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5+3”一体化专业本科生导师汇总表

序号 学院 学系/教研室 导师姓名 性别 最高学位 教学职称 研究方向

1 基础医学院 病理生理学系 李建涛 男 博士 讲师 心血管疾病与信号转导

2 基础医学院 病理生理学系 李跃华 女 博士 教授 心血管疾病与信号转导

3 基础医学院 病理生理学系 贲晶晶 男 博士 副教授 心血管病理生理学

4 基础医学院 病理生理学系 梁秀彬 女 博士 教授 肾脏病发病机制

5 基础医学院 病理生理学系 李晓宇 女 博士 副教授 心血管病理生理学

6 基础医学院 病理生理学系 张艳 女 博士 讲师 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

7 基础医学院 病理生理学系 朱旭冬 女 博士 副教授 心血管疾病发病机制研究

8 基础医学院 病理生理学系 张瀚文 男 博士 讲师 心血管病

9 基础医学院 病理学系 夏洪平 男 博士 教授 分子病理与转化医学

10 基础医学院 病理学系 马娟 女 博士 讲师 肿瘤分子病理学

11 基础医学院 病理学系 张志远 男 博士 教授 神经病理

12 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系 毕洪凯 男 博士 教授 病原菌致病机理，抗菌药物研发

13 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系 陈琳 女 博士 副教授 感染性疾病与免疫

14 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系 陈晓军 男 博士 副教授 感染免疫

15 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系 贾佳 女 博士 讲师 细菌的致病机制以及抗菌药物筛选研发

16 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系 刘晓秋 女 博士 副教授 噬菌体和临床耐药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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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系 刘新建 男 博士 讲师 感染与肿瘤

18 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系 沈波 女 博士 教授 蚊媒的抗药性机制

19 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系 于鑫焱 女 博士 讲师 耐药菌感染的噬菌体治疗

20 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系 周丹 女 博士 副教授 抗药性分子机制

21 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系 周莎 女 博士 副教授 感染免疫

22 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系 徐志鹏 男 博士 讲师 感染免疫与代谢

23 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系 孙艳 女 博士 讲师 蚊媒抗药性分子基础

24 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系 刘歧莎 女 博士 讲师 肠道菌群与疾病

25 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系 朱继峰 女 博士 讲师 血吸虫免疫

26 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系 张戎 女 博士 讲师 感染与免疫

27 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系 严沁 女 博士 副教授 病毒与肿瘤

28 基础医学院 法医学系 黄惠结 女 博士 讲师 非编码RNA在肺动脉高压发病中作用和机制研究

29 基础医学院 法医学系 冀强 男 博士 副教授 法医遗传学

30 基础医学院 法医学系 曹玥 女 博士 副教授 法医毒物分析

31 基础医学院 免疫学系 张明顺 男 博士 副教授 炎症细胞与血脑屏障相互作用

32 基础医学院 免疫学系 陈云 女 博士 教授 肿瘤免疫

33 基础医学院 免疫学系 邱文 男 博士 副教授
1、免疫性肾炎的分子调控与防控机制2、免疫性炎症与肿瘤的形
成

34 基础医学院 免疫学系 张婧 女 博士 讲师 炎症的分子调控机制

第 2 页，共 13 页



35 基础医学院 免疫学系 陈允梓 男 博士 教授 营养免疫

36 基础医学院 免疫学系 汤华民 男 博士 教授 病毒免疫

37 基础医学院 免疫学系 杨硕 男 博士 教授 分子免疫；肠道炎症疾病分子调控；神经退行神经炎症分子调控

38 基础医学院 免疫学系 卢燕来 女 博士 讲师 炎症反应及其调控机制

39 基础医学院 人体解剖学系 孙伟伟 女 博士 副教授 mTORC2信号通路和细胞衰老

40 基础医学院 人体解剖学系 袁小琴 女 博士 副教授 衰老与肿瘤

41 基础医学院 人体解剖学系 陈璐璐 女 博士 讲师 骨科相关疾病研究（骨关节炎、骨折、骨松）

42 基础医学院 人体解剖学系 张永杰 男 博士 副教授 脊髓损伤；神经衰老与再生；临床应用解剖

43 基础医学院 人体解剖学系 吴俊 男 博士 讲师 骨代谢相关（骨质疏松、骨关节炎）

44 基础医学院 人体解剖学系 任子健 男 博士 讲师 神经解剖：衰老相关疾病机制研究

45 基础医学院 人体解剖学系 夏鑫 男 硕士 讲师 临床应用解剖

46 基础医学院 人体解剖学系 靳建亮 男 博士 副教授 器官炎性衰老机制及其靶点干预

47 基础医学院 神经生物学系 高隽 女 博士 教授 认知功能

48 基础医学院 神经生物学系 郭兴 男 博士 教授 神经退行性疾病分子机制研究

49 基础医学院 神经生物学系 田田 男 博士 教授 肿瘤的免疫治疗

50 基础医学院 神经生物学系 尤卫艳 女 博士 教授 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机制

