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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合作导师 在研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1 文学院 朱万曙 《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2 文学院 王贵元
1.日本藏汉文古字书集成与整理研究；

2.汉字发展史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字学

3 文学院 梁坤 俄罗斯生态思想与生态文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中国语言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

文学

4 文学院 陈奇佳
1.当代艺术体制中的戈达尔问题；

2.新时期欧美戏剧理论译介与影响研究（1980-
2019）

1.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中国人民大学重大项目

中国语言文学 文艺学

5 文学院 杨联芬

1.中国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译介整理与研究
（1917-1949）；

2.中国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思潮与文献整理研究
（1900-1949）

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
2.教育部人文社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6 历史学院 黄兴涛 清末民国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史 中国近现代史

7 历史学院 曹刚华 中国佛教方志研究与数据库建设（多卷本）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史 历史文献学

8 历史学院 李梅田 隋唐五代壁画墓与中古文化变迁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考古学 秦汉至明清考古

9 历史学院 华林甫 流散欧洲舆图与晚清史事研究 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史 历史地理学

10 历史学院 夏明方 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史 中国近现代史

11 历史学院 孟宪实 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

12 哲学院 曹峰 黄老道家思想史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哲学 中国哲学

13 哲学院 李秋零 《康德往来书信全集》译注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哲学 宗教学

14 哲学院 聂敏里 陈康著作的整理、翻译与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哲学 外国哲学

15 哲学院 杨武金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悖论思想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哲学 逻辑学

16 哲学院 温海明 实用主义与儒家哲学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哲学
实用主义与儒家

哲学

17 国学院
乌云毕力

格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项目 省部级项目 历史学 专门史

18 国学院 杨庆中 中国经学史（中国仁学发展史）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哲学 中国哲学

19 经济学院 陈彦斌 国内经济政策环境与金融风险防范 国家自科基金应急管理项目 理论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20 经济学院 李勇
宏观金融研究中的潜在变量模型的统计推断方

法及其应用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理论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21 经济学院 刘元春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研究
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理论经济学 世界经济

22 应用经济学院 孙久文
中国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与政策耦

合研究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应用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23 应用经济学院 黄隽 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 应用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

24 应用经济学院 潘伟

1.基于网络数据的不同情景中石油供应中断突
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

2.大数据背景下基于机场视角的民航事故风险
预警机制研究；

3.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港澳）资助机制优
化研究

1.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2.国家自科基金民航联合项目；

3.国家自科基金专项项目
应用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

25 应用经济学院 郑新业 中国家庭能源消费研究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应用经济学 能源经济学

26 财政金融学院 汪昌云 信念、投资者卖出行为与处置效应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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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财政金融学院 吕冰洋 现代治理框架中的中国财税体制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应用经济学 财政学

28 财政金融学院 张顺明 相关系数暧昧环境下有限参与与不对称信息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29 统计学院 王晓军
健康中国2030背景下的健康老龄化体系优化研

究
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统计学 风险管理与精算

30 统计学院 赵彦云

1.互联网统计学研究；
2.大数据时空微结构统计方法及经济运行与社

会活动风险精确监测研究；
3.OECD科技创新数字化测度问题研究

1.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
2.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
3.科技部战略规划司项目

统计学 经济统计学

31
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
唐忠 农业面源水污染防控的经济政策集成与创新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农林经济管理 农业经济管理

32
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
仇焕广 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 国家自科重点国际合作项目 农林经济管理 农业经济管理

33
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
马九杰

1.数字金融发展在农村金融空间配给缓解和实
体经济金融普惠中的作用研究；

2.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发展的理论、实践
与政策研究

1.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发展

34
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
朱信凯

保护性耕作中的食物-能源-水耦合关系研究：
基于作物与经济模型的综合评估

国家自科中美国际合作重点项目 农林经济管理 农业经济管理

35
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
汪三贵 脱贫地区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及政策研究 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发展

36 法学院 黄文艺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法学 法学理论

37 法学院 王利明 人格权保护立法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法学 民商法学

38 法学院 王轶 构建科学化现代化的中国法学知识体系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重大专项 法学 民商法学

39 法学院 高圣平 《民法典》担保制度体系研究 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法学 民商法学

40 法学院 姚辉 案件繁简智能分流技术研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法学 民商法学

41 法学院 时延安 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刑事法治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法学 刑法学

42 法学院 杨东 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法律问题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法学 经济法学

43
马克思主义学

院
汪亭友 世界社会主义现状、主要问题与发展趋势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 国外马克思主义

44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吴付来 “文化强国”研究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特别委托项目

马克思主义理
论

思想政治教育

45
社会与人口学

院
冯仕政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研究

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专项；
2.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社会学 社会学

46 新闻学院 邓绍根
1.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1949-2019；

2.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及其实践研究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新闻传播学 新闻学

47 新闻学院 胡百精
1.中国传播思想史与古典文献研究；

2.新媒体时代公共舆论中的表达理性研究
1.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

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新闻传播学 传播学

48 新闻学院 匡文波
1.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
2.两微舆情生成、传播和治理机制

