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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1020 王雨婕 经济学院 国际贸易学 马述忠/宋执环/吴健/葛志强 数字贸易 文科+X

11802017 鲁彩雯 光华法学院 经济法学
钱弘道/华中生/吴飞/郑春燕/
陈积明/方红生/赵骏/巩固

大数据法治 文科+X

11802030 肖羽沁 光华法学院 国际法学 赵骏/邹克渊/李春峰/王英民/叶观海洋法 海洋+X

11804023 康文煌 人文学院 科学技术哲学

李恒威/包爱民/Georg
Northoff/
Kristjan Laasik

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认识论 文科+X

11804044 林施望 人文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徐永明/楼含松/张丰/林怀忠/
陈志坚

数字人文 文科+X

11807010 张健 生命科学院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金勇丰/黄健华/张传溪/吴小锋/龚模式生物与逆境农业 农学+X
11807039 何欣豫 生命科学学院 细胞生物学 林爱福/徐建红/教授 模式生物与逆境农业 农学+X
11807136 张凯杭 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学 程磊/胡宝兰 模式生物与逆境农业 农学+X

11810042 李永凯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杨树/盛况/王平/谢金

微能量收集及其在分布式传感与生物芯片
中的应用

工学+X

11810053 王之昀 电气工程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徐文渊/赵民建 信息安全 工学+X

11812015 刘鹏飞 建筑工程学院 岩土工程 陈云敏/陈伟球 超重力科学 工学+X

11812017 陈翔 建筑工程学院 岩土工程 陈云敏/陈云敏/杨树锋/詹良通/励超重力地球科学 工学+X

11812028 赵爽 建筑工程学院 岩土工程 王立忠/郑平 “海洋岩土工程”和“海洋环境微生物交叉”工学+X

11812065 陆明 建筑工程学院 道路与交通工程 吕朝锋/陈伟球/董树荣 可降解智能传感器技术 工学+X

11812098 涂文荣 建筑工程学院 水工结构与港口工程 孙志林/许月萍 水资源 海洋+X

11813007 白秀琳 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何勇/邓水光/楼兵干 数字农业 农学+X
11813015 王琪 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生物系统工程 应义斌/童利民/马云贵 数字农业 农学+X
11813017 吴冬梅 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食品科学 陈士国/何俏军/刘东红/罗沛华 健康农业 农学+X
11814014 刘聪聪 环境与资源学院 环境科学 陈宝梁/陈光弟/高建青/许宜铭 污染调控 农学+X
11814029 王雪桦 环境与资源学院 土壤学 徐建明/陆胜勇/吕秀阳/何艳/施积污染调控 农学+X
11814033 林之 环境与资源学院 植物营养学 田生科/舒庆尧 污染调控 农学+X
11815009 张奕玮 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陈卫东/郑能干 脑机接口 医学+X

11815011 吕可伟 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生物医学工程 李劲松/陈江华 医学信息技术 信息+X

11815013 宋沛润 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生物医学工程 余雄杰/虞燕琴 生物医学工程与神经生物学 医学+X

11815014 李杭齐 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生物医学工程
Toru Takahata/沈颖

探索灵长类动物丘脑释放的皮层分化因子的
研究

医学+X

11815019 戈浩汀 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生物医学工程 陈晓冬/马欢 大脑的感觉与认知机制研究 医学+X

11815029 姚元发 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生物医学工程 许迎科/周嘉强/匡翠方 机体血糖调控相关蛋白的动态成像与光学调 信息+X

11815035 金子逸 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生物医学工程 叶学松/蔡秀军 超高清电子内窥镜成像技术及其系统研发 医学+X

2018年交叉学科博士培养计划拟录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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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5041 施佳未 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生物医学工程 余锋/胡新央/尹巍巍/陈伟 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心血管疾病诊治研究 医学+X

11816008 贾磊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作物遗传育种 樊龙江/尹建伟/舒庆尧/ 数字农业 农学+X
11816015 李琳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植物病理学 林福呈/卢建平/陈伟/梁岩/刘小红模式生物与逆境农业 农学+X
11816042 宋珈凝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蔬菜学 周艳虹/李海峰 设施农业 农学+X
11817015 潘航 动物科学学院 兽医学 乐敏/周青/研究员、庞天晓/副教健康农业 农学+X
11817022 周炎冰 动物科学学院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单体中/陈忠 健康农业 农学+X
11817024 徐欣欣 动物科学学院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王佳堃/胡宝兰 健康农业 农学+X
11818012 周涛 医学院 神经生物学 王菁/丁鼐 大脑皮层中神经振荡的研究 医学+X

