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审核新增的学术学位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110 人） 

研究生招生培养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二级学科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新宁 男 1981-04 青年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国语言文学系 蒋勇 男 1966-08 教授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梁银峰 男 1972-08 副教授 汉语言文字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杨焄 男 1976-11 教授 中国文学批评史 

历史学系 王鑫磊 男 1981-10 副研究员 专门史 

历史学系 徐冲 男 1980-04 副教授 中国古代史 

历史学系 皇甫秋实 女 1984-11 副教授 中国近现代史 

历史学系 吴欣 女 1972-01 青年研究员 世界史 

数学科学学院 梁振国 男 1975-10 副教授 基础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王志张 男 1981-08 教授 基础数学 

数学科学学院 吴波 男 1976-06 副研究员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数学科学学院 曲鹏 男 1984-10 副教授 应用数学 

物理学系 王文彬 女 1983-07 青年研究员 凝聚态物理 

现代物理研究所 郭玉萍 女 1984-11 青年研究员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现代物理研究所 王旭飞 男 1975-07 副研究员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现代物理研究所 严亮 男 1982-01 青年研究员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丁向华 女 1977-02 副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谢志鹏 男 1976-06 副教授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源 男 1987-10 副教授 网络空间安全 

法学院 许凌艳 女 1974-03 教授 民商法学 

航空航天系 费成巍 男 1983-03 青年研究员 生物力学 

航空航天系 莫景科 男 1984-09 青年研究员 生物力学 

材料科学系 陆雪峰 男 1986-12 青年研究员 材料物理与化学 

材料科学系 肖倩 女 1973-02 副研究员 物理电子学 

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施东辉 男 1971-09 研究员 金融学 

生命科学学院 许彤辉 男 1973-07 教授 动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王放 男 1982-10 青年研究员 生态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樊正球 男 1973-11 副教授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张继彪 男 1980-09 副教授 环境工程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单洪明 男 1990-03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 
宋卓异 女 1981-02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樊嘉杰 男 1983-10 青年研究员 物理电子学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毛赛君 男 1980-10 青年研究员 物理电子学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刘成成 男 1986-01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医学工程 

代谢与整合生物学研究院 杨天舒 女 1985-04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院 朱采红 男 1982-09 青年研究员 神经生物学 

基础医学院 蒋维 女 1982-10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基础医学院 高西辉 男 1988-07 青年研究员 病原生物学 

基础医学院 李洋 男 1983-10 青年研究员 药理学 



公共卫生学院 余勇夫 男 1986-07 青年研究员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公共卫生学院 蒋泓 女 1976-09 副教授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药学院 丁宁 男 1978-07 副教授 药物化学 

药学院 姜嫣嫣 女 1968-10 教授 药剂学 

药学院 卢懿 男 1979-01 副教授 药剂学 

药学院 庞志清 男 1977-08 副研究员 药剂学 

药学院 相小强 男 1976-11 副研究员 临床药学 

中山医院 陈智鸿 女 1974-11 主任医师 内科学（呼吸病学） 

中山医院 李晓牧 女 1977-12 主任医师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学） 

中山医院 沈雳 男 1974-04 主任医师 内科学（心血管病学） 

中山医院 周建 男 1979-10 研究员 内科学（呼吸病学） 

中山医院 杨骥 男 1981-09 主任医师 皮肤病与性病学 

中山医院 董怡 女 1977-05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中山医院 郭卫刚 男 1970-03 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李熙雷 男 1975-02 主任医师 外科学(骨外科学） 

中山医院 汪学非 男 1978-04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中山医院 王单松 男 1968-05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中山医院 王利新 男 1978-07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中山医院 韦烨 男 1969-10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中山医院 魏来 男 1975-05 主任医师 外科学（胸心外） 

中山医院 杨欣荣 男 1975-10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中山医院 宋振举 男 1975-02 主任医师 急诊医学 

华山医院 薛骏 男 1969-06 主任医师 内科学（肾病学） 

华山医院 张巨波 男 1972-09 主任医师 内科学（传染病学） 

华山医院 丁玎 女 1971-04 研究员 神经病学 

华山医院 吴文育 男 1972-06 主任医师 皮肤病与性病学 

华山医院 李郁欣 女 1976-10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华山医院 刘含秋 男 1967-02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华山医院 贾户亮 男 1973-05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华山医院 王宜青 男 1965-07 主任医师 外科学（胸心血管外科学） 

