方向 

农村社区 IT治理和管理、

电商社区消费者行为、农产

品网络营销 

主讲本科课程 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管理信息系统、ERP理论与实践 

电子邮件 Zp_jx@126.com 
扫一扫浏览 

导师详细信息 

 
个人简介（200字以内，包括科研、获奖、社会兼职、指导学生情况等） 

周萍，女，1967年 9月生人，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农村社区 IT治理和管理、电商社区消费者行为、农产品网络营销等。近 5年主

持国家级、省级课题 6项；指导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申报课题、撰写论文逾 10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