11818015 许文涛 医学院 神经生物学 沈承勇/马列 生物学与高分子材料学 医学+X

11818019 常永霞 医学院 细胞生物学
周天华/王平/方群

人体器官芯片（跨医学/工学/理学三个学科
门类的交叉课题）

医学+X

11818025 孙继增 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王本/唐睿康 肿瘤细胞表面工程与癌症诊疗 医学+X

11818030 左若宸 医学院 生物信息学 陆燕/赵春晖 机器学习与肿瘤精准医疗 医学+X

11818087 王涵乐 医学院 眼科学 姚克/徐志康 新型人工晶状体研发 医学+X

11818093 陆泽毅 医学院 微创医学 李恭会/钱骏 人工智能及微创诊治技术的研究 医学+X

11818098 祁宇宸 医学院 药理学 周民/邓人仁/杨士宽 分子影像学、纳米医学、转化医学 医学+X

11818152 陈晓英 医学院 （学术学位）内科学 王建安/尹巍巍/陈伟 心肌保护与心肌重构机制与干预靶点研究 医学+X

11818153 罗毅 医学院 （学术学位）内科学 余红/唐睿康 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机制及干预靶点研发 医学+X

11818157 张宁 医学院 （学术学位）内科学 谢小洁/余钊圣 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机制及干预靶点研发 医学+X

11818159 邓捷文 医学院 （学术学位）内科学 项美香/贺永 3D打印技术与心血管疾病的交叉研究 医学+X

11818166 丁豪 医学院 （学术学位）内科学
王建安/杨华勇

结合生物材料、组织工程等研发干细胞治疗
心力衰竭关键技术

医学+X

11818172 王昊天 医学院 （学术学位）神经病学 罗巍/邓水光/潘赟 面向帕金森病早期诊断的认知医疗服务 医学+X

11818175 廖懿 医学院 （学术学位）影像医学与核医学田梅/卓成 分子影像、人工智能、硬件加速 医学+X

11818178 张斌 医学院 （学术学位）外科学 王观宇/叶学松 新型医用材料、医疗器械及3D打印技术的研 医学+X

11818180 梁小元 医学院 （学术学位）外科学 严盛/刘勇/王跃 肝胆胰疾病相关医疗器械研发 医学+X

11818182 董海江 医学院 （学术学位）外科学 宋朋红/李铁风/李石坚 肝胆胰疾病相关医疗器械的研究 医学+X

11818184 李奕润 医学院 （学术学位）外科学 林辉/雷勇/张宏/吕旭东 手术导航系统多模态影像精准融合技术的研 医学+X

11818197 王颖 医学院 口腔基础医学 李晓东/李敬源/陆赟豪 植入材料的修复机制 医学+X

11818302 田园园 医学院 神经生物学 徐晗/史治国 Brain+X 医学+X

11818305 湛丽 医学院 神经生物学 汪浩/李铁风 新一代柔性电极及柔性脑机接口的研发 医学+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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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8319 秦瑞 医学院 细胞生物学
陈伟（基）/季葆华

力学、化学、免疫学以及生物信息学交叉
（包括生物力学、分子动力学模拟技术、计
算生物学、免疫学）

医学+X

11818327 薛一 医学院 生物物理学 牛田野/丁勇 医学影像双能CT算法开发 医学+X

11818333 徐志勇 医学院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柯越海/陈伟球

基于柔性电子传感技术的循环来源肺癌外泌
体的动态监测与模型构建

医学+X

11818354 王栋菲 医学院 （学术学位）内科学
郭晓纲/方群/许迎科

基于微流控芯片技术的冠心病早期预警平台
以及设备开发研究

医学+X

11818356 余凯翔 医学院 （学术学位）内科学 王建安/张泽 瓣膜钙化机制研究及人工瓣膜产品和技术研 医学+X

11818359 吕凯琪 医学院 （学术学位）内科学
胡新央/唐睿康/王本

结合生物材料、组织工程等研发干细胞治疗
心力衰竭关键技术

医学+X

11818360 郑文芳 医学院 （学术学位）内科学 姒健敏/刘济全/胡伟玲 超高清电子内窥镜成像技术及其系统研发 医学+X

11818362 周杏萍 医学院 （学术学位）内科学 李君/高长有 肝胆胰疾病方向生物材料的研究 医学+X

11818363 黄若琼 医学院 （学术学位）儿科学 舒强/尹建伟 出生缺陷疾病综合防治研究 医学+X

11818366 王翔芝 医学院 （学术学位）儿科学 邹朝春/董树荣/郑攀 糖尿病治疗 医学+X

11818369 谢丽婷 医学院 （学术学位）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蒋天安/孔德兴 肝胆胰疾病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 医学+X

