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公告 
 

2017年第3号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2017年6月20日召开了第92次会议。会议由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长许宁生主持，参加会议并投票的委员有31人。会

议审议并表决同意授予991人博士学位，不同意授予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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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2日至2017年8

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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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6月21日 

 
 

 

 

 

 

 

 

 

 

 

 

 

fudan
学位评定委员会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92次会议 

通过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 
  

哲学 24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 6人 
王丹 李先悦 王滑冰 杨晓晶 何莹 

马丽娟  

中国哲学 6人 
王志刚 陈岘 易飞 李元 施阳九 

傅齐纨  

外国哲学 7人 
李彦岑 武潇洁 张云凯 卢毅 毛家骥 

吴晓平 陈志伟  

宗教学 1人 朱剑虹  

科学技术哲学 1人 李友钟  

国外马克思主义 1人 孙秀丽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2人 彭玉峰 李健  

 

经济学 32人  

政治经济学 3人 邱达春 周岚岚 顾皓卿  

经济思想史 1人 马学东  

西方经济学 8人 
陈达飞 陈登科 韩立彬 冯净冰 韩旭 

石庆玲 王祥 徐力恒  

世界经济 1人 宋超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2人 李碧浩 卢敏  

区域经济学 1人 陈至奕  

金融学 8人 
杜建徽 王爽 李华建 李辉 史霜霜 

斯子文 宋潇 汤伟  

产业经济学 5人 郭家堂 吕东伟 马昊 袁博 谭诗羽 

国际贸易学 1人 于洋  

数量经济学 1人 向攀  

统计学 1人 吴若凡  

 

法学 48人  

法学 6人 
陈记平 孔凡洲 凌捷 孙也龙 汤立伊 

于访勤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人 孙秀丽  

民商法学 1人 魏永  

诉讼法学 3人 冯亚景 舒瑶芝 李乾  



国际法学 3人 刘新民 吴宁铂 尹海新  

政治学理论 2人 黄天柱 汪仲启  

中外政治制度 1人 马彦银  

中共党史 2人 孙鹏 陶厚勇  

国际政治 10人 

余盛兴 逄增珺 田艺琼 GARCIA ROBIN MICHAEL 

MINAMI TSUYOSHI 李明月 FARAN SHOAIB NARU 

张嘉明 文智暎 吴泽林  

国际关系 2人 郑英琴 王婉潞  

社会学 4人 聂玉梅 邹华华 刘江 苏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人 陈晓声 曹绿 邹汉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人 胡洪彬  

思想政治教育 9人 
胡晓敏 彭瑷莉 申宸 周源源 戴贝钰 

董金柱 耿瑞珍 刘铁英 袁海萍  

 

文学 78人  

文艺学 5人 王婷 傅涓 贾婷 刘婷 刘阳军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人 朱潇  

汉语言文字学 13人 

李璟 李惠江 谢友中 吴风航 毕燕娟 

潘薇薇 王倩倩 魏庆彬 吴术燕 闫亚平 

姚明辉 姚远 殷祯岑  

中国古典文献学 6人 
陈志向 萧海扬 朴晟佑 罗琴 李猛 

徐渊  

中国古代文学 12人 

张旭 张翔 邓富华 涂谢权 段天姝 

龚宗杰 胡媚媚 李良子 朱泽宝 吴心怡 

徐俪成 赵惠俊  

中国现当代文学 7人 
金慧姝 张梦妮 钟希 韩才恩 刘杨 

刘媛 徐迅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4人 吴慧敏 胡梦颖 高原 陶艳柯  

中国文学批评史 1人 刘宏辉  

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 2人 黄劲草 刘朦  

现代汉语语言学 2人 张汶静 马宝玲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 1人 董志  

中国文学批评史 3人 窦瑞敏 李梦圆 刘思齐  

现代汉语语言学 2人 叶婧婷 吴有晶  

英语语言文学 2人 龚萍 王燕华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人 赵亘 祝晶  

新闻学 7人 
常姗姗 王梅芳 江娟 李暄 马凓 

王晓宁 张梅芳  

传播学 6人 陆臻 汪伟 周睿鸣 戴宇辰 胡月 



秦朝森  

广播电视学 2人 曾薇 施畅  

 

