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专项，旨在加快双方联合研究建设，促
进上海纽约大学科研工作的蓬勃发展。上海纽约大学教授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兼职硕、博
导，招收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生们尽享华东师范大学、纽约大学及上海纽约大学的丰
富教育、研究资源，在规定学习年限内，修满规定的课程学分，考核合格，通过学位论文
答辩，经华东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颁发硕士
研究生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成绩优异者将有望直接推荐至美国纽约大学继续深造。 

        上海纽约大学集聚了全球学术精英，目前有 200 多位具有国际化背景与国际影响力的
教师，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技能的人才。中、外师生们组成了一个多元
群体，在学习生活中碰撞交融，推动认识自我、激发思考、拓宽视野，并努力通过自己的
行动改变世界。 

招生计划 

今年该项目拟招收硕士研究生 10 人，具体如下： 

招生院系 专业 导师 Email 

(116)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040203)应用心理学 李萱 xl24@nyu.edu@nyu.edu 

(116)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0771Z1)认知神经科学 田兴 xing.tian@nyu.edu 

(116)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0771Z1)认知神经科学 李黎 ll114@nyu.edu 

(129)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80901)物理电子学 陈航晖 hanghui.chen@nyu.edu 

(130)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00706)药理学 Jungseog Kang jsk16@nyu.edu 

(145)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

(070207)光学 Tim Byrnes tim.byrnes@nyu.edu 

(145)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

(070207)光学 孙翔 xs13@nyu.edu 

(145)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

(070207)光学 Pilkyung Moon pilkyung.moon@nyu.edu 

(160)软件工程学院 (083500)软件工程 Bruno Abrahao bd58@nyu.edu 

(160)软件工程学院 (083500)软件工程 郭斯瑶 sg191@nyu.edu 



李萱教授 

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终身制路线）、博导 

华东师范大学兼职副教授、硕导 

Email: xl24@nyu.edu 

网站: https://research.shanghai.nyu.edu/centers-and-institutes/social/people/xuan-li 

招生院系&专业代码： 

(116)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040203) 应用心理学 

        李萱教授的研究关注父亲在儿童发展和家庭生活中的角色、亲子互动和亲子关系以及
当代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社会情绪性发展，也涉及人类发展、家庭研究、性别研究、跨文化
心理学等领域关心的一般议题。李萱教授著有关于中国家庭及亲子关系的学术期刊文章及
书章数篇，正在写作专题著作《中国父职研究：理想、参与、互动与影响》 ，并主持教育
部一般人文社科青年基金、上海市社科青年基金、浦江人才计划资助的多个研究项目。 

        李萱教授现任上海纽约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纽约大学全球特聘助理教授，是纽约大
学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成员，并在纽约大学史坦哈特教育学院担任职务。
李萱教授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于剑桥大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德国慕尼黑青年研
究院研究员。 

 

 

田兴教授 

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终身制路线）、博导 

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导 

Email: xing.tian@nyu.edu 

网站: https://research.shanghai.nyu.edu/centers-and-institutes/brain/people/xing-tian 

招生院系&专业代码： 

(116)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0771Z1) 认知神经科学 

        田兴教授现任上海纽约大学神经与认知科学助理教授，纽约大学全球特聘助理教授。
田教授采用电生理学（脑磁图/脑电图/颅内脑电）和神经影像学（功能磁共振成像）等前
沿技术手段结合行为和计算方法，探查运动感觉整合及互相作用、言语和语言、以及记
忆、想象等人类高级认知功能。他已在神经认知科学领域的专业杂志上发表 SCI 文献二十
余篇，并且开发了针对脑磁/脑电数据分析的矢量计算工具箱，及创造性的结合心象和语
言生成独特的实验范式来探索语言的神经表征。（详细信息请见  http://slang.sci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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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兴教授拥有马里兰大学博士学位，任教上海纽约大学前，他曾任纽约大学心理学系
博士后研究员。 

 

李黎教授 

上海纽约大学教授（终身制）、博导 

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导 

Email: ll114@nyu.edu 

网站: https://research.shanghai.nyu.edu/centers-and-institutes/brain/people/li-li 

招生院系&专业代码： 

(116)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0771Z1) 认知神经科学 

    李黎教授 北京大学学士学位，美国布朗大学博士学位，哈佛大学医学院 Schepens 眼科

研究所及眼科学系博士后。现任上海纽约大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教授和纽约大学全球特聘

教授，之前曾在香港大学任教及在美国航空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从事人因系统研究。 
     李黎教授的研究方向包括人类视觉感知及运动控制、视动控制、手眼协调及虚拟现实，

研究成果被《Journal of Neuroscience》、《Psychological Science》、《Journal of 
Vision》、IEEE 期刊等所收录。李黎教授是 SCI刊物《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影响因子>10）的副主编，SCI刊物《Perception》和国际神经科学学会线上特

刊《eNeuro》的执行编委和 EI刊物《Displays》的编委，同时还是 24 家业内国际权威杂

志的审稿人。 
 

 

陈航晖教授 

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终身制路线）、博导 

华东师范大学兼职副教授、博导 

Email: hanghui.chen@nyu.edu 

网站: https://research.shanghai.nyu.edu/centers-and-institutes/physics/people/hanghui-chen 

招生院系&专业代码： 

(129)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080901) 物理电子学 

        陈航晖教授现任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纽约大学全球特聘助理教授。之前他于北京
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于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
作。陈航晖博士一直致力于过渡族氧化物及其界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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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研究的成果收录于《物理评论通讯》，《纳米快报》，《自然通讯》等重要期
刊。 