11818371 郭涛 医学院 （学术学位）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张敏鸣/夏顺仁 帕金森病影像智能诊断系统研发 医学+X

11818372 陈青青 医学院 （学术学位）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胡红杰/林兰芬 人工智能及微创诊治技术的研究 医学+X

11818374 黄沙 医学院 （学术学位）外科学
胡坚/段会龙

微创手术机器人分布式三维触觉力检测及反
馈系统研究

医学+X

11818378 卓建勇 医学院 （学术学位）外科学 徐骁/申有青/邱利焱 肝胆胰疾病相关药物研发 医学+X

11818379 陈迪宇 医学院 （学术学位）外科学 吴健/方文军 肝胆胰疾病药物相关研发 医学+X

11818380 黄赫辰 医学院 （学术学位）外科学 郑树森/姬峻芳 肝胆胰疾病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 医学+X

11818381 周嘉荣 医学院 （学术学位）外科学 王伟林/吴健 肝胆胰疾病相关医疗器械的研究 医学+X

11818385 应燕芸 医学院 （学术学位）妇产科学 张丹/纪守领 人工智能与生殖医学 医学+X

11818399 严嘉宁 医学院 微创医学 蔡秀军/尹俊 新型医用材料、医疗器械及3D打印技术的研 医学+X

11818401 张新杰 医学院 微创医学 蔡秀军/傅建中/贺永 新型医用材料、医疗器械及3D打印技术的研 医学+X

11818402 叶慧 医学院 重症医学
方向明/鲍虎军

临床大数据构建，CAD、AR/VR/MR在围麻醉期
危机事件预警和处理中的应用

医学+X

11818412 游毅 医学院 药理学 胡薇薇/李鹏/陈忠 小胶质细胞突触剥离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 医学+X

11819012 余芳英 药学院 药学
胡富强/袁弘/马忠俊

海洋活性天然产物的发现、药物分子靶向与
药物传递系统

海洋+X

11819036 张四杰 药学院 药学 瞿海斌/魏燕定/黄文君 智能制药技术 医学+X

11819042 陈小红 药学院 药学 高建青/申有青/邓人仁/仁艾明 药用高分子材料及纳米医学 医学+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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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9049 吴静成 药学院 药学 陈枢青/吴健 肿瘤精准治疗新靶标的人工智能分析 医学+X

11820016 郑雨竹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刘渊/吴俊/王智/童昱/王小毅 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变革 文科+X

11821006 李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陈焰/ 网络系统与应用安全 信息+X

11821016 王伽臣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巫英才/张辉 计算体育学 文科+X

11821017 江彦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林海/杨晓明/孙继红 手术机器人智能辅助技术的研究 医学+X

11821027 莫少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蔡铭/王进/许力/赵铁军/林兰芬 医学成像读片机器人及智能诊断技术研究 信息+X

11821031 李嘉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汤斯亮/姚玉峰 眼科图像分析 信息+X

11821053 胡璐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锐/高在峰

虚拟现实视觉沉浸感知机制研究与高真实感
信息合成

信息+X

11821063 郦家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数字化艺术与设计 孙凌云/赵航芳 数字化设计 海洋+X

11821070 周侠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吴春明/ 计算机软件+网络空间安全 信息+X

11821098 阮东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郑能干/郑敏/施毓 肝胆胰疾病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 医学+X

11822004 涂怡欣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郁建兴/何文炯/许正平/何子英/
陈丽君/王红妹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文科+X

11823005 皇甫博媛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新闻传播学 韦路/陈积明、吴赟 大数据与网络舆情 文科+X

11824014 周安达 航空航天学院 固体力学 黄志龙/王宏涛/方攸同 动力学系统与控制 工学+X

11824017 曹许诺 航空航天学院 固体力学 李铁风/朱世强/宋伟/陈正/王滔 海洋机器人与智能装备 海洋+X

11824038 郭刚 航空航天学院 工程力学
钱劲/余红

结合生物材料、组织工程等研发干细胞治疗
心力衰竭关键技

医学+X

11824042 贾维彬 航空航天学院 导航、制导与控制 李平/邵雪明 无人机智能导航与控制 工学+X

11825040 殷晓红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杨华勇/王建安 软组织生物3D打印技术及装备研制 工学+X

