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公告 
 

2018年第3号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2018年6月26日召开了第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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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人。会

议审议并表决同意授予1010人博士学位，不同意授予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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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28日至2018年8

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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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27日 

 
 

 

 

 

 

 

 

 

 

 

 

 

fudan
学位评定委员会



 

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95次会议 

通过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 

 
哲学 19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 5人 潘乐 伍洋 王广杰 武文超 徐艳如 

中国哲学 2人 陈华波 周磊  

外国哲学 5人 栾俊 肖根牛 姜维端 丁毅超 刘宏 

伦理学 2人 刘旻娇 杨丽  

宗教学 3人 XIANG MICHAEL YU XU MIKE 马松红  

科学技术哲学 2人 刘学良 张孟雯  

 

经济学 26人  

西方经济学 4人 栾小华 雷蕾 刘贯春 赵达  

世界经济 5人 李艳军 孙可哿 张勋 汪亚楠 周阳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人 赵琳 陈丹 胡健  

区域经济学 1人 周梦天  

金融学 7人 
孟一坤 金泽宇 刘一楠 吕思聪 王亚男 

姚佩怡 曾裕峰  

产业经济学 3人 项晞 刘学悦 古定威  

国际贸易学 3人 魏如青 赵瑞丽 郑乐凯  

 

法学 51人  

        法学 9人 
黄鹂 陈景伟 丁朋超 黄国涛 李晨光 

张璟 莫莉 裴长利 王晓翔  

民商法学 2人 王韶婧 王雪松  

诉讼法学 2人 肖国玉 高鹏  

政治学理论 7人 
鄢波 罗婕 詹轶 刘广莉 潘沛 

孙杨程 周光俊  

中外政治制度 1人 姜锐瑞  

中共党史 2人 吕啸 崔辉  

国际政治 9人 

江宏春 史田一 王雪婷 郭小琴 王凯 

ANDRES ORLANDO BORQUEZ BASAEZ BAQUERO RICARDO 

HUIJSKENS FLEUR ELISE KATIC IVANA 

国际关系 6人 
公为明 陈楷鑫 江天骄 连波 秦立志 

王晓虎  

社会学 5人 KIM SONG HEE 夏彧 李爽 赵凤 



黄聚云  

人口学 2人 梁同贵 李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人 黄睿 王桃珍 习兴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人 闫宇豪  

思想政治教育 2人 屈琳琳 龙洁  

 

文学 56人  

文艺学 6人 
翁晨 苏梦熙 王曦 王汝虎 张蕴贤 

朱恬骅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人 刘博 尚来彬 肖婉莹  

汉语言文字学 5人 
张凯 王志军 虞思徵 MIYATANI YUKI 

张昕晨  

中国古典文献学 5人 许丽莉 左鹏 任攀 林振岳 朱姝 

中国古代文学 6人 
李栋 俞芝悦 郑妙苗 刘佳 孙梦依 

翟墨  

中国现当代文学 11人 

BAE JU AE 靳路遥 贾泉林 张新璐 陈丙杰 

狄霞晨 丁茜菡 黄相宜 邹经 孟觉之 

吴羱奇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3人 黄晚 周海天 CHNG EE CHEIK  

中国文学批评史 2人 张炎 李耀威  

影视文学 1人 胡小兰  

英语语言文学 1人 黄培希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人 陈宁阳 单理扬 缪蓬  

新闻学 7人 
李永智 黄红英 钱佳湧 单凌 王智丽 

谢晨静 周雅  

传播学 3人 蔡润芳 高存玲 易红发  

 

历史学 31人  

考古学 2人 马晓光 杨小语  

中国史 25人 

归彦斌 刘耿 孙涛 杨长玉 张靖华 

郭从杰 何沛东 胡嘉麟 杨隽 钟无末 

周洁 庄程恒 成赛男 屈卡乐 陈岭 

郭墨寒 雷家琼 李骛哲 林秋云 王梅 

谢开键 张英梅 周永生 贾鸿源 宋立州 

世界史 4人 张洁 黄璐 刘茜茜 陈超  

 

理学 370人  

基础数学 12人 卢星 祝焕平 石云峰 郑芳婷 朱巧珍 



吴侃 戴佳亮 蒋报捷 但晖 黄岩 

李合朋 孙英特  

计算数学 4人 丁立涛 杨可人 郑津畅 王学忠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人 张明娟 沈云骢  

