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大学 2019 年拟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名单公示 

序号 姓名 申请学位类型 申请专业 拟申请院系 申请人工作单位 

1  肖朝耿 学术学位 食品科学 生工食品学院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食品科学研究所 

2  黄伟素 学术学位 食品科学 生工食品学院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3  谭学莹 学术学位 药学 药学院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4  冯国芳 学术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5  竺王玉 学术学位 肿瘤学    医学院 舟山医院 

6  郑筱娇 学术学位 遗传学  医学院 宁波市第一医院 

7  潘涛 专业学位 儿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8  方美新 专业学位 儿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9  王化锋 专业学位 儿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10  林舒鹏 专业学位 儿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11  徐玮泽 专业学位 儿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12  胡晨旻 专业学位 儿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3  於林军 专业学位 儿科学    医学院 浙江省台州医院 

14  陈静静 专业学位 耳鼻咽喉科学 医学院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15  裘世杰 专业学位 耳鼻咽喉科学  医学院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16  王家建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17  郑智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温州市人民医院 

18  贺伟华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9  陈璐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20  王琳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21  陈建敏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2  王婕妤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23  董添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24  张永清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25  陈曦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浙江省肿瘤医院 

26  刘松君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27  马麟娟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28  黄永洁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29  朱琳玲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30  李奎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31  祝文婷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32  杨心运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33  詹欣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4  朱丽波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35  赵雪 专业学位 急诊医学 医学院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6  郑悦亮 专业学位 急诊医学  医学院 浙江省人民医院 

37  葛赟  专业学位 急诊医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8  江利冰 专业学位 急诊医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9  王丹丹 专业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40  来建波 专业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41  刘佳玉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医学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42  邓淑丽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43  周娜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44  董玲玲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45  石倚天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46  傅涛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47  林慧平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48  陈超群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49  徐志伟 专业学位 麻醉学 医学院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 

50  杨瑾婷 专业学位 麻醉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51  肖飞 专业学位 麻醉学   医学院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52  张艳婷 专业学位 麻醉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53  张红刚 专业学位 麻醉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54  郭少惠 专业学位 麻醉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55  郭雪娇 专业学位 麻醉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56  涂盛 专业学位 内科学（传染病）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57  顾超 专业学位 内科学（传染病） 医学院 嘉兴市第一医院 

58  刘剑 专业学位 内科学（传染病）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59  朱丽娜 专业学位 内科学（风湿病）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60  王斌梁 专业学位 内科学（呼吸病） 医学院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61  杨琪 专业学位 内科学（呼吸病） 医学院 浙江省嘉兴市第一医院  

62  路伟娜 专业学位 内科学（呼吸病）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63  姜雪 专业学位 内科学（肾脏病） 医学院 杭州市中医院 

64  章粉明 专业学位 内科学（消化病）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65  陆超 专业学位 内科学（消化病）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66  虞卫华 专业学位 内科学（消化病）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67  姚家树 专业学位 内科学（消化病）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68  纪小微 专业学位 内科学（消化病）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69  徐淼 专业学位 内科学（消化病） 医学院 宁波市第一医院 



70  林艳 专业学位 内科学（心血管病）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71  林宛兵 专业学位 内科学（心血管病）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72  钟进彦 专业学位 内科学（心血管病） 医学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73  李振威 专业学位 内科学（心血管病） 医学院 宁波市第一医院 

74  金云鹏 专业学位 内科学（心血管病）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75  梅琛 专业学位 内科学（血液病）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76  许能文 专业学位 内科学（血液病） 医学院 丽水市中心医院 

77  卜璋于 专业学位 皮肤病与性病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78  郑俏丽 专业学位 皮肤病与性病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79  胡正祥 专业学位 神经病学  医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80  谢非 专业学位 神经病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81  张文颖 专业学位 神经病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下沙院区 

82  钱淑霞 专业学位 神经病学  医学院 嘉兴市第二医院 

83  沈宇斐 专业学位 神经病学  医学院 嘉兴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84  覃艳华 专业学位 神经病学   医学院 杭州市下沙医院 

85  张利 专业学位 神经病学      医学院 浙江省人民医院 

86  丁凌志 专业学位 外科学（骨外） 医学院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学院附属医院） 

