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二级单位 研究方向 电子邮件 学位类型 对学生的学科基础要求 全日制/兼读制

1 0551 翻译 赵海磊 外语教学中心 中医临床术语翻译 Zhao.hailei@shutcm.edu.cn 翻译学位 中医学 全日制或兼读制

2 100504 方剂学 都广礼 基础医学院 方剂配伍规律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duguangli2002@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专业或生物学医药 全日制或兼读制

3 100504 方剂学 郭晶磊 基础医学院 方剂配伍与临床应用 guojinglei@aliyun.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专业本科毕业 全日制

4 100504 方剂学 王雨秾 基础医学院 中药复方对脂肪肝合并糖尿病的临床治疗和机制研究 yaoxt_yn@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有医学本科或相关中医基础学习经历 全日制

5 1053 公共卫生 荆丽梅 公共健康学院
Hospice/Palliative Care-安宁疗护管理与政策，Health

Expenditure Accounting-卫生费用核算与研究

lmjing@live.cn,

limei_jing@163.com
公共卫生科学学位 医药卫生或管理学 全日制

6 1053 公共卫生 张安 公共健康学院 卫生管理，公共卫生，社区卫生 13052289046@163.com 公共卫生科学学位 公共卫生或卫生管理 全日制或兼读制

7 071200 科学技术史 陈丽云 科技人文研究院 海派中医流派、中医药科技史研究 cly304@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8 071200 科学技术史 李海英 科技人文研究院 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 editor_lhy@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9 071200 科学技术史 尚力 科技人文研究院 中医各家学说 dr_shang@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10 071200 科学技术史 宋欣阳 科技人文研究院 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 医学科学学位

11 071200 科学技术史 徐丽莉 科技人文研究院 中医药科学技术史 医学科学学位

12 071200 科学技术史 张雪丹 科技人文研究院 医学史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550 105710 全科医学 孙勇根 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hkgzywk@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549 105710 全科医学 晏飞 周家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常见病慢性病（痛风、脂肪肝、胸痹、高血压、
糖尿病）

医学科学学位

13 100706 药理学 邓中平 创新中药研究院 中药毒理学与毒代动力学 dengzpcn@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14 100706 药理学 张建革 创新中药研究院 中药活性成分药理和作用机制研究 理学科学学位

15 100706 药理学 潘洪志 上海健康医学院 药物成分检测与功能研究 理学科学学位

16 100706 药理学 袁易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基础药理学 yuanyi0625@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17 100706 药理学 曹永兵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药药理、分子药理、化疗药理 ybcao@vip.sina.com 理学科学学位
只招中医/中药/中西医/医学/药学/生物/生化/微生物/免疫//专业的

学生
全日制

18 100706 药理学 李玲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心脑血管药理 理学科学学位

19 100706 药理学 徐燕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中药抗肿瘤药理学 1234@szy.sh.cn 理学科学学位

20 100706 药理学 张立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消化药理学研究 理学科学学位

21 101000 医学技术 方磊 康复医学院 老年康复与运动 医学科学学位

22 101000 医学技术 胡军 康复医学院 老年康复及运动康复 jasonhwu@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23 101000 医学技术 刘晓丹 康复医学院 常见病作业治疗、老年肺康复 医学科学学位

上海中医药大学外籍硕士研究生招生导师库（即时更新，敬请查看）



24 101000 医学技术 沈敏 康复医学院 儿童与青少年康复 医学科学学位

25 101000 医学技术 万萍 康复医学院 嗓音吞咽康复 13918610950@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26 101000 医学技术 吴毅 康复医学院 神经系统疾病康复治疗机理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27 101000 医学技术 郑洁皎 康复医学院 康复医学 医学科学学位

28 101000 医学技术 夏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 肿瘤综合治疗的影像评价及机制 医学科学学位

