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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938 王雪莲 学术学位 基础医学院 071005 微生物学 病原生物学教研室 宫颈癌的免疫致病机制及生物治疗研究 0

201601648 吕捷 学术学位 基础医学院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人体解剖学教研室 唐氏综合征大脑皮层发育的表观遗传研究 1

201801886 刘学政 学术学位 基础医学院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人体解剖学教研室 老年病与慢性病的发病机制与临床治疗 0

201100606 翟效月 学术学位 基础医学院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组织胚胎学教研室 肾脏发生发育生理及病理 1

201401310 韩芳 学术学位 基础医学院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组织胚胎学教研室 不区分研究方向 1

201100020 曹雅明 学术学位 基础医学院 100102 免疫学 免疫学教研室 抗感染免疫 1

201401356 孙逊 学术学位 基础医学院 100102 免疫学 免疫学教研室 黏膜免疫、肿瘤免疫 0

201100262 刘北星 学术学位 基础医学院 100103 病原生物学 病原生物学教研室 固有淋巴细胞在支气管哮喘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0

201100938 王雪莲 学术学位 基础医学院 100103 病原生物学 病原生物学教研室 宫颈癌的免疫致病机制及生物治疗研究 1

201100799 赵成海 学术学位 基础医学院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肿瘤分子生物学机制及治疗 1

201101103 曹流 学术学位 基础医学院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细胞及微环境稳态与肿瘤发生发展 0

201201122 徐小燕 学术学位 基础医学院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肿瘤表观遗传学与分子生物学 0

201501439 吴力钊 学术学位 基础医学院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肿瘤发生、发展、转移及耐药性的分子机制 0

201100221 李庆昌 学术学位 基础医学院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病理学教研室 肺癌侵袭转移及耐药 1

201301224 赵月 学术学位 基础医学院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病理学教研室 肿瘤发生发展的信号传导机制 1

说明：本计划为2021年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统考拟招生计划，根据2020年实际招生规模测算，最终2021年的统考招生计划以国家下达计划后发布为准。

中国医科大学2021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及统考拟招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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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943 聂宏光 学术学位 基础医学院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室 肺损伤与干细胞治疗 1

201100846 秦岭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3 生理学 生理学教研室 脑神经生理 1

202002072 刘慧鑫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3 生理学 生理学教研室 肠肝轴与代谢性疾病 0

201100557 薛一雪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6 神经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教研室
选择性开放血脑屏障的分子调控机制与中枢神

经系统疾病的治疗
1

201101058 尚超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6 神经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教研室 脑胶质瘤的病因学及治疗 0

201100089 富伟能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7 遗传学 遗传学教研室 肿瘤细胞分子遗传学 1

201100407 孙秀菊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7 遗传学 遗传学教研室 肿瘤细胞分子遗传学 0

201100560 闫威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7 遗传学 遗传学教研室 配子发生中的基因调控与表观遗传调控机制 0

201100042 陈誉华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9 细胞生物学 发育细胞生物学教研室 神经血管生物学与神经退行性疾病 0

201100673 赵伟东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9 细胞生物学 发育细胞生物学教研室
神经囊泡释放/回收调控机制与中枢神经系统疾

病
0

201100735 李波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9 细胞生物学 发育细胞生物学教研室
肿瘤转移前微环境建立与肺癌转移发生、发展

的关系
0

201100760 尚德淑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9 细胞生物学 发育细胞生物学教研室 老年痴呆的神经免疫机制及神经再生 0

201100076 方瑾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9 细胞生物学 分子细胞生物学教研室 肿瘤标志物的筛选鉴定及功能研究 0

201100200 李丰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9 细胞生物学 分子细胞生物学教研室 PAK信号通路与肿瘤微环境/小分子抑制剂筛选 0

201100438 王桂玲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9 细胞生物学 分子细胞生物学教研室 细胞代谢异常与肿瘤发生发展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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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902 赵越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9 细胞生物学 分子细胞生物学教研室
性激素受体介导基因转录调控的表观遗传学机

制及其功能解析
0

201100319 罗阳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9 细胞生物学 医学基因组学教研室 疾病基因组学与细胞周期调控 1

201100652 张学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09 细胞生物学 医学基因组学教研室 孟德尔病的分子基础 0

201100443 王华芹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

研室
肿瘤微环境与肿瘤发生进展

201401354 宿文辉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

研室
哺乳动物血睾屏障细胞连接的动态变化及精子

发生的分子机制

201501396 赵国杰 学术学位 生命科学学院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

研室
核酸检测与基因分析

201100723 黄德生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流行病学教研室 流行病学方法学及应用

201401333 尹智华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流行病学教研室 肿瘤流行病学

201101062 刘红波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卫生统计学教研室
职业流行病学；诊断评价；临床资料的多元分

析

201701734 潘国伟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卫生统计学教研室
环境危害暴露及其健康效应研究；肿瘤规范化

诊治；疾病综合防管理

201100526 席淑华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环境卫生学教研室 砷、氟中毒机制，环境污染对健康影响研究

201301234 徐斌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环境卫生学教研室 环境污染物的神经毒理学

201301236 邓宇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环境卫生学教研室 环境生殖毒理学，环境神经毒理学

201601639 朱京海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环境卫生学教研室 环境规划与环境卫生

1

1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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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031 陈杰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劳动卫生学教研室 矽肺纤维化免疫机制，尘肺流行病，神经毒理

201100180 金亚平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劳动卫生学教研室 职业中毒防治研究

201100734 李冰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劳动卫生学教研室
地方病学、环境水污染与慢性病、氧化应激与

疾病、环境毒理学和免疫毒理学

201100818 李昕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劳动卫生学教研室 环境与职业毒理学、砷的生物学作用及其评价

201100949 王毅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劳动卫生学教研室 神经内分泌毒理学、神经干细胞毒理学

201201124 陈莹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劳动卫生学教研室 尘肺与自身免疫性疾病

201100004 安丽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 营养与慢性病、食品安全

201100945 刘莉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 肥胖与骨关节疾病；营养与慢性病

201100159 贾丽红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4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教

研室
发育早期不良环境暴露对儿童健康的影响 1

201100166 姜泓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5 卫生毒理学 卫生毒理学教研室 神经毒理学

201100309 逯晓波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5 卫生毒理学 卫生毒理学教研室 遗传毒理学与毒理基因组学

201100817 靳翠红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5 卫生毒理学 卫生毒理学教研室 神经毒理学

201401243 皮静波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5 卫生毒理学 卫生毒理学教研室 氧化应激的健康效应及机制研究

201401348 徐苑苑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5 卫生毒理学 卫生毒理学教研室 重金属致癌机制

201501440 郑玉新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5 卫生毒理学 卫生毒理学教研室 毒理学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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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460 王平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Z1 卫生事业管理 社会医学教研室 医院诊疗服务流程规范化管理 1

201100510 吴华章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Z1 卫生事业管理 社会医学教研室 卫生管理 1

201100595 于晓松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Z1 卫生事业管理 社会医学教研室 医院管理与健康管理 1

201100948 吴辉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Z1 卫生事业管理 社会医学教研室 社会因素与健康、职业紧张与职业健康心理 0

201100952 王昕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Z1 卫生事业管理 社会医学教研室
卫生经济与政策：疾病经济负担，卫生费用，

医疗保险
1

201100954 曲波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Z1 卫生事业管理 社会医学教研室 艾滋病流行病学 0

201401241 唐国华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Z1 卫生事业管理 社会医学教研室 教育发展战略、教育管理 0