历史学 48人  

考古学 6人 
陈力子 郭璐莎 朱峤 王太一 张昱 

朱懿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3人 姜玢 厉樱姿 谢银玲  

历史地理学 3人 靳煜 章宏伟 史雷  

专门史 3人 庄辉 舒铁 区永超  

中国近现代史 4人 黄静 胡勃 陈俊仁 顾春梅  

中国史 22人 

樊芸 刘猛 谢一峰 叶宪允 庄宏忠 

黄飞 黄健 李竞恒 刘亚娟 蒙海亮 

申艳广 王皓 王锐 王申 保罗 

耿金 姜建国 张莉 郑俊华 韩虎泰 

韩健夫 张乐锋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1人 张骏  

世界史 6人 
王印 叶乐乐 金二威 宋晨 徐丹 

韩家炳  

 

理学 339人  

基础数学 10人 
胡勇 杨铖 易超 孙懿 曹乘铭 

许扬 于光升 周安奕 楼琦 杨安明 

计算数学 5人 冷竞 李经纬 魏贺杰 严阅 车茂林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人 李凡群 王武 何勇  

应用数学 8人 
陈余康 邓凡 高源 罗修文 赵磊 

郑仁 朱异 崔龑  

运筹学与控制论 1人 王晔  

理论物理 10人 
罗伟杰 马少杰 苗子齐 王攀硕 张越宇 

周正阳 李杰 刘成延 GHASEMI NODEHI MASOUMEH 

 雅阁浦  

原子与分子物理 2人 司然 马小军  

凝聚态物理 16人 

陈国瑞 龚欣欣 魏心源 程静欣 何兰坡 

李力恺 林冬冬 牛晓海 蔚安然 徐迪飞 

张家玮 周通 程佩红 黄忠梅 吴琼 

徐洁  

光学 14人 

石卉 徐钰晨 胡涛 徐永奎 孙海彬 

李惠 沈波 唐明洪 王东辰 杨旭 

贺若愚 王亚峰 王占雨 吴迪  



无机化学 16人 

辜敏 沈斌 徐明 周磊 林琳 

吕光磊 王培园 庞青青 王春 王睿 

袁薇 张倩倩 邹先梅 陈珊珊 王昱沆 

涂斌斌  

分析化学 5人 赵曼 袁文娟 孙长龙 孙念荣 肖静婧 

有机化学 9人 
郭榕 张引 王伟昆 邵银林 王海峰 

颜琳洁 朱海波 孙喆明 郑旦庆  

物理化学 19人 

汤莹 黄诚贇 李杰 董静 吴学众 

朱俊华 常郑 崔园园 党乾坤 范义秋 

郭自洋 李良昱 渠汇 苏娜 王寒 

魏王慧 张校捷 董晓丽 苏秀丽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24人 

黄翔宇 李浩东 林锦睿 徐志学 陈聪恒 

方广强 郜伟 李永明 刘香男 刘一江 

王雅娴 张卿隆 张振 苏帝翰 赵宇 

彭海豹 孙浩 田野 杨光 禹兴海 

左立增 何思斯 谭晶 张智涛  

化学生物学 3人 刘堇 朱幸俊 方盼  

植物学 3人 董姗姗 德吉 程珊梅  

生理学 2人 李杏辉 张爱洁  

微生物学 5人 李晨 黄晋江 李青 罗柳林 王京波 

神经生物学 10人 
陈露岚 赵晶晶 赵延芳 孙悦 江晓燕 

徐昊辰 刘慧敏 闫先侠 崔鹏 王嫚 

遗传学 14人 

乔晓京 刘旭 朱波 陈勇毅 茹欢委 

毕静 胡小丁 王诗铭 杨梦冉 张玲 

金晓锋 苏航 朱嗣博 韩艳艳  

发育生物学 3人 李刚 金艳 朱晓强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32人 

瞿苏 孙璐 赵晶 张雅坤 钱琰琰 

党婷 荣亮 石倩 何吓俤 王珍 

蔡丽丽 刘坤朋 邵苗苗 周水荣 刘天华 

李洋 山泽林 胡亮 张双双 陈俊毅 

李紫威 刘兵 宋毅 蔡倩倩 刘维斯 

刘益栋 彭佩克 孙蕊心 孙祖俊 张明明 

张叶 KHAN INAM ULLAH  

生物物理学 1人 李钟  

生物信息学 3人 王盼盼 周婧琪 阮航  

人类生物学 2人 韦兰海 文少卿  

生态学 4人 胡振宏 杨再超 陈帮乾 李兆磊  

生物统计学 2人 王晨阳 王婵  

流体力学 7人 傅渊 刘广 陈瑜 王珺 史倩 



杨曦中 赵云妹  

物理电子学 5人 赵江 王坤 王永刚 陈秋行 孔荀 

电路与系统 4人 虞翔 聂思晴 钮宇斌 詹璟原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12人 

郭明升 罗仕洲 付超超 王旭 李伟 

钮圣虓 钱仕兵 赵胜勋 朱骏 钱耀 

邵金海 张林庆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5人 王峰 王一光 李洁慧 许育铭 陈龙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6人 
代志龙 黄文健 林苑 刘晓东 郁钱 