Jungseog Kang教授 

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终身制路线）、博导 

华东师范大学兼职副教授、硕导 

Email: jsk16@nyu.edu 

网站: https://shanghai.nyu.edu/academics/faculty/directory/jungseog-kang 

招生院系&专业代码： 

(130)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100706) 药理学

Jungseog Kang 是上海纽约大学生物学助理教授、纽约大学全球特聘助理教授。Kang
教授拥有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博士学位，曾在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担任 research 
scientist。     

        Jungseog Kang 教授致力于研究染色体分离、有丝分裂和抗有丝分裂癌症药物的筛
查，试图建立有丝分裂过程的定量模型，以探测癌症的治疗干预。他的相关研究成果收录
于各重要学术期刊，如《Journal of Cell Biology》,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 PNAS》, 《Molecular Cell》等。 

Tim Byrnes教授 

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终身制路线）、博导 

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导 

Email: tim.byrnes@nyu.edu 

网站: https://research.shanghai.nyu.edu/centers-and-institutes/physics/people/tim-byrnes 

招生院系&专业代码： 

(145) 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070207) 光学

      Tim Byrnes 是上海纽约大学物理学助理教授，纽约大学全球特聘助理教授。他拥有新
南威尔士大学的博士学位，主攻凝聚态物理和高能物理。 

        Byrnes 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涵盖量子信息技术，凝聚态物理和 AMO（原子，分子，
光学）物理。他对于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对量子信息的各种应用，有深入的研究。同
时，他还对物理学、生物学交互有强烈的兴趣。Byrnes 教授的研究成果收录于各重要研
究期刊，如《Physical Review Journals》,《Nature Physics》, 《Physics Review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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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翔教授 

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终身制路线）、博导 

华东师范大学兼职副教授、硕导 

Email: xs13@nyu.edu 

网站: https://research.shanghai.nyu.edu/centers-and-institutes/chemistry/people/xiang-sun 

招生院系&专业代码： 

(145) 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070207) 光学

孙翔教授是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纽约大学全球特聘助理教授。孙教授的主要研究
领域是发展凝聚态中的化学动力学理论方法和超快非线性光谱计算方法，其研究组致力于
研究溶液中和界面中的有机光伏分子和发光分子等的光诱导电荷和能量转移动力学和结构
动力学过程，旨在理解诸如溶液或界面的二维红外，二维拉曼，二维拉曼-太赫兹，合频
光谱以及二维电子光谱等超快二维光谱中的分子信息。 

        孙教授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专业，并于美国布朗大学获得理论化学
博士学位。在加入上海纽约大学之前，他曾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Pilkyung Moon教授 

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终身制路线）、博导 

华东师范大学兼职副教授、硕导 

Email: pilkyung.moon@nyu.edu 

网站: https://research.shanghai.nyu.edu/centers-and-institutes/physics/people/pilkyung-moon 

招生院系&专业代码： 

(145) 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070207) 光学

Pilkyung Moon 教授是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纽约大学全球特聘助理教授。在加入
上海纽约大学之前，Moon 教授曾担任 Kore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计算科学研究
员，日本 Tohoku University 物理系副教授，Japan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材料科学系博士后研究员。Pilkyung Moon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凝聚态理论，
原子薄层和半导体纳米结构的电子结构和光学性质，量子霍尔效应，准晶体，其研究成果
被各重要学术期刊收录，如《Nature》、《Science》、《Physical Review》等。 

        Moon 教授拥有首尔大学的博士学位。他是美国物理学会、韩国物理学会成员，他与
合作者的各项发明在日、美、韩等国拥有专利。 

mailto:xs13@nyu.edu
https://research.shanghai.nyu.edu/centers-and-institutes/chemistry/people/xiang-sun
https://research.shanghai.nyu.edu/centers-and-institutes/chemistry/people/xiang-sun
mailto:pilkyung.moon@nyu.edu
https://research.shanghai.nyu.edu/centers-and-institutes/physics/people/pilkyung-moon
https://research.shanghai.nyu.edu/centers-and-institutes/physics/people/pilkyung-moon


Bruno Abrahao教授 

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终身制路线）、博导 

华东师范大学兼职副教授、硕导 

Email：bd58@nyu.edu 

网站：https://shanghai.nyu.edu/academics/faculty/directory/bruno-abrahao 

招生院系&专业代码： 

(160) 软件工程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Bruno Abrahao 教授是上海纽约大学信息系统和商业分析助理教授、纽约大学全球特
聘助理教授。Abrahao 教授拥有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并在斯坦福大学担任博
士后研究员。 

        Abrahao 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网络科学、计算社会科学，等
等。他运用数据科学和机器学习的理论研究社会行为，分析技术和人工智能在社会系统中
的作用。他的研究方法包括分析复杂的大数据，如网络和高维结构，算法分析，以及在线
随机实验的设计和分析。 

郭斯瑶教授 

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终身制路线）、博导 

华东师范大学兼职副教授、硕导 

Email：sg191@nyu.edu 

网站：https://shanghai.nyu.edu/academics/faculty/directory/siyao-guo 

招生院系&专业代码： 

(160) 软件工程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郭斯瑶教授是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纽约大学全球特聘助理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
量子技术实验室访问教授。她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博士学位，在加入上
海纽约大学之前，她曾在美国东北大学网络安全与隐私研究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Simons 计算理论研究所和美国纽约大学 Courant 数学研究所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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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教授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密码学以及计算复杂性理论。2019 年她担任了美国密码学会
议（Crypto），欧洲密码学会议（Eurocrypt），以及密码学理论会议（TCC）程序委员会
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