201401323 季惠斌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Z1 卫生事业管理 社会医学教研室 医学教育与卫生事业管理 0

201801800 徐平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Z1 卫生事业管理 社会医学教研室  公共卫生管理 1

202002397 宫福清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Z1 卫生事业管理 社会医学教研室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1

201100049 崔雷 学术学位 公共卫生学院 1004Z1 卫生事业管理 情报学教研室 健康信息管理 1

201100106 官大威 学术学位 法医学院 100105 法医学 法医病理学教研室 器官组织损伤愈合机制及损伤时间推断

201100518 吴旭 学术学位 法医学院 100105 法医学 法医病理学教研室
毒麻药品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与阿尔兹海默病、

抑郁症关系

201100614 张国华 学术学位 法医学院 100105 法医学 法医病理学教研室 药物滥用和药物不良反应的法医学研究

201301188 赵锐 学术学位 法医学院 100105 法医学 法医病理学教研室 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愈合机制及损伤时间推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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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129 李褒曼 学术学位 法医学院 100105 法医学 实验教学中心 毒物分析，毒理学 0

201100334 孟繁浩 学术学位 药学院 100701 药物化学 药物化学教研室 创新药物的发现、设计与研究 0

201100336 孟胜男 学术学位 药学院 100702 药剂学 药剂学教研室
药物与新制剂药动学特征性评价及预测、药物

递药系统和新技术的研究
1

201901989 李振华 学术学位 药学院 100702 药剂学 药理学教研室
新型释药系统研究和体内外评价、肿瘤免疫治

疗
1

201100942 房月 学术学位 药学院 100705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教研室 分子药理学及药物基因组学 0

201401330 王韵 学术学位 药学院 100706 药理学 临床药理学教研室 心脑肺血管药理学 1

201100500 魏敏杰 学术学位 药学院 100706 药理学 药理学教研室 分子肿瘤药理学、神经药理学、药代动力学 2

201201128 赵琳 学术学位 药学院 100706 药理学 药理学教研室 分子肿瘤药理学 1

201301222 何苗 学术学位 药学院 100706 药理学 药理学教研室 肿瘤药理学 1

201701651 陆世龙 学术学位 药学院 100706 药理学 药理学教研室 信号传导和头颈癌 0

201100128 郝丽英 学术学位 药学院 100706 药理学 药物毒理学教研室 心脑血管神经药理学 离子通道药理学 1

201201130 郭凤 学术学位 药学院 100706 药理学 药物毒理学教研室 神经疾病机制及相关离子通道药理学 0

201301200 沙磊 学术学位 药学院 100706 药理学 神经内分泌药理研究室 胰腺与糖尿病，胃肠疾病与药物机制 0

201401335 肖庆桓 学术学位 药学院 100706 药理学 离子通道药理研究室 离子通道在心血管及肿瘤的作用机制 0

201100229 李小寒 学术学位 护理学院 101100 护理学 校部护理学院 护理教育；健康教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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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428 王爱平 学术学位 护理学院 101100 护理学 附属一院护理部 护理教育;社区慢病管理;安宁疗护 2

201100073 范玲 学术学位 护理学院 101100 护理学 附属盛京医院护理部 护理管理 儿科护理 2

201601584 王小红 学术学位 公共基础学院 1001Z1 组织工程学 组织工程学教研室 生物3D打印与组织工程 3

201101103 曹流 学术学位 转化医学研究院 071009 细胞生物学 转化医学研究院 细胞稳态维系机制与衰老性疾病 0

201701650 罗光佐 学术学位 转化医学研究院 100102 免疫学 转化医学研究院 细胞内膜转运与疾病的研究；基因治疗 1

201100502 闻德亮 学术学位 国际医学教育研究院 1001Z2 医学教育学 医学教育教研室 医师职业精神的评价与培养研究 0

201100954 曲波 学术学位 国际医学教育研究院 1001Z2 医学教育学 医学教育教研室 教育测量与评价 1

201701797 李家驿 学术学位 健康科学研究院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健康科学研究院
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病机理及早期干预；干细胞

生物学及其应用
2

201901892 李雯 学术学位 健康科学研究院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健康科学研究院
帕金森病和相关突触核蛋白病的机制与防治研

究
2

201100492 王占友 学术学位 健康科学研究院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健康科学研究院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病机理与防治策略 1

201100492 王占友 学术学位 健康科学研究院 071003 生理学 健康科学研究院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病机理与防治策略 0

201100502 闻德亮 学术学位 健康科学研究院 100404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健康科学研究院 以儿童超重肥胖为主线的慢性病防控研究 0

201100172 姜拥军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0710J1 医学实验学（理学门类） 检验科 临床感染免疫学研究

201100183 康辉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0710J1 医学实验学（理学门类） 检验科 肝纤维化机制研究

201100369 尚红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0710J1 医学实验学（理学门类） 检验科 疾病转归的生物学标志物研究

201100797 张子宁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0710J1 医学实验学（理学门类） 检验科 免疫相关疾病标志物及致病机制研究

201100834 韩晓旭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0710J1 医学实验学（理学门类） 检验科 分子诊断

201901990 梁国新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0710J1 医学实验学（理学门类） 检验科 艾滋病储存库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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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599 袁媛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0710J4 实验肿瘤学（理学门类）
肿瘤研究所三室（肿瘤病

因与筛查研究室）
胃肠道肿瘤的病因,早期诊断及综合防治 0

201101084 宫月华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0710J4 实验肿瘤学（理学门类）
肿瘤研究所三室（肿瘤病

因与筛查研究室）
胃肠道肿瘤的病因,早期诊断及综合防治 0

201100172 姜拥军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1J1 医学实验学（医学门类） 检验科 临床感染免疫学研究 0

201100183 康辉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1J1 医学实验学（医学门类） 检验科 肝纤维化机制研究 0

201100369 尚红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1J1 医学实验学（医学门类） 检验科 疾病转归的生物学标志物研究 0

201100797 张子宁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1J1 医学实验学（医学门类） 检验科 免疫相关疾病标志物及致病机制研究 0

201100834 韩晓旭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1J1 医学实验学（医学门类） 检验科 分子诊断 0

201901990 梁国新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1J1 医学实验学（医学门类） 检验科 艾滋病储存库研究 0

201100599 袁媛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1J4 实验肿瘤学（医学门类）
肿瘤研究所三室（肿瘤病

因与筛查研究室）
胃肠道肿瘤的病因,早期诊断及综合防治 0

201101084 宫月华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1J4 实验肿瘤学（医学门类）
肿瘤研究所三室（肿瘤病

因与筛查研究室）
胃肠道肿瘤的病因,早期诊断及综合防治 0

201100761 沈晖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风湿免疫科 类风湿关节炎发病机制

201100789 杨娉婷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风湿免疫科 狼疮脑病、皮肌炎的发病机制及治疗

201100184 康健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呼吸内科 慢性气道疾病、间质性肺疾病 0

201100462 王秋月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呼吸内科 慢性气道疾病 0

201100668 赵洪文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呼吸内科 肺部肿瘤、危重症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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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779 王玮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呼吸内科 睡眠呼吸障碍、慢阻肺、感染和呼吸介入 0

201100056 单忠艳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科 甲状腺疾病、代谢综合征 1

201100241 李玉姝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科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病发病机制，甲状腺与骨代

谢
0

201100419 滕卫平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科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碘与甲状腺病 1

201100463 王秋月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科 糖尿病肾病发病机制 0

201100683 赵玉岩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科 糖尿病、肥胖、胰岛素抵抗 0

201100738 李静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科 甲状腺与自身免疫病 0

201100969 史晓光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科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病分子机制研究、甲状腺癌