51 基础医学院 神经生物学系 刘睿 男 博士 教授 小脑及小脑相关运动调控功能的出生后发育调控机制

52 基础医学院 生理学系 杜军 女 博士 副教授 肿瘤发生、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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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基础医学院 生理学系 韩莹 女 博士 副教授 心血管疾病发病机制研究

54 基础医学院 生理学系 卢应梅 女 博士 教授 脑血管疾病及神经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

55 基础医学院 生理学系 王觉进 男 博士 教授 离子通道生理学

56 基础医学院 生理学系 朱一超 男  博士 副教授 细胞生理学

57 基础医学院 生理学系 陈艾东 男 博士 讲师 高血压中枢干预分子机制研究

58 基础医学院 生理学系 周业波 女 博士 副教授 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疾病发病机制及防治

59 基础医学院 生理学系 戈应滨 男 博士 副教授 细胞生理

60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张伟 男 博士 讲师 糖尿病肾病

61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陈芳 女 博士 副教授 糖尿病发病机制

62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尹业 女 博士 副教授 糖尿病发病机制

63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陈园园 女 博士 副教授 糖尿病发病及治疗的调控机制；lncRNA调控肿瘤发生发展的机制

64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孙鹏 男 博士 讲师 糖尿病药物治疗

65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朱云霞 女 博士 副教授 糖尿病发病机制

66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杨茜璐 女 博士 讲师 核酸二级结构与基因组的稳定性

67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李仲 男 博士 教授 糖脂代谢的分子调控

68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王倩 女 博士 教授 糖脂代谢紊乱的机制

69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王学军 男 博士 副教授 肿瘤免疫治疗

70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张亚琴 女 博士 副教授 糖尿病与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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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孙瞳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胰腺发育与糖尿病发病机制

72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江雯 女 博士 讲师 乳腺癌转移的分子机制

73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张一鸣 女 博士 副教授 化学毒理

74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李聚学 男 博士 教授 下丘脑调控能量代谢的分子机制；下丘脑与精子的发生

75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韩晓 男 博士 教授 糖尿病发病机制

76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袁栎 女 博士 教授 心脏发育与疾病

77 基础医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 刘向华 女 博士 副教授 肿瘤发生发展

78 基础医学院 卫健委抗体技术重点实验室 冯振卿 男 博士 教授 肿瘤靶向治疗性抗体药物，细胞治疗

79 基础医学院 卫健委抗体技术重点实验室 唐奇 男 博士 助理研究员 治疗性抗体及肿瘤免疫治疗

80 基础医学院 卫健委抗体中心重点实验室 张明顺 男 博士 副教授 抗生素抗体

81 基础医学院 卫健委抗体中心重点实验室 张晓 女 博士 讲师 肿瘤靶向药物

82 基础医学院 卫健委抗体中心重点实验室 张茜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免疫调节与免疫治疗

83 基础医学院 细胞生物学系 程禾 女 博士 讲师 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机制

84 基础医学院 细胞生物学系 丁童 男 博士 副教授 肿瘤微环境与肿瘤免疫

85 基础医学院 细胞生物学系 吴艺舟 男 博士 讲师 肿瘤诊断治疗新技术

86 基础医学院 细胞生物学系 李正荣 男 博士 副教授 1. 肿瘤药物靶向输送

87 基础医学院 药理学系 杨俭 女 博士 教授 临床药理

88 基础医学院 药理学系 范益 男 博士 副教授 神经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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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基础医学院 药理学系 王玉 女 博士 讲师 心血管药理

90 基础医学院 药理学系 王雪融 女 博士 教授 肿瘤药理

91 基础医学院 药理学系 杜仁红 女 博士 副教授 神经药理

92 基础医学院 药理学系 刘文涛 男 博士 教授 神经药理

93 基础医学院 药理学系 鲁明 男 博士 副教授 神经精神药理学

94 基础医学院 药理学系 盛亮 男 博士 教授 肝脏糖脂代谢紊乱机制研究

95 基础医学院 药理学系 刘娓 女 博士 副教授 临床药理和肿瘤药理

96 基础医学院 药理学系 胡亮 男 博士 讲师 神经药理

97 基础医学院 药理学系 金莱 女 博士 讲师 肿瘤学

98 基础医学院 药理学系 方吟荃 女 博士 助理研究员 神经药理

99 基础医学院 药理学系 盛呈雨 男 博士 副教授 神经退行性疾病

100 基础医学院 医学遗传学系 李荣凤 女 博士 教授
哺乳动物胚胎干细胞；异种移植；疾病动物模型；器官缺失大动
物模型的构建及在动物体内再生同种或异种动物器官。