应用数学 8人 
方乐恒 张冉 孙正杰 王璟睿 徐哲 

周云逸 蔡圆 张辉  

运筹学与控制论 3人 俞励超 戴珺 尹雪元  

理论物理 11人 

邱孟 范风人 罗伟 谢云 忻辰 

余伟超 周阳 林志 张英杰 苏婷 

冯俊生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3人 程贵钧 韩志斌 张宏亮  

原子与分子物理 1人 张煜  

凝聚态物理 17人 

张恩泽 王华 王奇思 於逸骏 周和心 

勾鹏 雷江涛 刘皓 刘彦闻 任明强 

宋琦 王利明 王曙光 徐杨 姚岐 

张骏 薛阳  

光学 11人 

苏雨聃 李道静 杨德珩 董飞 金峰 

马磊 杨辽 张祥丽 张晓磊 朱苏皖 

周智全  

无机化学 12人 

樊启佳 张鹭 周泉 李杰 李同涛 

王成 薛峰峰 张愉 郑骏浩 靳智通 

况敏 张美荣  

分析化学 4人 陈伟伟 刘玉洁 王嘉希 张晓宁  

有机化学 11人 

王硕恩 余尚博 邓钦月 安媛媛 蔡森林 

韩丹丹 祁琦 王川川 杨波 章芳俊 

李光锋  

物理化学 16人 

蒋孛 许崇晟 陈征 刘洋 柴园园 

付丛 黄亮 李刚 李舒爽 李巍 

刘倩倩 石张平 王浩 赵培 庞莹 

苏俊铭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29人 

文建川 张喆 崔惠娜 郭冠南 李钊 

鲁恒毅 宋俊清 王玥 辛元石 张添财 

赵娟 郑天成 曲程科 孙同杰 徐芳林 

徐广锐 赵斌 邓珏 段超 姜文博 

潘霜 桑伟 万家勋 王磊 杨洲 

张先峰 张宇飞 朱明晶 张子豪  

化学生物学5人 陈星 吴绍文 赵婷 曹聪 张晓勤 

植物学 5人 方佳 李耕耘 王哲 游简舲 张敏 

生理学 2人 缪乃俊 白亚丹  



微生物学 3人 陆俊豪 王建功 张瑞祥  

神经生物学 28人 

吴杭婧 宋娇娇 张佳 孟建军 戚大石 

莫嘉林 张俊芳 白晓晨 李雪燕 卢俊梅 

罗海羽 乔胜男 石丽君 张泽 宋海坤 

刘知东 张弓 葛建龙 官武强 秦楠 

桑绍明 韵迪 赵倩茹 崔利园 刘玉强 

钱文静 张壮志 赵媛  

遗传学 10人 
张凤军 匡乐乐 聂宏波 陈蒙 陈仲中 

李轶 马腾 马彦云 濮伟霖 赵亚会 

发育生物学 1人 丁一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4人 

温菁 陈修斐 李甫隆 马婧 姚玲娅 

高小妹 胥尧 杨欢 杨帆 宋淑淑 

刘梦夕 顾嘉琦 王梅敬 王学谦 王云之 

吴柏星 蒋晨晓 杨彩婷 杨天笑 张泽建 

赵冰 刘振浩 孙晓垒 余光阳  

生物物理学 3人 李鸿戬 张静 杨婷婷  

生物信息学 2人 顾卓雅 刘阿克  

人类生物学 2人 黄韵之 张曼菲  

生态学 5人 杨海乐 张珮 陈鸿洋 何杨辉 高宇 

流体力学 3人 陈祺 沈周锋 周洋  

物理电子学 6人 
夏鹏 杨建文 杨曦露 张成博 张万路 

杨武  

电路与系统 3人 刘钢 饶鹏春 侯宝玉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22人 

张伟 林保璋 徐瀚洋 张业 陈勇臻 

环宇翔 廖常海 王梦硕 袁慧雯 曾瑞雪 

刘冬华 马倩 白子龙 范锡添 任青华 

王永平 雍振强 袁斯健 岳磊 李超 

马磊 徐晨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1人 韩希锋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6人 
李俊娴 徐波 郑家欢 齐轶 南雨宏 