分子机制研究
0

201100975 滕晓春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科 甲状腺疾病，代谢综合征 0

201100074 范秋灵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肾脏内科 糖尿病肾病遗传学发病机制和诊治的研究

201100586 姚丽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肾脏内科 慢性肾脏病的防治 血液净化

201101092 孙立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肾脏内科
微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在肾脏疾病中的作

用，结核相关性肾损伤的研究

201501413 刘林林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肾脏内科 IgA肾病生物标记物的筛查及发病机制的研究

201100237 李异玲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消化内科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201100401 孙明军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消化内科 消化道早期癌的诊断与治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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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158 贾大林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及其相关影响因素 0

201100408 孙英贤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及基础研究 0

201100590 于波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电生理基础与临床 0

201601642 陈义汉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高血压相关研究及介入心脏病学 0

201701796 葛均波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201100633 张丽君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血液内科 恶性血液病融合基因及发病机制的研究

201101112 颜晓菁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血液内科 急性白血病发病及治疗的分子机制研究

201100165 姜红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2 儿科学 儿科 小儿肾脏及风湿免疫性疾病 0

201201135 姜红堃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2 儿科学 儿科 先天性心脏病的分子遗传学及小儿肾脏疾病 0

201100146 胡雪君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3 老年医学 老年病科 肺癌的信号转导机制与转化医学研究 1

201100967 张海燕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3 老年医学 老年病科 人类衰老的分子生物学机制的研究 0

201101080 田文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3 老年医学 老年病科 冠心病的基础研究 0

201100022 曹云鹏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老年性痴呆发生机制与治疗

201100139 何志义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脑血管病基因多态性的研究

201100368 商秀丽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神经系统变性病病因及治疗研究

201100418 滕伟禹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认知功能障碍等退行性疾病的机制研究

201100800 赵传胜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脑缺血及癫痫后内源性神经干细胞的调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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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698 朱刚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精神医学科 精神疾病的分子遗传学机制研究 0

201100771 汤艳清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精神医学科 精神疾病多模态脑影像学研究 0

201101091 王菲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精神医学科 精神疾病多模态脑影像学研究 1

201100030 陈洪铎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性病科 皮肤性病学

201100096 高兴华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性病科 皮肤病的分子免疫

201100098 耿龙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性病科 银屑病发病机制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

201100131 何春涤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性病科 免疫皮肤病学、皮肤肿瘤学及遗传性皮肤病学

201101094 吴严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性病科 光免疫及美容皮肤病学、皮肤循证医学

201301238 宋冰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性病科 干细胞组织工程，皮肤免疫

201101107 张震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超声科
低强度超声在脑恶性肿瘤和退行性疾病治疗中
的作用及机制研究；超声诊断；超声介入治疗

0

201100071 范国光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放射科 神经系统影像学新技术与功能影像

201101025 钟红珊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放射科 介入放射学

201301231 邵海波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放射科 肿瘤微创介入新技术的应用研究

201100234 李亚明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核医学科 分子影像诊断和核素靶向治疗 1

201100979 马春燕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心血管超声科 心血管超声诊断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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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172 姜拥军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检验科 临床免疫与HIV感染研究

201100183 康辉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检验科 肝纤维化机制研究

201100369 尚红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检验科 疾病转归的生物学标志物研究

201100797 张子宁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检验科 免疫相关疾病标志物及致病机制研究

201100834 韩晓旭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检验科 分子诊断

201901990 梁国新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检验科 艾滋病储存库研究

201301216 邢承忠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肛肠外科 胃肠恶性肿瘤的发病与治疗 0

201100110 郭磊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骨科 关节软骨及成骨细胞代谢机理 0

201100574 杨茂伟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骨科
骨质疏松的发病机制及临床研究，足踝疾病的

基础和临床研究
0

201100702 朱悦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骨科 骨代谢疾病发病机制及治疗 0

201100014 毕建斌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泌尿外科 泌尿系肿瘤侵袭转移机制的研究

201100185 孔垂泽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泌尿外科 泌尿系肿瘤

201101073 朱育焱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泌尿外科 依赖性受体促凋亡分子网络及机制

201100616 张浩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甲状腺外科 甲状腺疾病的诊治 1

201100204 李光宇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神经外科 胶质瘤综合治疗 0

5

1

第 12 页，共 39 页



导师编号
导师
姓名

学位类型 学院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科室名称 研究方向
统考拟招生

计划

说明：本计划为2021年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统考拟招生计划，根据2020年实际招生规模测算，最终2021年的统考招生计划以国家下达计划后发布为准。

中国医科大学2021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及统考拟招生计划

201100503 吴安华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神经外科 神经系统肿瘤的诊断与治疗 1

201101078 程鹏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神经外科 骨髓间充值干细胞在胶质瘤治疗中的应用 0

201101100 景治涛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神经外科 神经肿瘤的多模态精准治疗 0

201100812 周建平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胃肠外科、疝外科 结直肠癌基础研究 1

201100099 谷天祥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心脏外科 心脏大血管外科临床与相关基础研究

201100762 师恩祎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心脏外科 心脏大血管外科，脏器保护（心脏、脊髓）

201301212 许顺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胸外科 肺癌免疫的相关研究 0

201100538 辛世杰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血管外科、甲状腺外科 血管发育生物学：新生与再生、血管重塑机制

201100623 张健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血管外科、甲状腺外科 血管外科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201100555 许元鸿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胰胆外科 胰腺癌早期EMT相关分子机制的研究 0

201100113 郭澍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整形外科 脂肪干细胞相关组织工程研究 0

201100507 吴刚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肝胆外科 肝癌复发转移分子机制研究

201100622 张佳林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肝胆外科
肝胆恶性肿瘤分子生物学特怔，胰岛移植，移

植免疫

201100654 张颐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1 妇产科学 妇科 卵巢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1

201100337 孟涛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1 妇产科学 产科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病因学研究与产科危重症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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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341 宁宏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2 眼科学 眼科
葡萄膜病及眼免疫病、白内障及后发性白内障

、高血压相关眼病的病因学研究
0

201100561 阎艾慧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 耳鼻咽喉科 鼻内镜微创外科及鼻科肿瘤的基础研究 0

201100203 李光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放射治疗科 肿瘤放射敏感性的预测和调控

201601641 于金明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放射治疗科 肿瘤放射治疗

201100495 王振宁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肿瘤外科 胃肠癌基础临床研究 1

201201145 刘福囝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肿瘤外科 胃肠肿瘤侵袭转移的分子机制研究及靶向药物

201401300 李凯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肿瘤外科 胃癌腹膜亚临床转移机制

201601539 宋永喜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肿瘤外科 胃肠癌基础与临床研究

201100299 刘云鹏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肿瘤内科 肿瘤信号转导与分子靶向治疗 0

201100420 滕月娥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肿瘤内科 乳腺癌发病机制及分子靶向治疗 0

201100804 赵明芳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肿瘤内科 肺癌的诊治及转化研究 0

201100841 曲秀娟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肿瘤内科 恶性肿瘤的靶向和免疫治疗 0

201301233 徐玲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肿瘤内科 肿瘤微环境在恶性肿瘤治疗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0

201901990 梁国新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肿瘤研究所二室（生物治

疗研究室）
肿瘤免疫治疗 0

201100599 袁媛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肿瘤研究所三室（肿瘤病

因与筛查研究室）
胃肠道肿瘤的病因,早期诊断及综合防治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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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84 宫月华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肿瘤研究所三室（肿瘤病