101 基础医学院 医学遗传学系 王盈 女 博士 讲师 成体神经干细胞功能和异种移植

102 基础医学院 医学遗传学系 杨海元 男 博士 副教授 基因编辑和大动物模型

103 基础医学院 医学遗传学系 魏钦俊 男 硕士 副教授 乳腺癌分子发病机制与免疫治疗

104 基础医学院 医学遗传学系 曹新 男 博士 教授 听力发生与遗传性耳聋的分子发病机制

105 基础医学院 医学遗传学系 姚俊 男 博士 讲师 遗传性耳聋的分子发病机制/生物医用材料

106 基础医学院 医学遗传学系 乐珅 女 博士 副教授 发育相关疾病的分子信号转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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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基础医学院 医学遗传学系 马长艳 女 博士 教授
1、肿瘤转移的分子机制；2、骨相关疾病如骨质疏松、骨性关节
炎发病的分子机制

108 基础医学院 医学遗传学系 李凌云 女 博士 副教授 肿瘤分子生物学

109 基础医学院 医学遗传学系 金玉翠 女 博士 讲师 肿瘤微环境与肿瘤转移

110 基础医学院 医学遗传学系 俞婷婷 女 博士 讲师 类泛素化修饰在肿瘤发生及胚胎发育中的作用

111 基础医学院 医学遗传学系 刘晨 女 博士 讲师 肿瘤和胚胎发育中的信号转导研究

112 基础医学院 组织胚胎学系 祝辉 女 博士 教授 生殖医学

113 基础医学院 组织胚胎学系 黄晓燕 女 博士 教授 生殖医学

114 公共卫生学院 毒理系/三药中心 王玉邦 男 博士 教授 毒理学/安全性评价

115 公共卫生学院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武洁姝 女 博士 副教授 膳食因素对妇幼健康的双向影响

116 公共卫生学院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汪之顼 男 博士 教授 妇幼人群的膳食营养评估

117 公共卫生学院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丁叶 女 博士 讲师 母婴营养与健康

118 公共卫生学院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林小芳 女 博士 讲师 乙肝母婴传播及干预研究

119 公共卫生学院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徐进 男 博士 讲师 生命早期不良暴露对子代健康的影响

120 公共卫生学院 流行病学系 王建明 男 博士 教授 流行病学与卫生服务研究

121 公共卫生学院 流行病学系 杜江波 男 博士 讲师 生殖流行病

122 公共卫生学院 流行病学系 黄鹏 男 博士 讲师 传染病流行病学、行为和社会流行病学

123 公共卫生学院 流行病学系 喻荣彬 男 博士 教授 传染病（现场/分子）流行病学、行为和社会流行病学

124 公共卫生学院 流行病学系 沈冲 男 博士 教授 代谢病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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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公共卫生学院 流行病学系 唐少文 男 博士 副教授 药物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

126 公共卫生学院 流行病学系 戴俊程 男 博士 副教授 分子流行病学

127 公共卫生学院 流行病学系 王辉 女 博士 副教授 肿瘤分子生物学

128 公共卫生学院 流行病学系 杭栋 男 博士 副教授 肿瘤流行病学

129 公共卫生学院 流行病学系 朱猛 男 博士 讲师 肿瘤分子流行病学

130 公共卫生学院 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 李殿江 男 博士 讲师 慢性病流行病学、社区卫生服务、卫生管理与政策

131 公共卫生学院 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学 尤华 女 博士 副教授 卫生服务研究

132 公共卫生学院 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学 陆慧 女 博士 副教授 疾病的防制政策研究，健康教育

133 公共卫生学院 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学 刘思浚 女 博士 副教授 慢性病流行病学和社会流行病学

134 公共卫生学院 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学 樊宏 女 博士 副教授 卫生服务研究、医院管理与循证决策

135 公共卫生学院 生物统计学系 赵杨 男 博士 教授 高维数据分析

136 公共卫生学院 生物统计学系 彭志行 男 博士 副教授
1. 生物医学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及应用；
2. 疾病疫情分析与预测预警研究