1.中国科协委托项目；
2.企业委托

新闻传播学 传播学

49 新闻学院 林升栋
1.新闻传播学专硕教学案例库；
2.中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项目

1.省级一般课题；
2.省基地研究课题

新闻传播学 传播学

50 新闻学院 刘海龙 新媒体技术与网络民族主义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新闻传播学 传播学

51 新闻学院 王润泽 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 新闻传播学 新闻学

52 新闻学院 殷  强
1.新技术影像与社会再生产研究；

2.北京冬奥会的国际传播研究
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2.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新闻传播学 传播学

53 新闻学院 钟  新
共情传播视野下节日文化传播与国际中文教育

融合策略研究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重点项目 新闻传播学

广播电视、国际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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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新闻学院 周蔚华
1.新中国70年来我国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演进

研究；
2.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

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新闻传播学 传媒经济学

55 外国语学院 陈世丹 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总论 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 外国语言文学 英语语言文学

56 外国语学院 杨敏 法律话语中的身份构建 中国人民大学重大项目 外国语言文学 英语语言文学

57 环境学院 常化振
环境污染治理措施成本效益分析、大气污染控

制
国家级人才项目

环境科学与工
程

环境工程

58 信息学院 程絮森

1.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中韩公众风险感知
、应对行为及情绪演变的交互影响机理研究；
2.分享经济背景下互联网约租车参与主体间双

向信任研究

1.国家自科基金中韩国际合作重点项目；
2.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管理科学与工
程

管理科学与工程

59 物理学系 卢仲毅
免除负符号问题的DFT+DMFT电子结构计算方法

和相应计算软件包的开发及应用
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 物理学 凝聚态物理

60 物理学系 张威 离子阱量子计算技术与算法的研究 北京市重点研究专题 物理学 原子分子物理

61 物理学系 季威
磁性二维材料层间非共价相互作用下的磁耦合

机制及磁性调控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物理学 凝聚态物理

62 物理学系 于伟强 铁基超导材料的离子液体氢化研究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物理学 凝聚态物理

63 物理学系 刘凯
镧系大磁阻材料在压力下的电子结构演化和超

导电性的理论研究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物理学 凝聚态物理

64 心理学系 胡平 文化比较视域下中西思维差异性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

65 商学院 戴德明
面向国际趋同的国家统一会计制度优化路径研

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工商管理 会计学

66 商学院 张敏
创始团队稳定性对家族企业传承的影响研究：

经济后果与影响机理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工商管理 会计学

67 商学院 叶康涛 企业财务报告舞弊的劳动力市场后果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工商管理 会计学

68 商学院 袁蓉丽
企业战略选择对创新模式的影响机理及其经济

后果研究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工商管理 会计学

69 商学院 张然 基本面量化投资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工商管理 会计学

70 商学院 姜付秀 企业的融资约束与融资策略研究 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 工商管理 财务学

71 商学院 王化成
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会计宏观价值指数编

制与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工商管理 财务学

72 商学院 朱万山 提前经济指标的服务备件需求预测与库存管理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工商管理 技术经济及管理

73 商学院 易靖韬
基于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研究中国多产品企业的

国际化行为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应用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74 公共管理学院 王俊

1.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研究；
2.组织变革与创新下的公立医院制度融合；

3.公共卫生体系与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的
融合协同机制研究

1.国家文化名家“四个一批”人才支持重点研
究项目；

2.国家自科基金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3.国家自科基金专项项目

公共管理
社会医学与卫生

事业管理

75 公共管理学院 丰雷
城乡区域平衡发展理念下的土地制度综合改革

研究——基于多元协同治理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重大项目 应用经济学

房地产经济与管
理

76 劳动人事学院 杨伟国 “一带一路”国家劳动与雇佣管制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应用经济学 劳动关系

77 劳动人事学院 杨立雄
中国残疾人家庭与社会支持机制建构及案例库

建设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

78 劳动人事学院 孙健敏
中国企业外派管理人员领导力测评与开发技术

研究
国际合作项目 工商管理 企业管理

79
信息资源管理

学院
安小米 我国政府数据治理与利用能力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图书情报档案 信息资源管理

80
高瓴人工智能

学院
文继荣 跨模态大数据实时交互式分析 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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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高瓴人工智能

学院
徐君 基于强化学习的信息检索排序模型研究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人工智能

82
高瓴人工智能

学院
魏哲巍 大图节点相似度计算及其应用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人工智能

应用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

应用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社会学 老年学

法学 经济法学

理论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人工智能

新闻传播学 新媒体传播

公共管理 可持续发展管理

理论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

新闻学院
新闻学院
导师组

当前对美经贸舆论斗争的策略研究

健全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

90
-
91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新环保法配套办法实施五年的跨学科评估

汾渭平原咸阳市大气污染防治综合解决方案研究

92
-
93

环境学院
环境学院
导师组

83
-
89

国家发展与战
略研究院

国发院导
师组

国际贸易相关课题

住房制度研究相关课题

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相关课题

宜宾市产融结合相关课题

养老服务体系、养老产业、健康老龄化相关课题

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法律问题研究相关课题

能源消费相关课题


	Shee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