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季学期数学系教师office hours汇总

序号 教师姓名
时间

（星期X）
时段 地点 研究方向 主讲课程 是否要预约 电子邮箱

1
Alexander 
Kurganov

周四14:00-16:00
周二(双周): 10:00-
12:00

杰曼诺夫数学中心台
州楼219

计算数学
科学计算，常
微分方程A

是 alexander@sustech.edu.cn

2 Ingrid Irmer
星期三
16:00-18:00

星期五
14:00-16:00

杰曼诺夫数学中心 
台州楼213

低维拓扑
微分流形，抽
象代数

否 ingridmary@sustech.edu.cn

3
Maria 
Alejandra 
Rodriguez 

星期一 10：00-13：00 理学院M5010 动力系统 双曲动力学 是 rhertz@sustech.edu.cn

4
Raul Mario 
Ures De La 
Madrid

星期四 8：00-12：00 理学院M5009 动力系统 高等泛函分析 是 ures@sustech.edu.cn

5
Vyacheslav 
Futorny

星期二 14：00-16：00 台州楼217 代数、群论 线性代数 是 futorny@sustech.edu.cn

6
Viktor 
Didenko

星期二 14：00-16：00 理学院M615 高等数学 是 didenkov@sustech.edu.cn

7
ZELMANOV 
EFIM

星期二 10：20-12：20 台州楼216 代数
代数与数论专
题

是 zelmanov@sustech.edu.cn

8 曾萍萍 星期三 13:30-15:30 理学院M612 金融数学
衍生证券模型
与定价

是 zengpp@sustech.edu.cn

9 陈懿茂 星期三 9:00-11:00 理学院M5006 微分方程
线性代数精
讲，常微分方
程 B

否 chenym@sustech.edu.cn

10 董世杰 星期一 16:00-18:00 理学院M605 偏微分方程 线性代数 否 dongsj@sustech.edu.cn

11 冯致程 星期五 14：00-16：00 台州楼210 代数 线性代数 否 fengzc@sustech.edu.cn

12 付云皓 星期一、星期三 14：00-16：00 理学院M5002
数学分析I；数
学分析III

否 fuyh@sustech.edu.cn

13 高辉 星期二 14:00-16:00 理学院M618 数论 抽象代数 否 gaoh@sustech.edu.cn

14 韩旭里 星期三、星期四 14:00-16:00 理学院M5015 计算数学
线性代数；高
等数学

否 hanxl2020@sustech.edu.en

15 胡勇 星期二 14:00-17:00 理学院M5011 基础数学
代数专题、代
数几何

否 huy@sustech.edu.cn

16 花永霞 星期一 14：30-17：30 理学院5004 高等数学 否 huayx@sustech.edu.cn

17 黄少创 星期四 16：00-18：00 理学院M704 微分几何
偏微分方程，
微分几何

否 huangsc@sustech.edu.cn

18 李才恒 星期五 15：00-17：00 理学院M4004 代数群论
高等代数I、群
论

否 lich@sustech.edu.cn

19 李景治 星期三 13：00-16：00 台州楼224 计算数学
计算金融、数
学建模

是 lijz@sustech.edu.cn

20 李觉先 星期一，星期四 19：00-21:00 理学院M2003 高等数学 否 lijx2019@sustech.edu.cn

mailto:ures@sustech.edu.cn


21 李展 星期四 16：00-18：00 理学院M611 代数几何
实变函数、代
数几何

否 lizhan@sustech.edu.cn

22 刘博辰 星期二 16：00-18：00 台州楼204 分析
偏微分方程、
复变函数

是 liubc@sustech.edu.cn

23 刘智慧 星期一 13：00-16：00 理学院M606 概率
概率论、概率
论与随机计算

是 lizh3@ssustech.edu.cn

24 龙欢 星期二 14：00-16：00 理学院M715 是 longh@sustech.edu.cn

25 马富明 星期二、星期三 15:00-17:00 理学院M703
数学分析I；数
学分析3（H）

否 mafm@sustech.edu.cn

26 马梓铭 星期二 10：20-12：10 理学院M708 基础数学 高等代数II 是 mazm@sustech.edu.cn

27 邱雁南
单周星期三的8：00-
10：00

双周星期三的14-16
点

理学院M5003 代数
抽象代数、复
变函数

是 qiuyn@sustech.edu.cn

28 权超禹 星期五 16:00-18:00 台州楼203 计算数学 矩阵计算 是 quancy@sustech.edu.cn

29 苏琳琳 星期二、星期四 14:30-16：00 理学院M5013 偏微分方程
偏微分方程，
常微分方程

是 sull@sustech.edu.cn

30 孙景瑞 星期四 15：00-18：00 理学院M610 随机控制、概率论 金融数学专题 是 sunjr@sustech.edu.cn

31 孙露露 星期一 10:00-12:00 理学院M4006 高等数学 否 sunll@mail.sustech.edu.cn

32 王融 星期一、星期三 14:00-15:30 理学院M5007 高等数学 否 wangr3@sustech.edu.cn

33 温家强 星期三 15:00－18:00 理学院M607 概率论
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

是 wenjq@sustech.edu.cn

34 邬龙挺 星期三 13：30-15：30 理学院M620 代数几何与数学物理
代数几何、高
等代数

是 wult@sustech.edu.cn

35 吴纪桃 星期一、星期五 14：00－15：30 理学院M617
高等数学
（上）

否 wujt@sustech.edu.cn

36 吴开亮 星期一 14:30-17:30 理学院M613 计算数学
计算流体力学
与深度学习

是 wukl@sustech.edu.cn

37 夏昌玉
数学分析精讲:   周
一： 16：00-18：
00；

泛函分析： 周五：
16：00-18：00

理学院M2004 微分几何及几何分析
数学分析精讲
、测度论与积
分

是 xiacy@sustech.edu.cn

38 向子卿 星期二 15：00-17：00 理学院M5005 基础数学 组合数学 否 xiangzq@sustech.edu.cn

39 熊捷 星期三 14:00~17:00 理学院M4002 概率论、金融数学
现代概率论、
应用随机过程

否 xiongj@sustech.edu.cn

40 杨将 星期三 9:30-11:30 理学院M710 计算数学
微分方程数值
解

否 yangj@sustech.edu.cn

41 杨燕 星期二 14：00-17：00 理学院M5008 金融数学
线性代数、概
率论与数理统
计、证券投资

否 yangy3@sustech.edu.cn

42 张进 星期三 14：00-17：00 理学院M621 应用数学
凸优化算法、
运筹学

是 zhangj9@sustech.edu.cn



43 张京 星期五 14：00-17：00 理学院M4006 高等数学 否 zhangj8@mail.sustech.edu.cn

44 张文龙 星期五 9：00-:12:00 理学院M709 计算数学 常微分方程A 否 zhangwl@sustech.edu.cn

45 张一威 星期五 15：00-18:00 理学院M101 动力系统 动力系统 否 zhangyw@sustech.edu.cn

46 张艺赢 星期四 16：00-18：00 理学院M702 精算数学、应用概率
金融数学基础
、金融经济学

否 zhangyy3@sustech.edu.cn

47 张振 星期三 15:00-17:00 理学院M5014 应用数学 大数据导论 否 zhangz@sustech.edu.cn

48 郑娟 星期一 8:00-10:00 理学院M4006 否 383783126@qq.com

49 朱星华 星期一 16:00-18:00 理学院M4007 否 zhuxh@mail.sustech.edu.cn

50 朱一飞 星期四 10:20–12:20 理学院M705
代数拓扑、代数几何
、代数数论及其应用

代数拓扑学、
概率论

是 zhuyf@sustech.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