张鹏  

计算机应用技术 7人 
钱进 陈新驰 赵静文 陈哲 谭伟敏 

赵瑞玮 李可  

环境科学 7人 
韩婷 马捷汀 王晓宁 李昆 王珍珍 

姚磊 徐婷婷  

环境工程 8人 
刘琪 陈会会 刘雨辰 周华希 韩瑾 

柯少瑞 吕彦 倪志江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3人 张博雅 王用利 周佩  

免疫学 5人 邓宇婷 刘军 熊璎珞 李春晓 李文静 



病原生物学 11人 

刘璐 向昆仑 甘明宇 管悦 李天胜 

王小飞 张珊珊 张苗苗 洪斌斌 沈芳 

吴艳玲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2人 汪霞 杨慧  

放射医学 2人 张瑜 邱健健  

分子医学 1人 朱维  

医学系统生物学 10人 
李洋 殷培培 李哲 刘斯语 马鑫 

邹清平 陈迪 熊云 杨纪春 张付闯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1人 涂雨婷  

药物化学 10人 
江永伟 王鹏辉 高顶顶 黄亚飞 麻光磊 

盛潇 孙仲琳 肖立 余海华 章旭耀 

药剂学 9人 
李瑞翔 王晓飞 贺曦 应曼 庞亮 

康婷 梁剑铭 刘莉莎 张明菲  

药物分析学 2人 田孝东 乐云辰  

药理学 14人 

罗艳佳 王旻骏 顾纪锋 包勇 张素林 

刘淼 李亚东 姜小筱 杨迪 游艳 

张法丽 杨倩 林萍萍 王燕  

临床药学 3人 王培培 龙建飞 薛彩福  

 

工学 28人  

光学工程 4人 范旭亮 王利 王子仪 袁亚飞  

材料物理与化学 16人 

张育嘉 杜小琴 从颖 顾云娇 秦朗 

吴小蒙 谢辉齐 张驰 赵书言 毕寒 

李秋菊 王杰林 王超 陈亚妮 欧阳威信 

王钦超  

材料学 4人 马晓清 吴飞龙 陈子亮 李忠  

生物医学工程 2人 郭威 季达峰  

生物力学 2人 邢贝贝 尹娜  

 

工程 2人  

工程 1人 周卫东  

生物与医药 1人 翟培彬  

 

医学 230人  

病原生物学 8人 
林志伟 李亚明 袁美春 毕晓辉 吕智慧 

夏帅 蒋书恒 陈健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8人 
李佳丽 詹永坤 丁笛 金晓霞 刘秀娟 