肿瘤医院 王明伟 男 1978-10 研究员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肿瘤医院 李媛 女 1977-09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刘辰 男 1976-05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彭俊杰 男 1981-12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徐晓武 男 1977-11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俞晓立 女 1975-02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张海梁 男 1979-09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朱骥 男 1978-07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朱耀 男 1981-10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陈颢 男 1973-06 主任医师 中西医结合临床 

儿科医院 刘芳 女 1968-07 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沈茜 女 1975-06 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王慧君 女 1970-06 研究员 儿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陈君毅 男 1974-07 主任医师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陈宇虹 女 1978-11 主任医师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季樱红 女 1979-08 主任医师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雷苑 女 1982-07 研究员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袁雅生 男 1972-03 主任医师 耳鼻咽喉科学 

华东医院 李铭 男 1977-05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华东医院 姜翀弋 男 1977-06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华东医院 韩朝 男 1973-10 主任医师 耳鼻咽喉科学 

华东医院 顾卫东 男 1970-10 主任医师 麻醉学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查兵兵 女 1976-04 主任医师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学)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揭志军 男 1973-01 主任医师 内科学(呼吸病学)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吴丹红 女 1971-10 主任医师 神经病学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赵小虎 男 1968-08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吴凡 男 1982-03 副研究员 病原生物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卢水华 男 1966-05 主任医师 内科学（传染病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沈银忠 男 1974-10 主任医师 内科学（传染病学） 

青浦区中心医院 杜春玲 女 1972-04 主任医师 内科学（呼吸病学） 

青浦区中心医院 王晓亮 男 1975-08 主任医师 外科学（普通外科学） 

闵行区中心医院 杨架林 女 1963-05 主任医师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学）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刘婷姣 女 1972-07 教授 临床口腔医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韩冰 男 1978-06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黄鑫欣 男 1984-08 青年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脑科学研究院 程田林 男 1985-07 青年研究员 神经生物学 

脑科学研究院 迟喻丹 女 1987-08 青年研究员 神经生物学 

脑科学研究院 李博 男 1989-11 青年研究员 神经生物学 

脑科学研究院 邵志成 男 1982-03 青年研究员 神经生物学 

脑科学研究院 杨辉 男 1985-09 青年研究员 神经生物学 

微电子学院 陶俊 女 1979-11 副教授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二、审核新增的专业学位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108人） 

研究生招生培养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专业学位类别/领域 

化学系 涂涛 男 1976-08 教授 材料与化工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谢志鹏 男 1976-06 副教授 电子信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丁向华 女 1977-02 副教授 电子信息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源 男 1987-10 副教授 电子信息 

航空航天系 

Hongyi 

XU(徐弘

一) 

男 1963-05 研究员 电子信息 

航空航天系 徐凡 男 1986-05 教授 材料与化工 

航空航天系 宋振华 男 1982-06 青年研究员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系 程元荣 男 1982-12 副教授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系 王超 男 1982-03 副研究员 材料与化工 

材料科学系 赵婕 女 1990-03 青年研究员 材料与化工 

生命科学学院 张梦翰 男 1987-02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命科学学院 于淼 女 1988-05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命科学学院 杨天舒 女 1985-04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命科学学院 黄林章 男 1987-02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命科学学院 刘新华 女 1973-06 副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命科学学院 田梅 女 1972-07 教授 生物与医药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樊正球 男 1973-11 副教授 生物与医药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张继彪 男 1980-09 副教授 生物与医药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陈颖军 男 1971-10 教授 生物与医药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陈建民 男 1964-03 教授 材料与化工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

究院 
浦剑 男 1982-11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

究院 
单洪明 男 1990-03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刘欣 男 1977-06 副研究员 电子信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毛赛君 男 1980-10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樊嘉杰 男 1983-10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大数据学院 魏忠钰 男 1987-03 副教授 电子信息 

大数据学院 庄吓海 男 1980-12 教授 电子信息 

大数据学院 王健 男 1983-11 副教授 电子信息 

大数据学院 江如俊 男 1989-02 副教授 电子信息 

大数据学院 侯燕曦 男 1987-09 副教授 电子信息 

大数据学院 郦旭东 男 1989-01 青年研究员 电子信息 

基础医学院 王满宁 男 1977-02 教授 生物与医药 

基础医学院 谢幼华 男 1969-02 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基础医学院 刘赟 男 1981-08 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基础医学院 王乔 男 1983-09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基础医学院 魏园园 女 1982-01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基础医学院 阮承超 男 1982-11 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基础医学院 

Wuyuan 

LU(陆五

元) 