因与筛查研究室）
胃肠道肿瘤的病因,早期诊断及综合防治 0

201100177 金锋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乳腺外科 乳腺癌的早期发现与综合治疗 0

201100687 郑新宇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乳腺外科 肿瘤分子诊断与治疗 0

201100705 陈波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乳腺外科 乳腺癌基础与临床 0

201201147 徐莹莹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乳腺外科 乳腺癌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0

201301184 张晔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肿瘤研究所一室（乳腺癌

研究室）
恶性肿瘤分子靶向治疗及耐药逆转研究 0

201100330 马跃文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康复医学科 神经康复、心肺康复及物理因子的应用 0

201100971 孙永新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康复医学科 骨质疏松症发病机制的研究及脊髓损伤的康复 0

201100833 李旭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6 运动医学 运动医学与关节外科
关节软骨再生与修复，骨关节炎及骨质疏松症

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0

201100321 马虹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7 麻醉学 麻醉科 脊髓缺血再灌注损伤

201100767 宋涛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7 麻醉学 麻醉科 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发病机制

201401326 方波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7 麻醉学 麻醉科 神经系统保护研究

201801880 安建雄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7 麻醉学 麻醉科
麻醉深度与认知功能 神经病理性疼痛机制 失眠

治疗
0

201100044 崇巍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8 急诊医学 急诊科 脓毒症与危重创伤复苏的基础与临床

201100302 刘志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8 急诊医学 急诊科 急危重症及急性中毒所致ALI的基础与临床

201401327 董雪松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18 急诊医学 急诊科 中毒的发病机理与临床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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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327 马晓春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Z2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科 脓毒症内皮损伤机制与微循环

201401298 李旭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Z2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科 脓毒症多器官功能障碍内皮细胞损伤

201100595 于晓松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2Z3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科 全科医学与健康管理 0

201101072 徐俊杰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检验科 艾滋病流行病学和防治策略研究 0

201100691 周宝森 学术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临床流行病与循证医学教

研室
肿瘤发生相关易感基因多态性与预后的关系 0

201100761 沈晖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风湿免疫科 类风湿关节炎发病机制 0

201100789 杨娉婷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风湿免疫科 狼疮脑病、皮肌炎的发病机制及治疗 0

201100184 康健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呼吸内科 慢性气道疾病、间质性肺疾病

201100462 王秋月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呼吸内科 慢性气道疾病

201100668 赵洪文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呼吸内科 肺部肿瘤、危重症

201100779 王玮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呼吸内科 睡眠呼吸障碍、慢阻肺、感染和呼吸介入

201100056 单忠艳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科 甲状腺疾病、代谢综合征

201100241 李玉姝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科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病发病机制，甲状腺与骨代

谢

201100419 滕卫平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科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碘与甲状腺病

201100463 王秋月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科 糖尿病肾病发病机制

201100683 赵玉岩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科 糖尿病、肥胖、胰岛素抵抗

201100738 李静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科 甲状腺与自身免疫病

201100969 史晓光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科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病分子机制研究、甲状腺癌

分子机制研究

201100975 滕晓春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科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临床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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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074 范秋灵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肾脏内科 糖尿病肾病遗传学发病机制和诊治的研究

201100586 姚丽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肾脏内科 慢性肾脏病的防治 血液净化

201101092 孙立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肾脏内科
微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在肾脏疾病中的作

用，结核相关性肾损伤的研究

201501413 刘林林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肾脏内科 IgA肾病生物标记物的筛查及发病机制的研究

201100237 李异玲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消化内科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201100401 孙明军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消化内科 消化道早期癌的诊断与治疗

201100158 贾大林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及其相关影响因素 0

201100408 孙英贤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及基础研究 0

201100590 于波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电生理基础与临床 0

201601642 陈义汉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高血压相关研究及介入心脏病学 0

201701796 葛均波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201100633 张丽君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血液内科 恶性血液病融合基因及发病机制的研究 0

201101112 颜晓菁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血液内科 急性白血病发病及治疗的分子机制研究 0

201100165 姜红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2 儿科学 儿科 小儿肾脏及风湿免疫性疾病

201201135 姜红堃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2 儿科学 儿科 先天性心脏病的分子遗传学及小儿肾脏疾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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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146 胡雪君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3 老年医学 老年病科 肺癌的信号转导机制与转化医学研究 0

201100967 张海燕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3 老年医学 老年病科 人类衰老的分子生物学机制的研究 0

201101080 田文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3 老年医学 老年病科 冠心病的临床诊疗 0

201100022 曹云鹏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老年性痴呆发生机制与治疗 0

201100139 何志义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脑血管病基因多态性的研究 0

201100368 商秀丽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神经系统变性病病因及治疗研究 0

201100418 滕伟禹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脑出血基础与临床研究 0

201100800 赵传胜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脑缺血及癫痫后内源性神经干细胞的调控 0

201100698 朱刚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精神医学科 精神疾病的分子遗传学机制研究

201100771 汤艳清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精神医学科 精神疾病多模态脑影像学研究

201101091 王菲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精神医学科 精神疾病多模态脑影像学研究

201100096 高兴华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性病科 皮肤病的分子免疫

201100098 耿龙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性病科 银屑病发病机制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

201100131 何春涤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性病科 免疫皮肤病学、皮肤肿瘤学及遗传性皮肤病学

201101094 吴严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性病科 光免疫及美容皮肤病学、皮肤循证医学

201301238 宋冰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性病科 干细胞组织工程、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修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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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880 安建雄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8 麻醉学 麻醉科
麻醉深度与认知功能 神经病理性疼痛机制 失眠

治疗
0

201100044 崇巍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7 急诊医学 急诊科 脓毒症与危重创伤复苏的基础与临床 1

201100302 刘志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7 急诊医学 急诊科 急危重症及急性中毒所致ALI的基础与临床 0

201401327 董雪松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7 急诊医学 急诊科 中毒的发病机理与临床救治 0

201100327 马晓春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8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科 脓毒症内皮损伤机制与微循环

201101085 栾正刚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8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科 脓毒症时内皮细胞损伤、微循环功能障碍

201401298 李旭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8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科 脓毒症多器官功能障碍内皮细胞损伤

201100595 于晓松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09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科 全科医学与健康管理 1

201100330 马跃文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0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康复医学科 神经康复、心肺康复及物理因子的应用 0

201100971 孙永新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0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康复医学科 骨质疏松症发病机制的研究及脊髓损伤的康复 0

201100014 毕建斌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泌尿外科 泌尿系肿瘤侵袭转移机制的研究

201100185 孔垂泽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泌尿外科 泌尿系肿瘤

201101073 朱育焱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泌尿外科 依赖性受体促凋亡分子网络及机制

201100616 张浩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甲状腺外科 甲状腺疾病的诊治 0

201100204 李光宇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神经外科 胶质瘤综合治疗

201100503 吴安华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神经外科 神经系统肿瘤的诊断与治疗

201101078 程鹏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神经外科 颅内肿瘤的综合治疗

201101100 景治涛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神经外科 神经肿瘤的多模态精准治疗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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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812 周建平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胃肠外科、疝外科 结直肠癌临床研究 0

201100099 谷天祥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心脏外科 心脏大血管外科临床与相关基础研究

201100762 师恩祎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心脏外科 心脏大血管外科，脏器保护（心脏、脊髓）

201301212 许顺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胸外科 肺癌免疫的相关研究 1

201100145 胡新华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血管外科、甲状腺外科 移植血管狭窄、闭塞机制及防治研究

201100538 辛世杰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血管外科、甲状腺外科 血管发育生物学：新生与再生、血管重塑机制