87  干开丰 专业学位 外科学（骨外） 医学院 浙江省宁波市李惠利医院 

88  吴海昊 专业学位 外科学（骨外） 医学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 

89  林贤丰 专业学位 外科学（骨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90  朱芳兵 专业学位 外科学（骨外） 医学院 杭州萧山中医院 

91  徐乔龙 专业学位 外科学（骨外） 医学院 慈溪市人民医院  

92  李海东 专业学位 外科学（骨外） 医学院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93  任世红 专业学位 外科学（骨外） 医学院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94  孙震宇 专业学位 外科学（骨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95  丁钱海 专业学位 外科学（骨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96  张驰 专业学位 外科学（骨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97  陈文良 专业学位 外科学（骨外） 医学院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医院（瑞祥院区） 

98  徐红伟 专业学位 外科学（骨外） 医学院 嘉兴市第二医院 

99  吴佳琦 专业学位 外科学（骨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00  高建国 专业学位 外科学（泌尿外） 医学院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01  傅晶 专业学位 外科学（泌尿外） 医学院 绍兴第二医院 

102  潘华锋 专业学位 外科学（泌尿外） 医学院 浙江省宁波市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103  金晶 专业学位 外科学（普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04  蔡贤磊 专业学位 外科学（普外） 医学院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105  钟欣 专业学位 外科学（普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下沙院区 

106  吕振晔 专业学位 外科学（普外） 医学院 浙江省人民医院 

107  肖诚 专业学位 外科学（普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08  王超 专业学位 外科学（普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09  张志军 专业学位 外科学（普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10  王霖沛 专业学位 外科学（普外） 医学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1  黄冰锋 专业学位 外科学（普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12  黄永刚 专业学位 外科学（普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13  徐绍岩 专业学位 外科学（普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14  郭海军 专业学位 外科学（普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5  杨健 专业学位 外科学（普外） 医学院 浙江省台州医院 

116  谈振华 专业学位 外科学（普外） 医学院 浙江省湖州市中心医院 

117  张静 专业学位 外科学（普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18  孙忠权 专业学位 外科学（普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19  陈明 专业学位 外科学（普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20  潘军海 专业学位 外科学（普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21  叶晶芽 专业学位 外科学（神外） 医学院 余姚市人民医院 

122  王军友 专业学位 外科学（神外） 医学院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123  彭德清 专业学位 外科学（神外） 医学院 浙江省人民医院 

124  王泽锋 专业学位 外科学（神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25  秦冰 专业学位 外科学（神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26  叶科 专业学位 外科学（神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27  严敏 专业学位 外科学（神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28  樊婧雅 专业学位 外科学（胸心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29  艾则麦提.如斯旦木 专业学位 外科学（胸心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30  闵捷 专业学位 外科学（胸心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31  张利云 专业学位 外科学（整形外）     医学院 杭州星颜医疗美容诊所 

132  陈力 专业学位 外科学（整形外）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33  刘健 专业学位 眼科学 医学院 浙江医院 

134  于聪聪 专业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35  姚丽锭 专业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36  陈娅娅 专业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医学院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 

137  赵亚楠 专业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38  史玉书 专业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39  豆晓锋 专业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40  许多 专业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41  周洁洁 专业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医学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2  张秀峰 专业学位 肿瘤学 医学院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143  吕骏晖 专业学位 肿瘤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44  陆芩 专业学位 肿瘤学  医学院 杭州市下沙医院 

145  翟冲亚 专业学位 肿瘤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46  施利明 专业学位 肿瘤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47  郑中秋 专业学位 肿瘤学  医学院 浙江省台州医院 

148  丁锦华 专业学位 肿瘤学  医学院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 

149  卓文莹 专业学位 肿瘤学  医学院 慈溪市人民医院 

150  韩书文 专业学位 肿瘤学  医学院 湖州市中心医院 

151  顾本兴 专业学位 肿瘤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52  张煜 专业学位 肿瘤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53  俞甲子 专业学位 肿瘤学  医学院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 

154  封伟亮 专业学位 肿瘤学  医学院 浙江省肿瘤医院 

155  邹熠 专业学位 肿瘤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56  水永杰 专业学位 肿瘤学  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