男 1965-01 教授 生物与医药 

药学院 娄艳茹 女 1973-06 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药学院 叶丽 女 1970-03 副教授 生物与医药 

药学院 姜嫣嫣 女 1968-10 教授 生物与医药 

药学院 陈瑛 女 1971-03 教授 生物与医药 

药学院 周璐 男 1980-06 教授 生物与医药 

药学院 古险峰 女 1975-11 教授 生物与医药 

药学院 戚建平 男 1983-02 副教授 生物与医药 

药学院 相小强 男 1976-11 副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药学院 曾湖烈 女 1975-06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中山医院 王单松 男 1968-05 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韦烨 男 1969-10 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李熙雷 男 1975-02 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汪学非 男 1978-04 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宋振举 男 1975-02 主任医师 急诊医学 

中山医院 李晓牧 女 1977-12 主任医师 内科学 

中山医院 魏来 男 1975-05 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陈智鸿 女 1974-11 主任医师 内科学 

中山医院 沈雳 男 1974-04 主任医师 内科学 

中山医院 王利新 男 1978-07 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杨骥 男 1981-09 主任医师 皮肤病与性病学 

中山医院 杨欣荣 男 1975-10 主任医师 外科学 

中山医院 董怡 女 1977-05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中山医院 郭卫刚 男 1970-03 主任医师 外科学 

华山医院 薛骏 男 1969-06 主任医师 内科学 

华山医院 吴文育 男 1972-06 主任医师 皮肤病与性病学 

华山医院 刘含秋 男 1967-02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华山医院 王宜青 男 1965-07 主任医师 外科学 

华山医院 张巨波 男 1972-09 主任医师 内科学 

华山医院 贾户亮 男 1973-05 主任医师 外科学 

华山医院 张军 男 1981-12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华山医院 李郁欣 女 1976-10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肿瘤医院 徐彦辉 男 1977-03 教授 生物与医药 

肿瘤医院 俞晓立 女 1975-02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朱耀 男 1981-10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彭俊杰 男 1981-12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李媛 女 1977-09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刘辰 男 1976-05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徐晓武 男 1977-11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朱骥 男 1978-07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张海梁 男 1979-09 主任医师 肿瘤学 

儿科医院 刘芳 女 1968-07 主任医师 儿科学 

儿科医院 沈茜 女 1975-06 主任医师 儿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季樱红 女 1979-08 主任医师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陈君毅 男 1974-07 主任医师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陈宇虹 女 1978-11 主任医师 眼科学 

眼耳鼻喉科医院 袁雅生 男 1972-03 主任医师 耳鼻咽喉科学 

华东医院 姜翀弋 男 1977-06 主任医师 外科学 

华东医院 顾卫东 男 1970-10 主任医师 麻醉学 

华东医院 李铭 男 1977-05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华东医院 韩朝 男 1973-10 主任医师 耳鼻咽喉科学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揭志军 男 1973-01 主任医师 内科学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吴丹红 女 1971-10 主任医师 神经病学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查兵兵 女 1976-04 主任医师 内科学 

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 赵小虎 男 1968-08 主任医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卢水华 男 1966-05 主任医师 内科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沈银忠 男 1974-10 主任医师 内科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汪进 男 1970-06 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金侠 男 1963-01 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张驰宇 男 1974-09 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章树业 男 1979-07 副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青浦区中心医院 杜春玲 女 1972-04 主任医师 内科学 

青浦区中心医院 王晓亮 男 1975-08 主任医师 外科学 

闵行区中心医院 杨架林 女 1963-05 主任医师 内科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许杰 男 1979-08 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物医学研究院 蓝斐 男 1977-11 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物医学研究院 胡晋川 男 1983-02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物医学研究院 陈飞 男 1987-03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生物医学研究院 商珞然 女 1992-09 青年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脑科学研究院 王中峰 男 1965-01 研究员 生物与医药 

微电子学院 陶俊 女 1979-11 副教授 电子信息 

 

 

 

三、转专业指导博士生导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21 人） 

研究生招生培养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转专业名称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锡喜 男 1949-12 教授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 

马克思主义学院 户晓坤 女 1981-07 教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鸿召 男 1965-01 研究员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张军平 男 1970-02 教授 计算机应用技术 

航空航天系 

Hongyi 

XU(徐弘

一) 