魏香香 张萌 陈琳琳  



法医学 2人 黄志斌 林俊毅  

医学系统生物学 2人 吴坤伟 李胜利  

内科学 39人 

何敏 樊妮 齐唐凯 李屾森 王苏容 

徐曦 张汀 李爽 曲莹 张加 

纪永佳 白英楠 陈傲 方婷婷 符翠萍 

黄家园 焦晓燕 李亚娜 陆欢 宋东莉 

孙达龙 王林林 王鹏 王艳艳 吴莉 

于鹏 禹子清 张晓洁 朱海蓉 邹燕婷 

韩磊 刘乃嘉 刘思颖 秦朗 鱼康康 

周芬芬 李正阳 陈永 CHAN LOK WERN 

儿科学 8人 
高燕燕 贺琳 丘倚灵 高瑞伟 孔艳婷 

李慧萍 刘春雪 刘腾  

老年医学 1人 董方元  

神经病学 7人 
周磊 王昌鹏 王艺璇 卜璐璐 陈晟 

唐杰 邵一叶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1人 张红霞  

皮肤病与性病学 2人 陈圣安 谢琳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7人 

胡鹏程 王剑 戴媛媛 周维燕 杨春 

杨敏捷 赵梦龙 周俊 黄磊 刘壮 

杨忠毅 李海明 解骞 刘霄宇 孙轶群 

汪禾青 周年伟  

临床检验诊断学 2人 严育忠 钟华清  

外科学 43人 

张勇 陈旦麒 胡健卫 李雪艳 唐兆庆 

张缘园 幸嵘 赵骏杰 胡柯嘉 朱宏达 

张旭 曹曼卿 陈谦 付佩尧 顾晔 

胡馗 李辉 林超 刘龙资 牛正川 

师文楷 唐汉 田孟鑫 王冬清 王琳 

奚伟 战昊 周林 蔡天翼 陈曦 

储祥麟 郭忠义 马昊 糜远源 王恒 

王贤帝 卫冰冰 谢志波 张逸超 郑永涛 

常坤 刘泽阳 李得见  

妇产科学 10人 
段婕 张梦宇 邰海燕 伏静 江宁红 

李彦虹 王杰玉 王璐 周文洁 朱杰 

眼科学 8人 
江晨 牛亮亮 仇晨 郭敬丽 李梦玮 

刘馨 韦巧玲 宗媛  

耳鼻咽喉科学 16人 

刘洪燕 王欣炜 陈健 陈弢 程晓婷 

段晨 李洁莹 李煜 鲁小玲 罗文伟 

马越 杨㛃超 杨璐 杨晓煜 张驰 

赵仁伍  



肿瘤学 26人 

向礼兵 徐华祥 杨犇龙 吉顺荣 孙荷芬 

谢湖阳 徐源 陈宇翰 景楚瑜 史冬敏 

包慈航 程磊 傅文燕 贾谊君 李安琪 

李佳佳 李雅琪 梁晨 亓子豪 文铎 

吴振华 薛静彦 杨柳 余奇 周梦龙 

张凌云  

麻醉学 4人 徐静 孙鹏飞 宋瑞雪 吴启超  

临床口腔医学 2人 杨俊 杨巧珍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13人 

张嵬 宋肖肖 沈恬 陈勇 刘瑛 

周先锋 王子亮 靳子义 李阳 王海银 

王瑞平 薛曹怡 叶楚楚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人 董瑞华  

中西医结合基础 4人 黄荟杰 周杨 胡志京 王亚林  

中西医结合临床 5人 冯兰云 李祥婷 吴婷 孙贤俊 祁琪 

药理学 1人 孔令君  

 

临床医学 159人  

内科学32人 

钱奕亦 应悦 朱逸敏 陈愉恺 王预立 

王喆 周游 邓理湘 谌麒羽 刘心华 

邵洁 施璇 徐璟文 郑杭萍 刘佳滟 

茅晓意 杜玄凌 周晛 宋亦琪 黄晓铨 

向博妮 韩霏 吴佩桦 马玲瑛 李璇璇 

陈天逸 朱琳 赵华真 吴盛迪 戴晓敏 

童琳 YOON EWN JI  

儿科学 3人 朱晓一 周钦华 卢雪心  

神经病学 8人 
张毅韬 蔡旸 李晓阳 陈葵 冯学麟 

王颖喆 陈晨 宋捷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1人 袁心崧  

皮肤病与性病学 9人 
段希蕾 李政 朱奕锜 宋子贤 赵俊 

刘子琪 徐中奕 陈姿桦 吴晓瑾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4人 李桥 袁素娟 张一秋 方晓燕  

外科学 47人 

曹宇 陈晓桑 黄骏文 刘鼎乾 王不为 

王佳炜 杨济萌 殷悦 周皓 诸壬卿 

诸炎 左劼良 陈聿同 熊鹰 杨晓冬 

袁帅 黄迪超 沈逸凡 汪斯衡 肖洋洋 

董瑞朝 刘硕 曲扬 李泽阳 卢璐 

吴兆艺 张瑞 胡云 赵颖露 陈玩娜 

刘丹丹 许达 周修适 马可 王伟 

NGUYEN HOANG SON TUNG 孙波 郭文城 



顾思闻 谭晋韵 王涛 郭际 李全林 

徐佳昕 阿卜杜米吉提·艾拜杜拉 赵广雷 

蒋光亮  

妇产科学 13人 

徐荷洋 徐伊宁 张晓磊 左蔚雯 刘丝雨 

唐晓燕 揭潇湘 张萌 朱梦晗 吴小肄 

陆佳琦 陈茜茜 周琼洁  

眼科学 10人 
顾骏祥 亓雨禾 韩啸 甘路 吴苏嘉 

俞铭蓉 张佩君 曾里 陈荟宇 刘望原 

耳鼻咽喉科学 1人 卢涵宇  

肿瘤学 23人 

王子龙 吴俊龙 叶巍 毛恒煜 宋望 

冯杨 龚伊薇 任文佳 刘西禹 张洁筠 

张敬 马林晓曦 王雅琪 冯喆 司婧 

王备合 欧小璇 陈阳 储楚 金希 

刘依熔 陈颖乐 刘睿奇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3人 曹悦 贾晋瑄 陆蓉蓉  

运动医学 1人 陈天午  

麻醉学 4人 刘施雯 李玮珊 高璇 刘斌  

 

管理学 38人  

管理科学与工程 4人 冯银波 吴燕丰 陈吉 雷蕾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人 陆天  

会计学 5人 潘晶晶 陶然 米春蕾 褚剑 于传荣 

企业管理 4人 胡冠群 韩昱 李天健 张慧娟  

旅游管理 3人 胡田 黄剑锋 李小民  

财务学 3人 王华杰 郑立根 王灏  

行政管理 2人 代林利 冀梦晅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7人 
姜友芬 钱熠 田芳 白洁 陈秀芝 

魏艳 张悠然  

环境管理 1人 杜焱强  

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 4人 刘欣宇 霍利婷 纪春艳 王欣国  

公共政策 4人 马婷 李文娟 易雯 郑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