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大学2022级录取研究生新生档案接收负责教师信息统计表

学院（部）
硕士生 博士生

邮寄地址
（写详细，加邮编）

收件人姓名 办公电话
邮寄地址

（写详细，加邮编）
收件人姓名 办公电话

机械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37号楼315室，

300350
赵欣 022-27406782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37号楼314室，

300350
张建鹏 022-85356612

精仪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17号楼311室，

300072
梁童心 022-27407841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17号楼311室，

300072
梁童心 022-27407841

建工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43号楼
C515室，300350

李云彩 022-85356146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43号楼
C514室，300350

汪祥胜 022-27401051

建筑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建筑学院21号楼203室，

300072
赵亚男 022-27406961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建筑学院21号楼203室，

300072
田晓媛 022-27406961

化工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50号楼
A103室，300350

潘学锦 022-85356606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50号楼
A103室，300350

王伟 022-85356606

材料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31号楼306室，

300350
车兴宇 022-85356676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31号楼306室，

300350
王明阳 022-85356675

管理与经济学部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25教学楼，300072
宗超 022-27406154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25教学楼,300072

李艺 022-27406154

理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32号楼
B217室，300350

吴頔 022-27403637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32号楼
B217室，300350

吴頔 022-27403637

外国语言与文学
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33号楼289室，

300350
高羚 022-27403124

教育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33号楼130室，

300350
刘梦茹 022-27890353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33号楼130室，

300350
刘梦茹 022-27890353



药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24号楼
A210室，300072

徐泰民 022-27892025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24号楼
A210室，300072

王海英 022-27892025

环境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43号楼
B507室，300350

朱纪约 022-27403724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43号楼
B507室，300350

王青 022-27403724

智算学部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55号楼110室，

300350
李鸣瀚 022-27406129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55号楼110室，

300350
赵义 022-27406129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33号楼马克思

主义学院308室，300350
刘楠 022-27401069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33号楼马克思

主义学院308室，300350
刘楠 022-27401069

生命科学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15号楼116室，

300072
刘慧明 022-87371260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15号楼116室，

300072
刘慧明 022-87371260

海洋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8号楼313室，

300072
汪露 022-27409515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8号楼313室，

300072
汪露 022-27409515

法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7号楼139室，

300072
付常辉 022-87371686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7号楼139室，

300072
付常辉 022-87371686

地科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16号楼212室，

300072
李灵枝 022-27405053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16号楼212室，

300072
李灵枝 022-27405053

国际工程师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20号楼东配楼

205室，300072
陈维 022-87370871

微电子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20号楼216室，

300072
王玥 022-27401328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20号楼216室，

300072
王玥 022-27401328

数学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32号楼
B343室，300350

唐婧亚 022-85356169
天津市津南区雅观路135号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32号楼
B343室，300350

唐婧亚 022-85356169



自动化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26号楼D区215

室，300072
胡铁成 022-27405126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26号楼E区227

室，300072
崔红 022-27404101

医学部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医学部教学楼

203室，300072
陈铭煊 022-83612122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医学部教学楼

203室，300072
陈铭煊 022-83612122

分子+研究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11号楼206室，

300072
张琪

022-
87371990/8737

1889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11号楼206室，

300072
张琪

022-
87371990/8737

1889

分子聚集态科学
研究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11号楼南侧副

楼S301室，300072
岳彤联 022-27893726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11号楼南侧副

楼S301室，300072
岳彤联 022-27893726

新媒体与传播学
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18号楼114室，

300072
刘彧 022-27405272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18号楼114室，

300072
刘彧 022-27405272

国际教育学院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国际教育学院

401室，300072
张炜 022-87401889

天津大学佐治亚
理工深圳学院

广东省深圳市
打石一路国际创新谷
6栋B幢6层，518055

王天琦
0755-3688-
1006转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