137 公共卫生学院 生物统计学系 柏建岭 男 博士 副教授
临床试验设计与数据分析、公共数据库挖掘 、流行病与统计学
方法研究与应用 

138 公共卫生学院 生物统计学系 魏永越 男 博士 副教授
1. 真实世界研究中的因果推断方法与疾病预后；
2. 人工智能算法与疾病预后预测；
3. 临床试验随机化方法、安全性与规范化；

139 公共卫生学院 生物统计学系 张汝阳 男 博士 副教授
1. 生物医学大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与应用
2. 呼吸系统复杂疾病的基因-环境、基因-基因交互作用研究

140 公共卫生学院 生物统计学系 易洪刚 男 博士 副教授
遗传流行病学中的统计理论方法与应用、临床试验评价和分析中
的统计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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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公共卫生学院 生物统计学系 杜牧龙 男 博士 讲师 多组学数据在复杂疾病中理论与实践

142 公共卫生学院 生物统计学系 蒋涛 男 博士 讲师
复杂疾病的分子流行病学：1.出生缺陷人群基因组大数据研究
2.GWAS数据挖掘研究

143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毒理学系 刘起展 男 博士 教授 环境毒理学

144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毒理学系 顾爱华 女 博士 教授 生殖与发育毒理

145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毒理学系 夏彦恺 男 博士 教授 环境与人类生殖发育

146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毒理学系 吴笛 女 博士 副教授 神经发育毒理学

147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毒理学系 王军 男 博士 副教授 神经毒理学

148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毒理学系 吴炜 男 博士 副教授 环境与人类生殖发育

149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毒理学系 杜桂珍 女 博士 讲师 生殖与发育毒理学

150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分析检测中心 孙杰 女 博士 讲师 补充与替代医学

151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分析检测中心 张静姝 女 博士 研究员 生物活性物质的抗癌机制研究

152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检验学系 吴倩 女 博士 副教授 环境/食品表观遗传与疾病发生发展的关系

153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检验学系 李磊 男 博士 教授 营养与慢性病

154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检验学系 张展 男 博士 副教授 肠道菌群与慢病

155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检验学系 陈进 男 博士 教授 肿瘤分子诊断和新型给药体系

156 公共卫生学院 卫生检验学系 张晓玲 女 博士 讲师 代谢组学研究

157 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系 胡春艳 女 博士 讲师 膳食因子对代谢性疾病影响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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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 莫宝庆 男 博士 副教授 营养与食品卫生

159 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 周明 男 博士 副教授 人群营养学

160 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 李忠 男 博士 教授 植物雌激素效应

161 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 耿珊珊 女 博士 副教授 营养与慢病预防

162 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 冯晴 女 博士 教授 膳食营养与肿瘤

163 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 钟才云 男 博士 教授 膳食营养与肿瘤

164 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 李远 男 博士 副教授 营养与慢病预防

165 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 李小婷 女 博士 讲师 营养与慢病预防

166 公共卫生学院 职业医学与环境卫生学系 周建伟 男 博士 教授 环境应答基因与转录调控

167 公共卫生学院 职业医学与环境卫生学系 张绮 女 硕士 教授 环境卫生学

168 公共卫生学院 职业医学与环境卫生学系 陈国青 男 博士 副教授 环境卫生学

169 公共卫生学院 职业医学与环境卫生学系 倪春辉 女 博士 教授 职业危害预防与控制

170 公共卫生学院 职业医学与环境卫生学系 王守林 男 博士 教授 化学物生物转化与慢性危害

171 公共卫生学院 职业医学与环境卫生学系 张正东 男 博士 教授 环境与肿瘤

172 公共卫生学院 职业医学与环境卫生学系 吴冬梅 女 博士 副教授 环境卫生学

173 公共卫生学院 职业医学与环境卫生学系 陈海蓉 女 博士 讲师 环境应答基因与转录调控

174 公共卫生学院 职业医学与环境卫生学系 王美林 男 博士 副教授 肿瘤分子流行病学

175 公共卫生学院 职业医学与环境卫生学系 陆春城 男 博士 副教授 男性不育病因学及其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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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公共卫生学院 职业医学与环境卫生学系 陈敏健 男 博士 副教授 环境暴露组学、代谢组学与人类健康

177 公共卫生学院 职业医学与环境卫生学系 储海燕 女 博士 副教授 环境与肿瘤

178 公共卫生学院 职业医学与环境卫生学系 吉晓明 女 博士 讲师 职业卫生学

179 公共卫生学院 职业医学与环境卫生学系 王超 男 博士 讲师 化学物生物转化与生殖发育毒性

180 药学院 干细胞与神经再生研究所 苏钰文 男 博士 讲师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181 药学院 干细胞与神经再生研究所 马腾飞 男 博士 教授
1. 突触可塑性机制及其在神经系统性疾病中的作用研究。2. 研
究神经元环路在成瘾中的作用及机制。3. 创新药物的研发与药
物的神经保护作用机制研究。