201100623 张健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血管外科、甲状腺外科 血管外科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201100555 许元鸿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胰胆外科 胰腺癌早期EMT相关分子机制的研究 1

201100113 郭澍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整形外科 脂肪干细胞相关组织工程研究 1

201100507 吴刚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肝胆外科 肝癌复发转移分子机制研究 0

201100622 张佳林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肝胆外科
胰岛移植/移植免疫耐受/肝癌生物学特征的分子

机制
0

201301216 邢承忠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肛肠外科 胃肠恶性肿瘤的发病与治疗 1

201100702 朱悦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3 骨科学 骨科 脊柱退变机制与临床

201100110 郭磊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3 骨科学 骨科 关节软骨及成骨细胞代谢机理

201100574 杨茂伟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3 骨科学 骨科
骨质疏松的发病机制及临床研究，足踝疾病的

基础和临床研究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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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833 李旭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4 运动医学 运动医学与关节外科
关节软骨再生与修复，骨关节炎及骨质疏松症

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1

201100654 张颐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5 妇产科学 妇科 卵巢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1

201100337 孟涛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5 妇产科学 产科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病因学研究与产科危重症 1

201100341 宁宏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6 眼科学 眼科
葡萄膜病及眼免疫病、白内障及后发性白内障

、高血压相关眼病的临床研究
1

201100561 阎艾慧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7 耳鼻咽喉科学 耳鼻咽喉科 鼻内镜微创外科及鼻科肿瘤的基础研究 1

201100321 马虹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8 麻醉学 麻醉科 脊髓缺血再灌注损伤

201100767 宋涛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8 麻醉学 麻醉科 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发病机制

201401326 方波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18 麻醉学 麻醉科 临床麻醉相关研究

201100172 姜拥军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0 临床检验诊断学 检验科 临床免疫与HIV感染研究

201100183 康辉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0 临床检验诊断学 检验科 肝纤维化机制研究

201100369 尚红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0 临床检验诊断学 检验科 疾病转归的生物学标志物研究

201100797 张子宁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0 临床检验诊断学 检验科 免疫相关疾病标志物及致病机制研究

201100834 韩晓旭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0 临床检验诊断学 检验科 分子诊断

201100495 王振宁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1 肿瘤学 肿瘤外科 胃肠癌基础临床研究

201100980 黄宝俊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1 肿瘤学 肿瘤外科 胃肠肿瘤基础与临床

201201145 刘福囝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1 肿瘤学 肿瘤外科 胃肠肿瘤侵袭转移的分子机制研究及靶向药物

201401300 李凯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1 肿瘤学 肿瘤外科 胃癌腹膜亚临床转移机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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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299 刘云鹏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1 肿瘤学 肿瘤内科 肿瘤信号转导与分子靶向治疗

201100420 滕月娥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1 肿瘤学 肿瘤内科 乳腺癌发病机制及分子靶向治疗

201100804 赵明芳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1 肿瘤学 肿瘤内科 肺癌的诊治及转化研究

201100841 曲秀娟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1 肿瘤学 肿瘤内科 恶性肿瘤的靶向和免疫治疗

201301233 徐玲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1 肿瘤学 肿瘤内科 肿瘤精准治疗及疗效和预后指标的筛选

201100177 金锋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1 肿瘤学 乳腺外科 乳腺癌的早期发现与综合治疗 0

201100687 郑新宇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1 肿瘤学 乳腺外科 肿瘤分子诊断与治疗 0

201100705 陈波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1 肿瘤学 乳腺外科 乳腺癌基础与临床 0

201201147 徐莹莹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1 肿瘤学 乳腺外科 乳腺癌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0

201100203 李光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2 放射肿瘤学 放射治疗科 肿瘤放射敏感性的预测和调控 0

201100071 范国光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放射科 神经系统影像学新技术与功能影像

201101025 钟红珊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放射科 介入放射学

201301231 邵海波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放射科 肿瘤微创介入新技术的应用研究

201101107 张震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4 超声医学 超声科
低强度超声在脑恶性肿瘤和退行性疾病治疗中
的作用及机制研究；超声诊断；超声介入治疗

0

201100979 马春燕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4 超声医学 心血管超声科 心血管超声诊断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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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234 李亚明 专业学位 第一临床学院 105125 核医学 核医学科 分子影像诊断和核素靶向治疗 0

201100678 赵彦艳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071007 遗传学 临床遗传科 心血管疾病和出生缺陷的分子遗传学 0

201101059 王莉莉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071007 遗传学 实验研究中心 胚胎发育与先天畸形发育遗传学 1

201100600 袁正伟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071007 遗传学 小儿先天畸形实验室 先天畸形胚胎发生机制、早期诊断与治疗 0

201100758 秦晓松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0710J1 医学实验学（理学门类） 检验科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诊断及抗感染免疫的研究 0

201100366 阮强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0710J3
妇产科学基础（理学门

类）
病毒研究室 人巨细胞病毒致病机理的分子基础研究 0

201301206 李志杰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0710J4 实验肿瘤学（理学门类） 实验研究中心 肿瘤的耐药机制和生物靶分子治疗 0

201100745 刘冬妍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102 免疫学 实验研究中心 黏膜免疫；感染免疫；肠道屏障 0

201100579 杨向红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病理科 肿瘤侵袭转移的分子机制 1

201100410 孙峥嵘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0710J3
妇产科学基础（理学门

类）
生物样本库 人巨细胞病毒及人乳头瘤病毒致病机制研究 0

201100758 秦晓松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1J1 医学实验学（医学门类） 检验科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诊断及抗感染免疫的研究 0

201100366 阮强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1J3
妇产科学基础（医学门

类）
病毒研究室 人巨细胞病毒致病机理的分子基础研究 0

201100410 孙峥嵘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1J3
妇产科学基础（医学门

类）
生物样本库 人巨细胞病毒及人乳头瘤病毒致病机制研究 0

201301206 李志杰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1J4 实验肿瘤学（医学门类） 实验研究中心 肿瘤的耐药机制和生物靶分子治疗 0

201100639 张宁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风湿免疫科 类风湿关节炎发病机制的研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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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066 窦晓光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感染病科 HBV肝纤维化及HCC发生机制 1

201100041 陈愉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呼吸内科 呼吸道细菌感染及耐药机制 0

201100175 焦光宇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呼吸内科 呼吸机相关膈肌损伤的基础与临床 0

201100670 赵立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呼吸内科 COPD与呼吸生理 0

201100217 李玲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内分泌科 胰岛素抵抗和2型糖尿病，妊娠内分泌疾病 0

201401279 周华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肾脏内科 狼疮肾炎与足细胞病发病机制研究 0

201100402 孙思予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消化内科 内镜超声微创诊治技术 2

201890004 刘扬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消化内科 肿瘤多组学研究 1

201100231 李晓东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胰岛素抵抗及2型糖尿病大鼠心房肌细胞动作电

位改变的离子流机制
0

201100411 孙志军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慢性心力衰竭治疗及机制研究、心律失常起搏 0

201101050 张大庆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0

201701789 韩雅玲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冠心病防治 0

201100578 杨威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血液内科 淋巴瘤，骨髓瘤的发病机制研究 0

201100088 富建华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2 儿科学 儿内科 早产儿肺损伤及脑损伤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201100265 刘春峰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2 儿科学 儿内科 小儿脓毒症及多脏器衰竭

201100371 尚云晓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2 儿科学 儿内科 儿童支气管哮喘的基础研究

201100442 王华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2 儿科学 儿内科 儿童癫痫发病机制研究

