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公告 

2022年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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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审议并表决同意授予270人博士学位。 

根据《复旦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规定，学位申请人自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作出授予其学位决定之日起即获得相应的学位，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

公布之日起，任何人均可对相应的决定提出异议。自2022年1月13日至2022

年3月13日，如对本次公布的授予博士学位人员持有不同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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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 
哲学 4人  

中国哲学1人 KONSTANTIN TITOV  

外国哲学1人 孙嘉琪  

伦理学2人 黄斌 孟令宇  

 

经济学8人  

经济思想史1人 王嘉  

西方经济学4人 袁婷 陈洲 李夏伟 张建鹏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1人 黄伟  

产业经济学2人 邓贻龙 王钦云  

 

法学8人  

政治学理论1人 胡淑佳  

中共党史1人 谈思嘉  

国际政治1人 GORDON KOJO NYAME MENSAH-YAWSON  

社会学1人 靳亚飞  

人口学1人 袁益  

人类学1人 WON KUK GONG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人 王东波 王晓蕾  

 

文学14人  

文艺学1人 沈若然  

汉语言文字学1人 宋华强  

中国古典文献学1人 李霜洁  

中国古代文学3人 王英达 郭小小 豆红桥  

中国现当代文学2人 周紫薇 林静声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1人 赵海涛  

英语语言文学1人 宫昀  

新闻学3人 孙宇 陈鑫盛 贺才钊  

传播学1人 褚传弘  

 

历史学16人  

考古学1人 陈嘉琦  

中国史9人 
陈懿人 阙海 张延和 丁乙 贺梦楚 

张宁 谭嘉伟 岳敏静 朱梦中  

世界史6人 魏灵学 李晨 褚书达 关依然 刘山明 



 殷九洲  

 

理学116人  

应用数学2人 张翊 陈笛  

运筹学与控制论1人 刘若杨  

物理学2人 文玮 赵赓  

理论物理1人 高兰兰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1人 余涛  

凝聚态物理5人 陈维 何政 夏鸿 车治辕 刘昌勤 

无机化学1人 张辉  

分析化学2人 刘玄 胡旭芳  

有机化学4人 陈军 储豪科 李三亮 徐金诚  

物理化学4人 贺露露 史鼎任 盛治政 范玉桥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6人 
郑爽 弓一帆 李聪聪 杨孝伟 李宁 

赵宇澄  

化学生物学3人 李永芳 定力 杨麓洁  

植物学1人 姜晓琦  

微生物学4人 张嘉农 王玉臣 吴群峰 张轩  

神经生物学11人 

蔡玮 刘宏志 钱康伟 刘雅安 杜蘅 

陶晓冬 张雯雯 王铎 徐彬鑫 产江平 

许梦习  

遗传学7人 
张丽 缪朗曦 刘本欣 姜婷 彭美芳 

宋梦华 周国强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7人 
张文 刘昀赫 李宁 李亚然 刘翠翠 

裴璇 许佳慧  

人类生物学1人 刘佳星  

生物统计学2人 晏紫君 刘鹏飞  

流体力学2人 汪婷 张靖宇  

物理电子学3人 侯丹丹 黄经纬 魏娴  

电路与系统1人 陈睿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11人 

曹永峰 胡毅 刘磊 戴风伟 裴俊翔 

王威振 吴天祥 徐荣金 纪书江 李炎 

徐刚伟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1人 李商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人 刘健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4人 高珺 杨智慧 李林蔚 雷一鸣  

计算机应用技术5人 黄一博 高永伟 周练 吴沁倬 王丽 

数据科学1人 曹满亮  

环境科学4人 李镕汐 刘益良 张瑞峰 王宇  



环境工程1人 史志坚  

病原生物学1人 陈刚  

药物化学4人 边江 吕训磊 程华 张涛  

药剂学5人 钱康 唐文婧 张龙龙 陈星 何文秀 

生药学1人 夏校  

药物分析学1人 李秀秀  

药理学5人 何观虹 刘巧凤 马海建 刘迎强 王静欢 

 

工学19人  

光学工程3人 姚龙芳 荆奇 谢亮华  

材料物理与化学5人 陈伟 程巧焕 吉翠萍 滕振 赵哲 

材料学2人 陈欣 雷龙林  

生物医学工程4人 任浩冉 聂英男 范嘉浩 王意茹  

软件工程5人 黄凯锋 何郁郁 谢晨昊 周顺帆 侯慧莹 

 

工程9人  

电子与信息6人 
罗光圣 蒋卓韵 张海娟 陈智浩 韩志乐 

单伟君  

生物与医药3人 周樱 耿辰 陈艺丽  

 

材料与化工1人  

材料与化工1人 程宝昌  

 

医学43人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1人 许接天  

免疫学1人 邹本坤  

病原生物学2人 王洋 蔡艳星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2人 陈书仪 程倩云  

分子医学1人 夏明杨  

医学系统生物学5人 朱旭国 曹康丽 徐鹏 何香川 彭雪晴 

内科学5人 马秀瑞 钟冬祥 邵小青 王亚洁 郭晓鹃 

儿科学4人 张澜 杨雪 艾丹阳 杜敏  

神经病学2人 夏露 梁小妞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2人 詹嘉 王婷婷  

外科学5人 李豪杰 黄俊明 张伟韬 林志飞 余作冲 

妇产科学1人 费何  

耳鼻咽喉科学2人 姜文秀 陈柏文  

临床口腔医学1人 张梦涵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3人 刘安妮 范伟 曾梦遥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1人 杨丹丹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1人 顾春怡  

中西医结合基础1人 杨维  

中西医结合临床1人 吕忠宽  

护理学2人 刘雯 张雯  

 

临床医学13人  

外科学3人 陈振航 罗忆泓 高志慧  

内科学2人 李舒宇 齐峰  

儿科学1人 王睁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2人 朱宇莉 陈武飞  

妇产科学2人 黄红蓝 张运强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1人 邱晓  

麻醉学2人 涂梦云 马媛媛  

 

管理学19人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1人 张琦  

会计学1人 高翀  

企业管理3人 李荣华 刘春霞 周瑛  

旅游管理2人 KIM JIWOO 李颖  

市场营销1人 余灵芝  

行政管理2人 郭奕贤 马心怡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5人 叶迎风 黄果 尚文茹 王希晨 张之凡 

教育经济与管理1人 刘阳  

环境管理1人 王珏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1人 贾文龙  

公共政策1人 廖福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