182 药学院 干细胞与神经再生研究所 朱婉莹 女 博士 讲师 单细胞神经递质分析

183 药学院 干细胞与神经再生研究所 刘妍 女 博士 教授 人多能干细胞定向分化与再生医学

184 药学院 化学系/基础化学 杨静 女 博士 副教授 分析化学/荧光纳米材料的合成与应用

185 药学院 化学系/基础化学 杨旭曙 男 博士 副教授 化学毒理学

186 药学院 化学系/有机化学 居一春 女 博士 讲师 中药有效成分的分离提取/生物体中阴离子的荧光识别

187 药学院 化学系/有机化学 张振琴 女 博士 副教授 铂类抗肿瘤药物的设计及活性评价

188 药学院 江苏省心脑血管药物重点实验室 冯黎黎 女 博士 讲师 神经免疫药理、抗炎免疫药理

189 药学院 江苏省心脑血管药物重点实验室 韩峰 男 博士 教授 心脑血管药理学和神经精神药物药理学

190 药学院 临床药理学系 张宇 男 博士 讲师 阿尔茨海默病

191 药学院 临床药理学系 罗春霞 女 博士 教授 神经精神类疾病病理机制及药物靶标研究

192 药学院 临床药理学系 周其冈 男 博士 教授 抑郁症发病机制与新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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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药学院 临床药理学系 张璐璐 女 博士 讲师 药物代谢动力学，神经药理学

194 药学院 临床药理学系 孟帆 女 博士 讲师 神经生物学和神经药理学

195 药学院 临床药理学系 林瑜辉 男 博士 讲师 脑卒中损伤与修复

196 药学院 临床药学系 刘利萍 女 学士 副主任药师 药事管理与法规、临床药学与管理

197 药学院 临床药学系 李歆 男 博士 副教授 药物政策、医院药事管理、抗菌药物合理使用

198 药学院 临床药学系 方丹君 女 博士 副教授 单细胞分析

199 药学院 药剂学系 张青 男 博士 副教授 仿生智能材料在分子影像和递药系统中的应用

200 药学院 药剂学系 李瑞 女 博士 副教授 脑部靶向药物传递系统的研究

201 药学院 药剂学系 辛洪亮 男 博士 副教授 新型靶向递药系统研究、生理信号响应智能药物载体设计

202 药学院 药剂学系 徐华娥 女 博士 教授 纳米递送体系的研发，临床合理用药

203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系 魏芳弟 女 博士 副教授 生命系统中微量组分的分析

204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系 都述虎 男 博士 教授 表面增强拉曼光谱和分子印记技术在现代药物分析中应用研究

205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系 洪俊丽 女 博士 讲师 药物质量控制与评价

206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系 胡琴 女 博士 教授 生命系统微量物质分析

207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系 许贯虹 男 硕士 副教授 基于荧光纳米探针的内源性微量物质检测与成像

208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系 周学敏 女 博士 教授
纳米可控自组装分子识别电化学传感体系构建及临床疾病标志物
分析

209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系 陈立娜 女 博士 副教授 分子印迹技术在天然药物研究中的应用

210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系 张丽颖 女 博士 讲师 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用于细胞内肿瘤标志物的快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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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系 范君婷 女 博士 讲师 天然药物化学

212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系 金阳 男 博士 讲师 天然药物化学

213 药学院 药物化学系 张宏娟 女 博士 副教授 生物催化合成手性医药中间体

214 药学院 药物化学系 厉廷有 男 博士 教授 镇痛、焦虑

215 药学院 药物化学系 秦亚娟 女 博士 讲师 药物化学

216 药学院 药物化学学系 陈维琳 女 博士 讲师 抗肿瘤，抗抑郁药物研发

217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生物信息学系 汪强虎 男 博士 教授 生物信息学和肿瘤基因组学研究

218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吴昊 男 博士 讲师 纳米材料的生物医学应用

219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朱松盛 男 博士 讲师 穿戴式生理信号采集与分析

220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周宇轩 男 博士 讲师 神经工程

221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胡本慧 男 博士 教授 柔性电子器件及智慧医疗

222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向文涛 男 博士 讲师 情绪识别，脑网络分析与建模算法研究

223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医学信息工程 郁芸 女 博士 副教授 医学大数据、医学图像处理、脑科学

224 生物医学工程与信息学院 医学与生物物理 余善成 男 博士 讲师 可植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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