崔万云  

计算机应用技术 7人 
刘翔 徐曼 沈亚田 宫叶云 王硕鸿 

程勇 戴琦  

环境科学 4人 彭国涛 石金 王东方 毕文龙  

环境工程 4人 YOUNAS RAFIA 黄志伟 刘欢 曹新 

病原生物学 11人 

孟璐 张雯 贾小芳 黄俊 戚倩倩 

朱凌燕 杜晓婷 贾昊迪 李浩洋 满素勤 

于玉凤  

放射医学 2人 范敦煌 杨振  

分子医学 2人 肖柳玲 肖家军  

医学系统生物学 2人 赵然 徐文绮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1人 马骁  

卫生毒理学 1人 卢大胜  

药物化学 10人 
徐鸽 郝云鹏 崔洪 高扬 何建明 

唐宇 王明亮 徐上虎 王立军 王绍飞 

药剂学 10人 
唐登峰 沈杰 任筱青 王亦男 段子卿 

高洁 张春 扎琪亚 高西辉 武卓 

生药学 1人 温泉  

药物分析学 3人 凌今 徐琛 康宏艳  

药理学 12人 

罗姗姗 刘佩佩 王莹 林赵虎 骆倩倩 

钱建畅 张秋艳 张学赛 张朕华 周玉付 

李睿 朱慧文  

临床药学 4人 李文思 徐勤霞 刘菁 庆涛  

 

工学 22人  

光学工程 1人 王昊天  

材料物理与化学 11人 

曾元宏 方阳福 刘玉云 徐晓婕 王家林 

程一峰 唐建华 蔡传林 陈振 武艺 

闫凯  

材料学 1人 张熠霄  

生物医学工程 3人 蒋东生 徐福兴 LAKALIABADI SAEID  



医学电子学 2人 王建飞 赵金鑫  

生物力学 3人 马琼旭 李建军 司彪  

软件工程 1人 姜清涛  

 

工程 4人  

生物与医药 4人 张高峡 邹凌燕 陈晓冬 吴宏宇  

 