201301191 许巍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2 儿科学 儿内科 急慢性肺损伤发病机制及干预措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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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010 白玉作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2 儿科学 儿外科 消化道畸形

201100582 杨屹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2 儿科学 儿外科 先天肾积水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201100672 赵群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2 儿科学 儿外科 小儿肢体畸形

201101006 贾慧敏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2 儿科学 儿外科 先天性消化道畸形的基础研究

201101007 张树成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2 儿科学 儿外科 肠神经系统发育的调控机制

201101048 李连永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2 儿科学 儿外科 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基础研究

201100134 何平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3 老年医学 干诊科 老年病；肺部恶性肿瘤 0

201100434 王涤非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3 老年医学 干诊科
1、NUR77与糖脂代谢异常。2、老年胰岛素抵

抗基础研究。
0

201100881 王佳贺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3 老年医学 干诊科
中药及其有效成分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分子机

制研究
0

201100082 冯娟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神经免疫、脑血管病

201100712 丛树艳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神经遗传退行性疾病的发病机制

201100125 韩秀萍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科 皮肤免疫相关性皮肤病及TOLL样受体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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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44 黄瑛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超声科 介入超声诊断与治疗 0

201100300 刘兆玉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放射科 介入治疗与血管影像诊断临床及基础研究

201100306 卢再鸣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放射科 影像诊断与介入治疗

201100347 潘诗农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放射科 放射诊断 运动医学

201100474 王晓明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放射科 神经放射学及分子影像学

201101065 侯阳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放射科 心血管影像诊断

201401353 于兵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放射科 磁共振功能成像

201601600 石喻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放射科 腹部影像学

201100758 秦晓松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检验科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诊断及抗感染免疫的研究 0

201100621 张继红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血液研究室 血液病及肿瘤的相关研究 0

201100005 白伦浩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骨科 关节疾病与运动医学

201100210 李建军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骨科 免疫对骨愈合影响

201100214 李雷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骨科 脊柱外科和脊髓损伤基础研究

201101040 柳达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骨科 脊髓损伤后骨质疏松的基础研究

201401345 田野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骨科 关节软骨损伤的病理生理与修复

201201165 殷波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泌尿外科 泌尿系统肿瘤、微创泌尿外科及前列腺疾病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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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413 谭晓冬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普外科 胰腺癌侵袭转移分子机制及新型治疗体系建立

201100461 王强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普外科 胃肠道肿瘤的基础与临床

201100772 田忠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普外科 胆道外科、微创外科、消化系肿瘤外科

201101000 刘臻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普外科 甲状腺癌转移的分子学机制的研究

201101041 田雨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普外科 胆石成因；免疫检查点与肿瘤免疫

201101042 孔静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普外科 胆石成因的基础研究及普外科疾病的微创治疗

201100298 刘云会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神经外科 选择性开放血肿瘤屏障和脑胶质瘤的综合治疗 1

201100255 林蓓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1 妇产科学 妇产科 妇科恶性肿瘤基础与临床研究

201100459 王敏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1 妇产科学 妇产科
妇科恶性肿瘤生物学特征与保留生育功能微创

手术

201100263 刘彩霞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1 妇产科学 妇产科 母胎医学 0

201100328 马晓欣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1 妇产科学 妇产科 妇科肿瘤、子宫内膜病变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0

201100345 欧阳玲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1 妇产科学 妇产科 宫颈及外阴疾病基础及临床研究 0

201100358 乔宠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1 妇产科学 妇产科 复发性流产及滋养细胞浸润 0

201100530 夏志军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1 妇产科学 妇产科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及妇科良恶性肿瘤 0

201100575 杨清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1 妇产科学 妇产科 妇科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及微创技术的应用 0

201100869 谭季春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1 妇产科学 妇产科
辅助生殖技术、干细胞相关研究、环境因素与

不孕
0

201401358 刘晓梅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1 妇产科学 妇产科 胎儿起源的成人疾病 1

1

1

第 27 页，共 39 页



导师编号
导师
姓名

学位类型 学院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科室名称 研究方向
统考拟招生

计划

说明：本计划为2021年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统考拟招生计划，根据2020年实际招生规模测算，最终2021年的统考招生计划以国家下达计划后发布为准。

中国医科大学2021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及统考拟招生计划

201501405 王秀霞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1 妇产科学 妇产科 生殖医学 0

201100038 陈晓隆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2 眼科学 眼科 眼底病 0

201100527 夏丽坤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2 眼科学 眼科
单疱病毒性角膜基质炎的免疫发病机制与免疫

治疗的研究;角膜屈光手术的研究
0

201100329 马秀岚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 耳鼻咽喉科
耳科学（耳聋发病机制及干预研究，人工听觉

植入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0

201601647 刘彩刚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肿瘤科 实体肿瘤综合治疗 1

201101110 张立新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康复中心 脊髓损伤的物理康复治疗及细胞移植治疗 0

201101038 赵平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7 麻醉学 麻醉科 麻醉药物对发育期脑影响 神经病理性疼痛机 0

201100671 赵敏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8 急诊医学 急诊科 急性危重病、中毒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201301189 李铁刚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218 急诊医学 急诊科 中毒基础研究

201100259 林晓萍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口腔科 牙周病的免疫学研究及与全身疾病的相关研究 0

201100681 赵玉虹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临床流行病学教研室 慢性病病因、预防及临床研究 1

201501370 郑黎强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临床流行病学教研室 心脑血管病流行病学、临床大数据分析 0

201100684 肇丽梅 学术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0706 药理学 药学部 药物基因组学、临床药物代谢动力学 1

201100639 张宁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风湿免疫科 类风湿关节炎发病机制的研究 0

201100066 窦晓光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感染病科 HBV母婴阻断及肝衰竭干细胞治疗 0

201100041 陈愉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呼吸内科 呼吸道细菌感染及耐药机制

201100175 焦光宇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呼吸内科 呼吸机相关膈肌损伤的基础与临床

201100670 赵立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呼吸内科 COPD与呼吸生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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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217 李玲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内分泌科 胰岛素抵抗和2型糖尿病，妊娠内分泌疾病

201201151 何冰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内分泌科 肥胖胰岛素抵抗发病机制及干预

201401279 周华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肾脏内科 狼疮肾炎与足细胞病发病机制研究 1

201100402 孙思予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消化内科 内镜超声微创诊治技术 0

201100231 李晓东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胰岛素抵抗及2型糖尿病大鼠心房肌细胞动作电

位改变的离子流机制

201100411 孙志军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慢性心力衰竭治疗及机制研究、心律失常起搏

201101050 张大庆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201701789 韩雅玲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冠心病防治

201100578 杨威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血液内科 淋巴瘤，骨髓瘤的发病机制研究

201100882 廖爱军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血液内科 多发性骨髓瘤发病机制及治疗的研究

201100088 富建华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2 儿科学 儿内科 早产儿肺损伤及脑损伤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201100265 刘春峰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2 儿科学 儿内科 小儿脓毒症及多脏器衰竭

201100371 尚云晓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2 儿科学 儿内科 儿童支气管哮喘的基础研究

201100442 王华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2 儿科学 儿内科 儿童癫痫发病机制研究

201301191 许巍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2 儿科学 儿内科 急慢性肺损伤发病机制及干预措施

201100134 何平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3 老年医学 干诊科 老年病；肺部恶性肿瘤

201100434 王涤非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3 老年医学 干诊科
1、NUR77与糖脂代谢异常。2、老年胰岛素抵

抗基础研究。

201100881 王佳贺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3 老年医学 干诊科
中药及其有效成分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分子机