男 1963-05 研究员 应用力学 

航空航天系 艾剑良 男 1965-10 教授 应用力学 

航空航天系 邓道盛 男 1979-02 研究员 应用力学 

航空航天系 丁光宏 男 1963-07 教授 应用力学 

航空航天系 丁淑蓉 女 1971-03 教授 应用力学 

航空航天系 霍永忠 男 1962-09 教授 应用力学 

航空航天系 马建敏 男 1960-01 教授 应用力学 

航空航天系 倪玉山 男 1962-10 教授 应用力学 

航空航天系 孙刚 男 1964-03 教授 应用力学 

航空航天系 唐国安 男 1962-10 教授 应用力学 

航空航天系 田振夫 男 1963-12 教授 应用力学 



航空航天系 徐凡 男 1986-05 教授 应用力学 

航空航天系 杨爱明 男 1971-09 副教授 应用力学 

航空航天系 姚伟 女 1973-03 教授 应用力学 

航空航天系 赵拥军 男 1974-10 研究员 应用力学 

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

究院 
朱山风 男 1976-04 副教授 生物医学工程 

微电子学院 

Hai 

DENG(邓

海) 

男 1966-04 研究员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四、跨专业指导学术学位博士生导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39人） 

研究生招生培养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跨专业名称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郭定平 男 1965-09 教授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杜艳华 女 1956-03 教授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金光耀 男 1954-07 教授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中国语言文学系 陈尚君 男 1952-06 教授 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陈剑 男 1972-07 教授 汉语言文字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刘钊 男 1959-07 教授 汉语言文字学 

物理学系 马余刚 男 1968-03 教授 理论物理 

生命科学学院 丁玉强 男 1966-11 教授 动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张文宏 男 1969-08 教授 微生物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金庆原 男 1964-11 教授 光学工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丽英 女 1965-05 教授 光学工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陆明 男 1964-10 教授 光学工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雷 男 1963-03 教授 光学工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宗芝 女 1972-10 教授 光学工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赵海斌 男 1974-12 教授 光学工程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鹤元 男 1966-01 教授 光学工程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滕五晓 男 1963-03 教授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吴力波 女 1974-08 教授 环境管理 

代谢与整合生物学研究院 

Liu 

Tiemin(刘

铁民) 

男 1973-11 研究员 遗传学 

大数据学院 

Jianfeng 

FENG(冯建

峰) 

男 1964-11 教授 统计学 

基础医学院 马兰 女 1958-09 教授 神经生物学 

公共卫生学院 王久存 女 1966-10 教授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药学院 张菁 女 1961-08 主任药师 临床药学 

护理学院 马昕 男 1968-10 主任医师 护理学 

护理学院 钦伦秀 男 1966-09 教授 护理学 

护理学院 余波 男 1964-03 主任医师 护理学 

护理学院 张继明 男 1964-06 教授 护理学 

护理学院 周行涛 男 1968-03 教授 护理学 

中山医院 舒先红 女 1966-11 教授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华山医院 胡锦 男 1963-04 主任医师 急诊医学 

肿瘤医院 陈海泉 男 1963-01 主任医师 外科学（胸心血管外科学） 

肿瘤医院 陈震 男 1969-07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叶定伟 男 1963-03 教授 肿瘤学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朱同玉 男 1966-06 教授 病原生物学 

生物医学研究院 贺林 男 1953-07 教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脑科学研究院 黄志力 男 1962-11 研究员 神经生物学 

脑科学研究院 张玉秋 女 1962-09 教授 中西医结合基础 

人类表型组研究院 王旭东 男 1985-02 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人类表型组研究院 倪挺 男 1977-12 研究员 生物信息学 

 

 

 

五、跨专业指导专业学位博士生导师岗位任职资格名单（13人） 

研究生招生培养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跨专业名称 

中山医院 张键 男 1963-04 主任医师 生物与医药 

中山医院 邹云增 男 1960-10 教授 生物与医药 

华山医院 陈明泉 男 1970-09 主任医师 急诊医学 

华山医院 胡锦 男 1963-04 主任医师 急诊医学 

肿瘤医院 陈海泉 男 1963-01 主任医师 外科学 

肿瘤医院 王鲁 男 1968-10 主任医师 生物与医药 

肿瘤医院 吴炅 男 1969-01 主任医师 生物与医药 

肿瘤医院 虞先濬 男 1971-05 教授 生物与医药 

肿瘤医院 陈震 男 1969-07 主任医师 肿瘤学 

肿瘤医院 叶定伟 男 1963-03 教授 肿瘤学 

妇产科医院 任芸芸 女 1966-03 主任医师 生物与医药 

妇产科医院 应春妹 女 1967-02 主任技师 生物与医药 

浦东医院 禹宝庆 男 1965-03 主任医师 生物与医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