医学 220人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4人 顾丹丹 陈静 权哲 王强利  

病原生物学 7人 
许涛 王葳 王洋 林君玉 莫小辉 

梁青 杨瑜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10人 
周春仙 邱燕燕 崔风云 徐晨 孔辉 

祁德波 蒋丽 林万润 杨文琳 袁功盛 

分子医学 1人 马竞  

内科学 44人 

肖宏 刘芳蕾 叶宽萍 唐晓丹 丁佳 

王倩 陈海燕 李晨光 刘晓燕 叶伶 

殷欣 关熠 郭蓓宁 郭俊杰 何明燕 

胡家昌 黄仁政 李璟寰 鲁迪 吕蓓 

马雷雷 申程 石洪涛 石林 孙敏敏 

夏妍 赵广西 朱建兵 鲍素霞 刘磊 

潘亦达 沈震 苏静 万云 吴帮卫 

叶美萍 张绿 赵苗 朱载华 安晓飞 

刘岽 郭红磊 盛丽莉 孙建军  

儿科学 11人 

孙轶 沈桢 张惠锋 吕静雯 姚琼 

王能里 顾若漪 张冉冉 张赟健 周秉睿 

周婧婧  

神经病学 7人 
刘剑英 杨琦 万文斌 李丽喜 刘志军 

王莹 徐威  

皮肤病与性病学 3人 拓江 康俞莉 程琼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7人 

陈颐 陆清 刘莉 王希 杨烁慧 

谭辉 吴增宝 周国锋 狄宁宁 葛璟洁 

文剑波 张海娴 李瀛 杨蔚 程增辉 

汪咏莳 杨丽  

临床检验诊断学 1人 梁伟  

外科学 47人 

姚冽 张毅 孟德华 艾克拜尔·买买提 

蔡明琰 李雪冬 王祥宇 殷潇凡 邱彦群 

林国文 蔡浩 端猛 郭宝磊 胡博 

黄傲 李剑昂 林长泼 刘王宓 柳双 

陆珠凤 秦承东 沈盛 汤文涛 王程浩 



王海玉 王硕 王洋 王正林 徐晓玥 

杨斐 朱梁 朱卫平 代军涛 杜培准 

胡吉梦 马富凯 孟冲 王洪立 王建青 

吴斐 杨超群 叶钊 张自强 阿卜杜 

刘吉凯 王占宇 张勇  

妇产科学 10人 
陈国武 杜彦博 吴比 单伟伟 丁岩 

涂晓宇 包灵洁 侯新新 马敏 张晓丹 

眼科学 8人 
王靖 高凤 顾瑞平 林通 沈阳 

吴丹 宣懿 赵镇南  

耳鼻咽喉科学 13人 

李伟 陈颖 戴琪 洪娟 林晨 

刘红 谭俊 唐冬梅 王杰 薛超 

张清照 周健 郭志强  

肿瘤学 19人 

陈嘉健 董银英 刘杨 郑苏苏 程超 

甲铭 贾晓青 金凯舟 廖晓红 林凤娟 

刘晓军 鹿语 史荣亮 孙伟 王绍佳 

王维格 王小方 翁微微 周支瑞  

运动医学 2人 万方 智云龙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10人 

郭文天 周昌明 陆明 高强 潘蓉 

于传宁 陈海涛 顾华 NATHAN CHIMBATATA 

魏倩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1人 汪萃萃  

中西医结合基础 2人 岳娜 韩秋琴  

中西医结合临床 3人 张静思 张臻年 张晨月  

 

临床医学 145人  

内科学30人 

徐赟玙 邓欣 郑鋆 俞一飞 宋晓诚 

章箎 李慧洋 何俊 陈亮宇 顾陈琳 

徐灵菡 张敏 刘楚 周倩琳 徐梦莹 

刘成凤 贾雪琦 李晶 孙全娅 陶然 

陈小果 王颖 侯东妮 马嘉琪 骆煜 

张馨赟 郑建铭 高稳 毛雨晴 丁和远 

儿科学 2人 叶孜清 李奕洁  

神经病学 10人 
旷神怡 罗雯怡 苏娅 赵明秋 杨可 

朱恂 杨文波 茅翼亭 陈科良 王子高 

皮肤病与性病学 6人 
石文娣 陈鹴 赖冠尹 王轩 鲁佳莹 

杜娟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8人 
楼可全 金开璞 陈依心 徐慰幸子 黄喆慜 

陈雅玲 王卫卫 方靓   

外科学 50人 孙铂林 张树泽 焦姮 杨硕 王晗明 



苑诗文 殷侃骅 戚迪 张晓岑 潘天岳 

苏佳斌 孙豪庭 华秉譞 张启 杨天 

江涛 王懿焘 陆奇 朱嘉希 李凌峰 

周峰 张启麟 杨骏晟 边冲 徐策 

金玉麟 杨亮亮 王佳骏 庞朝晖 柴昉 

胡旻 莫非 周天羽 谈宇龙 蔡伟 

唐钵 庞艳蓉 李深茜 潘思妲 伍秋宁 

何安琪 胡沐霜 蔡圣咏 杨璐宇 敖荣广 

董元强 何文强 李京润 张宁 秦春枝 

妇产科学 5人 俞萌 尹博 肖喜荣 张宁 夏和霞 

眼科学 7人 
汪星朦 韩田 黄洁 李萌 马睿琦 

符书昊 郭洁  

耳鼻咽喉科学 1人 张菁  

肿瘤学 22人 

刘梦盈 何圣梁 卜石 王若曦 林颖奇 

俞文成 宋左东 钱凯 周力 马丁 

姜惠琴 胡佳倩 张婷婷 全晨莲 李玉姣 

杨望 胡冉 段雅晨 于慧 杨海源 

郑以孜 蒋京伟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人 汤昕未  

麻醉学 3人 李艾伦 彭孟圆 徐丽颖  

 

管理学 31人  

管理科学与工程 3人 许肇然 孙书娜 傅江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人 王筱纶 陈弘 张沛然  

会计学 6人 
刘璇 徐媛媛 曹新伟 贾琬娇 刘白璐 

赵宜一  

企业管理 3人 徐之舟 李涛 吉祥熙  

旅游管理 2人 沈莺 刘心一  

市场营销 1人 邱榕蓉  

财务学 4人 李晓溪 刘静 安国志 左晓宇  

行政管理 1人 崔杨杨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3人 荣超 雷鹏 邱晗波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1人 沈沛文  

环境管理 2人 李长军 刘瀚斌  

公共政策 2人 诚然 毛万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