制研究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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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082 冯娟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神经免疫、脑血管病 0

201100712 丛树艳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神经遗传退行性疾病的发病机制 0

201100125 韩秀萍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科 皮肤免疫相关性皮肤病及TOLL样受体 0

201100671 赵敏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7 急诊医学 急诊科 急性危重病、中毒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201301189 李铁刚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07 急诊医学 急诊科 中毒基础研究

201101110 张立新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0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康复中心 脊髓损伤的物理康复治疗及细胞移植治疗 0

201201165 殷波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泌尿外科 泌尿系统肿瘤、微创泌尿外科及前列腺疾病 0

201100413 谭晓冬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普外科 胰腺癌侵袭转移分子机制及新型治疗体系建立 0

201100461 王强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普外科 胃肠道肿瘤的基础与临床 0

201100772 田忠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普外科 胆道外科、微创外科、消化系肿瘤外科 0

201101000 刘臻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普外科 甲状腺癌转移的分子学机制的研究 0

201101041 田雨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普外科
微创技术在普通外科中的应用；肿瘤的免疫检

查点治疗
0

201101042 孔静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普外科 胆石成因的基础研究及普外科疾病的微创治疗 0

201100298 刘云会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神经外科 选择性开放血肿瘤屏障和脑胶质瘤的综合治疗 0

201100010 白玉作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2 儿外科学 儿外科 消化道畸形 0

201100582 杨屹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2 儿外科学 儿外科 先天肾积水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0

201100672 赵群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2 儿外科学 儿外科 小儿肢体畸形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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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06 贾慧敏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2 儿外科学 儿外科 先天性消化道畸形的基础研究 0

201101007 张树成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2 儿外科学 儿外科 肠神经系统发育的调控机制 0

201101048 李连永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2 儿外科学 儿外科 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0

201100005 白伦浩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3 骨科学 骨科 关节疾病与运动医学 0

201100210 李建军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3 骨科学 骨科 免疫对骨愈合影响 0

201100214 李雷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3 骨科学 骨科 脊柱外科和脊髓损伤基础研究 0

201101040 柳达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3 骨科学 骨科 微创脊柱外科技术的临床研究 0

201401345 田野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3 骨科学 骨科 关节疾病的临床研究和治疗 0

201100255 林蓓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5 妇产科学 妇产科 妇科恶性肿瘤基础与临床研究

201100459 王敏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5 妇产科学 妇产科
妇科恶性肿瘤生物学特征与保留生育功能微创

手术

201100263 刘彩霞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5 妇产科学 妇产科 母胎医学 1

201100328 马晓欣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5 妇产科学 妇产科 妇科肿瘤、子宫内膜病变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0

201100345 欧阳玲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5 妇产科学 妇产科 宫颈及外阴疾病基础及临床研究 0

201100358 乔宠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5 妇产科学 妇产科 复发性流产及滋养细胞浸润 0

201100530 夏志军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5 妇产科学 妇产科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及妇科良恶性肿瘤 0

201100575 杨清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5 妇产科学 妇产科 妇科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及微创技术的应用 0

201100869 谭季春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5 妇产科学 妇产科
辅助生殖技术、干细胞相关研究、环境因素与

不孕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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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405 王秀霞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5 妇产科学 妇产科 生殖医学 0

201100527 夏丽坤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6 眼科学 眼科
单疱病毒性角膜基质炎的免疫发病机制与免疫

治疗的研究;角膜屈光手术的研究
1

201100023 曹志伟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7 耳鼻咽喉科学 耳鼻咽喉科 鼻部炎症疾病的基础研究

201100329 马秀岚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7 耳鼻咽喉科学 耳鼻咽喉科
耳科学（耳聋发病机制及干预研究，人工听觉

植入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201101038 赵平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18 麻醉学 麻醉科 麻醉药物对发育期脑影响 神经病理性疼痛机 1

201100758 秦晓松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20 临床检验诊断学 检验科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诊断及抗感染免疫的研究 1

201601647 刘彩刚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21 肿瘤学 肿瘤科 实体肿瘤综合治疗 1

201100300 刘兆玉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放射科 介入治疗与血管影像诊断临床及基础研究

201100306 卢再鸣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放射科 影像诊断与介入治疗

201100347 潘诗农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放射科 放射诊断 运动医学

201100474 王晓明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放射科 神经放射学及分子影像学

201101065 侯阳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放射科 心血管影像诊断

201401353 于兵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放射科 磁共振功能成像

201601600 石喻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放射科 腹部影像学

201100364 任卫东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24 超声医学 超声科 心血管超声诊断

201101044 黄瑛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124 超声医学 超声科 介入超声诊断与治疗

201100259 林晓萍 专业学位 第二临床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口腔科 牙周病的免疫学研究及与全身疾病的相关研究 0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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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181 金元哲 学术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02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心血管疾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1

201100406 孙晓红 学术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0203 老年医学 神经内科 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疾病发病机制与治疗 0

201100406 孙晓红 学术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02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遗传与变性神经疾病发病机制与治疗 0

201100730 姜晓峰 学术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肝胆胰外科 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抑制因素 0

201100460 王平 学术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泌尿外科 膀胱过度活动症和膀胱逼尿肌功能 0

201100052 戴冬秋 学术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胃肠外科 胃癌及大肠癌基础与临床研究 0

201100999 李航宇 学术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结直肠疝腹壁外科 肿瘤生物学行为与细胞能量代谢 1

201101002 王勇 学术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0210 外科学 甲状腺胆道减重外科 甲状腺、胆道、减重代谢外科 0

201100187 孔珺 学术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0212 眼科学 眼科 眼底病及白内障

201101045 赵江月 学术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0212 眼科学 眼科 眼发育及白内障发病机制

201100052 戴冬秋 学术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0214 肿瘤学 胃肠外科 胃癌及大肠癌基础与临床研究 1

201100181 金元哲 专业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5101 内科学 心血管内科 心血管疾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0

201100406 孙晓红 专业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5103 老年医学 神经内科 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疾病发病机制与治疗 0

201100406 孙晓红 专业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遗传与变性神经疾病发病机制与治疗 1

201100730 姜晓峰 专业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肝胆胰外科 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抑制因素 0

201100460 王平 专业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泌尿外科 膀胱过度活动症和膀胱逼尿肌功能 1

201100052 戴冬秋 专业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胃肠外科 胃癌及大肠癌基础与临床研究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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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999 李航宇 专业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结直肠疝腹壁外科 肿瘤生物学行为与细胞能量代谢 0

201101002 王勇 专业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5111 外科学 甲状腺胆道减重外科 甲状腺、胆道、减重代谢外科 1

201100187 孔珺 专业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5116 眼科学 眼科 眼底病及白内障 0

201101045 赵江月 专业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5116 眼科学 眼科 白内障屈光手术相关临床与基础研究 0

201100052 戴冬秋 专业学位 第四临床学院 105121 肿瘤学 胃肠外科 胃癌及大肠癌基础与临床研究 0

201701653 肖晶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0301 口腔基础医学 口腔生物学教研室 颌面部先天性发育畸形发生机制与再生修复 0

201801799 孙宏晨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0301 口腔基础医学 口腔组织病理学教研室
1.口腔颌面部组织发生与再生修复；2.微环境与

口腔颌面部肿瘤发展和转归
0

202002074 臧光祥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0301 口腔基础医学 口腔组织病理学教研室 TGFbeta 信号通路与肿瘤的转移和浸润 0

202002076 蔡志刚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0301 口腔基础医学 口腔组织病理学教研室 不区分研究方向 1