11825051 高奇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及理论 刘振宇/吴飞  高端装备智能创新设计 工学+X

11825070 顾则明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傅建中/林辉/贺永 跨宏微结构3D高仿肝脏器官打印技术的研究 医学+X

11825076 盖小涛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杨灿军/潘翔/金波/吴世军/李培 机械电子工程、海洋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 海洋+X

11825077 李锦涛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杨华勇/姚玉峰，王慧明，梁廷波软组织生物3D打印技术及血管化 医学+X

11826023 欧阳冲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洪樟连/刘维屏/文岳中 环境工程材料 工学+X

11826042 谢亚丹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 韦华/张泽 超重力下材料动态失效行为 工学+X

11826075 张嘉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学 翁文剑/王慧明/程逵/林军 医学 工学+X

11827060 叶盛 能源工程学院 化工过程机械 郑津洋/郑津洋/梅德庆/顾超华 氢能 工学+X

11827062 曾桂陶 能源工程学院 化工过程机械 吴大转/冷建兴/许超/宣海军/黄滨智能船舶技术 海洋+X

11827080 王志得 能源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肖刚/肖刚/倪东 控制工程 工学+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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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8039 冯黄河 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冯连芳/邵之江、陈曦、张才亮 化学工程与工艺/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学+X

11828042 余开武 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和庆钢/张宏/田梅/周民

多模态靶向探针的研究及其在干细胞示
踪上的应用

工学+X

11829008 曹婕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高分子材料   刘建钊/冯新华 高分子化学和细胞及分子生物学 工学+X

11829018 周同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高分子材料  高长有/叶娟/欧阳宏伟 生物医用材料 工学+X

11829028 李耀凯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高分子材料 陈红征/陈红征/刘旭/杨旸/李昌治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工学+X

11829037 童宗睿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高分子材料 毛峥伟/王伟林 肝胆胰疾病方向生物材料的研究 医学+X

11830028 何木斌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钱骏/李恭会

短波红外荧光成像技术应用于泌尿系统
肿瘤诊断和治疗

信息+X

11830045 徐鹏程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刘旭/王良静/刘华锋 光学/医学 信息+X

11831022 阮世健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丁勇/牛田野/孙晓南 计算机辅助诊断 信息+X

11831040 马天宇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徐文/陈惠芳/李建龙 海洋信息技术 海洋+X

11831048 梁子原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赵民建/任奎 旁路与系统安全 信息+X

11831059 李梦露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汪小知/谈伟强 医学 信息+X

11832029 林晓文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陈曦/LT Biegler/冯连芳 流程工业质量优化与控制 信息+X

11832036 高向珊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陈积明/程鹏/孙优贤 工控安全 信息+X

11834005 曹锃 海洋学院 海洋工程 梁旭/王立忠/曾江宁 海洋岩土工程与海洋环境工程 海洋+X

11834020 冯博 海洋学院 海洋工程 张大海/李伟/林勇刚/刘宏伟 海洋工程与机械电子 海洋+X

11834025 高会言 海洋学院 海洋信息科学与工程 徐志伟/虞小鹏 海洋信息与集成电子 海洋+X

11834033 吴彦奇 海洋学院 海洋资源与环境 陶春辉/李春峰 海底科学 海洋+X

11834036 高巧玲 海洋学院 海洋工程 陈家旺/徐文/顾临怡/龚顺风 海洋观测与海洋预报 海洋+X

11834047 许晨光 海洋学院 海洋工程 冷建兴/吴大转/沈林维 船舶与海洋工程智能装备 海洋+X

11838006 童政毅 地球科学学院 构造地质学 丁巍伟/程晓敢/林秀斌 构造地质学，岩石地球化学与海洋地球物理 海洋+X

11838010 占俊达 地球科学学院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杜震洪/潘德炉/吴飞/周燕/潘建明

海洋观测、海洋遥感、海洋生态与计算机
人工智能

海洋+X

11838012 王欣 地球科学学院 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杜震洪/黄克玲/吴自银/何贤强/陈海洋生态、海底科学、海洋遥感与海洋环境 海洋+X

11838014 王奥星 地球科学学院 构造地质学
阮爱国/初凤友/陈汉林/叶瑛/李小

海洋地质构造、海底地震与深部构造、海洋
地球物理

海洋+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