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公告 

2022 年第 2 号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 2022 年 1月 11日召开了第 108 次会议。会

议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长金力主持，参加会议并投票的委员有 31

人。会议审核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涉及 222人（269 个岗位），

审核认定跨一级学科培养研究生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涉及 15 人

（16个岗位）。 

根据《复旦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管理办法》，在公布表决通过的博

士生指导教师名单后 1 个月内无异议者，将获得我校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

职资格。自 2022年 1 月 13日至 2022年 2 月 12日，如对本次公布的博士生

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人员持有不同意见，可直接向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

会办公室书面提出。 

特此公告。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22 年 1月 12日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 108 次会议通过的 

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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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类 博士点名称 博导姓名 

哲学 

逻辑学 姚宁远 

美学 鲁明军 

宗教学 郁喆隽 

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尹晨、张伊娜 

金融学 黄毅 

法学 

法律史 赖骏楠 

中外政治制度 包刚升 

中共党史 肖存良 

国际政治 陈拯 

外交学 张晓通 

社会学 黄荣贵 

社会心理学 周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严金强 

文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程弋洋 

新闻学 刘勇 

历史学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柴秋霞 

历史地理学 徐建平 

专门史 Rostislav Berezkin、邓菲 

世界史 陆启宏 

理学 

基础数学 石荣刚、苏伟旭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Elie Francis AIDEKON 

应用数学 丁维洋 

运筹学与控制论 张静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马龙 

凝聚态物理 阮威 

凝聚态物理 徐海超、徐长松、余伟超 

无机化学 程晓维、凌云 

分析化学 陈惠、凡勇 

有机化学 钱辉、杨俊锋 

物理化学 董晓丽、朱义峰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陈培宁、王兵杰 

大气科学 冯杰 

微生物学 陶丽、王吉鹏、余垚 

神经生物学 

邓娟、范文英、柳申滨、倪剑光、邱志欣、宋彬、

邰一琳、唐逸泉、王丹丹、王涛、吴瑞琪、肖雷、

熊曼、许智祥、杨涵婷 



遗传学 张雪莲、郑煜芳 

发育生物学 孙磊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陈丰荣、陈立、何云刚、黄刚、黄立豪、邱敏、施

冬云、张朝、张思、张琰青 

生物信息学 吴浩 

人类生物学 郑媛婷 

生态学 胡俊韬、王玉国 

统计学 陈思明、王勤文、张力、郑卫国、朱雪宁 

工学 

光学工程 姚其 

材料物理与化学 黄海、梁佳、刘艳颜、韦嘉 

材料学 朱凡 

物理电子学 李文武、田朋飞 

电路与系统 徐跃东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荆一楠 

计算机应用技术 殳峰、郑骁庆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董一群、祖迎庆 

环境科学 余兆武 

环境工程 刘翔、燕姝雯 

生物医学工程 曹淼、陈文明、郭翌、刘欣、乔豫川 

网络空间安全 李晟、杨哲慜 

医学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Linya YOU(尤琳雅)、王作云 

病原生物学 吕亮东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李飞、徐延勇 

医学系统生物学 蓝贤江、申华莉、汪振天、周祥 

内科学（心血管病） 刘海波、姚康、叶茂青 

内科学（肾病） 潘阳彬 

儿科学 盛伟、汪吉梅 

皮肤病与性病学 吴金峰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张盛箭 

外科学（胸心外） 范虹、孙晓宁 

外科学（骨外） 张弛 

外科学（普外） 张轶群 

妇产科学 金丽、刘海鸥、熊钰 

眼科学 黄欣、瞿小妹、张圣海 

耳鼻咽喉科学 任冬冬、孙珊 

肿瘤学 陈洁、张倜、沈霞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车焱、李园园、谢鹭、朱虔兮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赵金镯 

药物化学 雷新胜 

药剂学 雷祖海、沈顺、孙涛 

生药学 程志红、雷春 

药理学 丁凤菲 



管理学 

企业管理 卫田 

行政管理 陈水生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王颖 

交叉学科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陈建利、解玉凤、严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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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审核认定的博士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名单 

博士点名称 博导姓名 认定类别 

神经生物学 王艺 跨专业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贺福初、屈卫东 跨专业 

生物信息学 Yin YAO(姚音) 跨专业 

生物统计学 田卫东 跨专业 

材料物理与化学 褚君浩 跨专业 

学位类别 博士点名称 姓名 

专业学位 

电子信息 

Jon Timmis、XU，JEFFREY JUNHAO、Zhan Xu、陈

建利、陈时友、陈赟、陈钊、丁晨阳、董一群、冯

锦璋、高跃、郭翌、黄雄川、黄宇、解玉凤、荆一

楠、景蔚亮、雷光寅、李晟、李文武、林学民、宁

吉强、乔豫川、沈磊、殳峰、宋恩名、田朋飞、王

家骐、王月霞、徐士杰、徐跃东、严昌浩、杨哲

慜、姚其、张峰、张俊文、郑骁庆、祖迎庆 

材料与化工 

晁栋梁、崔继斋、顾广新、黄海、李巧伟、李振

华、梁佳、刘艳颜、韦嘉、吴红艳、燕姝雯、朱

凡、朱秀萍 

生物与医药 

Valerie VOON、曹志伟、陈立、程志红、迟喻丹、

丁光宏、丁宁、高西辉、贺福初、季斌、蒋泓、雷

春、雷新胜、雷苑、雷祖海、李博、刘婷姣、刘继

勇、刘翔、卢燕、卢懿、罗畯义、屈前辉、粟硕、

孙涛、王红艳、王红阳、王璐、熊娟、颜标、叶浩

彬、余兆武、张晓阳、张雪莲、赵金镯、赵同金、

郑媛婷 

临床医学 

陈洁（附属肿瘤医院）、陈洁（附属华东医院）、

陈蔚、陈源文 、范虹、方艺、顾岩、胡杰、金

丽、李济宇、梁宗辉、刘海波、潘阳彬、瞿小妹、

孙晓宁、汪吉梅、熊钰、徐辉雄、徐旭东、姚康、

易诚青、张弛、张盛箭、张倜、张轶群 



物理电子学 张来武 跨专业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杨晓峰 跨专业 

数据科学 漆远 跨专业 

生物医学工程 李富友 跨专业 

分子医学 于敏、汤其群 跨专业 

医学信息学 宋志坚 跨专业 

电子信息 褚君浩 跨专业 

生物与医药 叶定伟、俞燕蕾 跨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