202002077 穆亚冰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0301 口腔基础医学 口腔组织病理学教研室 TGF信号通路与肿瘤的浸润和转移 1

201100039 陈旭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儿童口腔医学教研室 牙源性干细胞与组织再生；牙齿的生长发育 0

201100393 孙长伏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教研室 头颈肿瘤及修复重建 0

201100692 周青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教研室 口腔颌面外科学 1

201301211 刘法昱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教研室 口腔颌面部肿瘤 0

201100513 吴琳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口腔修复学教研室 新型骨科植入材料的研发 0

201601588 阎旭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口腔修复学教研室 牙周病发病机理研究 0

201100292 刘奕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口腔正畸学教研室
牙周膜干细胞外泌体复合水凝胶促进骨缺损修

复的研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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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045 仇丽鸿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牙体牙髓病学教研室 牙髓根尖周病的致病机制研究 1

201100258 林莉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牙周病学教研室 牙周病的免疫学研究 0

201100349 潘亚萍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牙周病学教研室 牙周致病菌与口腔肿瘤之间的相互关系 0

201101017 唐晓琳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0302 口腔临床医学 牙周病学教研室
1.干细胞与牙周再生和免疫；2.代谢性疾病和神

经疾病与牙周炎；3.牙龈生物学行为
0

201100039 陈旭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儿童口腔医学教研室 牙源性干细胞与组织再生；牙齿的生长发育 0

201100393 孙长伏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教研室 头颈肿瘤及修复重建 0

201100692 周青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教研室 口腔颌面外科学 0

201301211 刘法昱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教研室 口腔颌面部肿瘤 0

201100513 吴琳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口腔修复学教研室 新型骨科植入材料的研发 0

201601588 阎旭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口腔修复学教研室 种植体生物力学研究与开发 1

201100292 刘奕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口腔正畸学教研室
牙周膜干细胞外泌体对大鼠正畸牙移动后复发

的影响
0

201801799 孙宏晨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口腔正畸学教研室
1.口腔颌面部组织发生与再生修复；2.微环境与

口腔颌面部肿瘤发展和转归
0

201100045 仇丽鸿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牙体牙髓病学教研室 牙髓根尖周病的致病机制研究 0

201100258 林莉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牙周病学教研室 牙周临床病因与治疗 1

201100349 潘亚萍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牙周病学教研室 牙周致病菌与口腔肿瘤之间的相互关系 0

201101017 唐晓琳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院 105200 口腔医学 牙周病学教研室
1.龈下菌群构成特征；2.牙龈生物学行为；3.力

与牙周组织
1

201100007 白希壮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人民医院 100210 外科学 骨科 肌腱韧带修复重建；骨及关节软骨生物材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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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0007 白希壮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人民医院 105113 骨科学 骨科 肌腱韧带修复重建；骨及关节软骨生物材料 0

201401346 曾宇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00210 外科学 泌尿外科 肿瘤微环境应激反应性与肿瘤适应性进化 1

201801801 马浙夫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00210 外科学 乳腺外科 甲状腺乳腺外科，整形修复显微外科 0

201501451 朴浩哲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00210 外科学 神经外科 神经外科胶质瘤基础及临床研究 1

201100433 王丹波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00211 妇产科学 妇科 妇科肿瘤及子宫内膜异位症 0

201100794 张敬东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00214 肿瘤学 肿瘤内科 恶性肿瘤侵袭、转移与耐药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0

201501469 孙涛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00214 肿瘤学 肿瘤内科 恶性肿瘤的精准诊治和耐药机制研究 1

201401346 曾宇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05111 外科学 泌尿外科 肿瘤微环境应激反应性与肿瘤适应性进化 0

201801801 马浙夫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05111 外科学 乳腺外科 甲状腺乳腺外科，整形修复显微外科 0

201501451 朴浩哲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05111 外科学 神经外科 神经外科胶质瘤基础及临床研究 0

201100433 王丹波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05115 妇产科学 妇科 妇科肿瘤及子宫内膜异位症 0

201100794 张敬东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05121 肿瘤学 肿瘤内科 恶性肿瘤侵袭、转移与耐药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0

201501469 孙涛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105121 肿瘤学 肿瘤内科 乳腺癌的精准治疗 0

201790005 王祖禄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0201 内科学 心内科 心律失常 1

201790006 王效增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0201 内科学 心内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201790007 郭晓钟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0201 内科学 消化内科

胰腺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干细胞治疗消化
系统疾

0

201501499 魏庆宇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0201 内科学 呼吸内科 硕士研究方向为呼吸或免疫者优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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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0008 陈会生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02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脑卒中的诊治 1

201790009 王辉山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0210 外科学 心血管外科 心血管外科 1

201790091 陶凯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0210 外科学 整形外科 颅颌面整形外科、修复重建外科 0

201790010 梁国标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0210 外科学 神经外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201790012 杨宏伟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0210 外科学 泌尿外科 泌尿系肿瘤基础与临床 0

201790011 项良碧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0210 外科学 骨外科 不区分研究方向 1

201790014 高明宏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0212 眼科学 眼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201790013 赵庆春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0702 药剂学 药学部 临床药学、天然药物化学 0

201790005 王祖禄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心内科 心律失常 0

201790006 王效增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心内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201790007 郭晓钟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5101 内科学 消化内科

胰腺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干细胞治疗消化
系统疾

0

201501499 魏庆宇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呼吸内科 硕士研究方向为呼吸或免疫者优先 0

201790008 陈会生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脑卒中的诊治 0

201790009 王辉山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心血管外科 心血管外科 0

201790091 陶凯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5111 外科学 整形外科 颅颌面整形外科、修复重建外科 0

201790010 梁国标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5111 外科学 神经外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201790012 杨宏伟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5111 外科学 泌尿外科 泌尿系肿瘤基础与临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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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0011 项良碧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5113 骨科学 骨外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201790014 高明宏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北部战区

总医院
105116 眼科学 眼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201701745 文飞球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深圳市儿

童医院
100202 儿科学 儿内科 不区分研究方向 1

201701749 徐明国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深圳市儿

童医院
100202 儿科学 儿内科 川崎病的发病机制 0

201801884 黄为民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深圳市儿

童医院
100202 儿科学 儿内科 新生儿危重症医学 0

201801885 马廉 学术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深圳市儿

童医院
100202 儿科学 儿内科 小儿血液肿瘤与干细胞研究 1

201701745 文飞球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深圳市儿

童医院
105102 儿科学 儿内科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201701749 徐明国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深圳市儿

童医院
105102 儿科学 儿内科 川崎病的发病机制 0

201801884 黄为民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深圳市儿

童医院
105102 儿科学 儿内科 新生儿危重症医学 0

201801885 马廉 专业学位
中国医科大学深圳市儿

童医院
105102 儿科学 儿内科 小儿血液肿瘤与干细胞研究 0

201901992 王烈峰 学术学位 赣南医学院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赣南医学院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201901994 万绍贵 学术学位 赣南医学院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赣南医学院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201901996 刘志平 学术学位 赣南医学院 100102 免疫学 赣南医学院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201901991 刘潜 学术学位 赣南医学院 100210 外科学 赣南医学院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201901993 谢斌辉 学术学位 赣南医学院 100210 外科学 赣南医学院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201901995 张国玺 学术学位 赣南医学院 100210 外科学 赣南医学院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201901991 刘潜 专业学位 赣南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 赣南医学院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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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993 谢斌辉 专业学位 赣南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 赣南医学院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201901995 张国玺 专业学位 赣南医学院 105111 外科学 赣南医学院 不区分研究方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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