29 101000 医学技术 王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影像学新技术及临床应用 songwangws@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30 101000 医学技术 吴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肿瘤发病机理及实验诊断研究 rong701@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31 101000 医学技术 张闽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影像图像质量改善临床价值研究 mgzhang09@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32 101000 医学技术 詹松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西医结合神经影像学新技术 zhansonghua@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33 101000 医学技术 王海英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病原微生物耐药和机制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34 100512 针灸推拿学 陈昌乐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针灸与气功结合研究 chenchangle2002@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35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吴璐一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中医针灸治疗消化疾病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545 100512 针灸推拿学 牛燕霞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针灸治疗神经系统疾病 doctniu@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36 100512 针灸推拿学 戴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痛证、胃病、中风、失眠、抗衰 mingdai2003@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37 100512 针灸推拿学 裴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针灸治病原理研究 longhuaacup@aliyun.com 医学科学学位 医学/中医学/针灸学 全日制

38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孙德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针灸镇痛与免疫调节的研究 shpjjs@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39 100512 针灸推拿学 赵海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针灸治疗脑源性疾病、妇科疾病、泌尿男科疾病、

胃肠功能紊乱、颈腰椎病变及代谢综合症
drzhaohy@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0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刘桂珍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慢性脊柱病、中西医结合治疗中风后遗症 liuguizhen001080@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1 100512 针灸推拿学 胡智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灸治疗抑郁症的研究 keyanzhenjiu@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42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崔花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针药结合治疗神经、内分泌疾病 huashunchoi@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临床或针灸学本科水平 全日制

43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刘希茹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妇科病、辅助生殖 lllxr66@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针推学 全日制

44 100512 针灸推拿学 余安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艾灸的临床应用 yuanshengyas@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 全日制

538 100513 针灸推拿学 刘志丹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宝山分院 针推治疗慢性炎性痛 liuzhidan@vip.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45 100512 针灸推拿学 陈跃来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灸治疗泌尿生殖疾病机理研究 chenyuelai@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或医学 全日制

46 100512 针灸推拿学 陈云飞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灸治疗睡眠障碍 icyf1968@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47 100512 针灸推拿学 东贵荣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腧穴特性及其针刺效应特性规律 dr-dongguirong@tom.com 医学科学学位

48 100512 针灸推拿学 房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骨与关节退行性疾病推拿干预机制 fm6505928@vip.sohu.com 医学科学学位



49 100512 针灸推拿学 侯文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药结合防治泌尿生殖疾病和药物成瘾 houwenguang@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或针灸推拿 全日制或兼读制

50 100512 针灸推拿学 黄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灸治疗免疫相关性疾病机制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51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姜淑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儿科推拿及步态分析 yadancoo@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52 100512 针灸推拿学 李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胃肠疾病的针灸治疗及机制研究 1971921250@qq.com 医学科学学位

53 100512 针灸推拿学 梁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刺镇痛 dr.liangy@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有针灸学理论基础 全日制

54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刘慧荣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灸治疗胃肠疾病临床与基础研究 lhr_tcm@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55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刘鲲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推拿防治脊柱相关疾病及小儿推拿机制研究 yaotuzheng@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专业 全日制

56 100512 针灸推拿学 陆嫄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灸治疗胃肠疾病的机制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57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吕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手法基础与临床研究、功法研究 cheesharn@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基础 全日制或兼读制

58 100512 针灸推拿学 马晓芃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灸治疗免疫相关性疾病的研究 pengpengma@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59 100512 针灸推拿学 施茵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灸治疗肠腑病证的效应机制研究 flysy0636@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60 100512 针灸推拿学 王珂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灸镇痛的神经调节机制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61 100512 针灸推拿学 王宇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灸防治哮喘临床评价与机制研究 wwangyu100@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62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吴焕淦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灸作用原理与应用规律研究 wuhuangan@citiz.net/wuhuangan@126.com医学科学学位

63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徐鸣曙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灸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 mingshuxu@yahoo.com.cn 医学科学学位

64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徐玉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灸防治哮喘的免疫学作用机理 医学科学学位

65 100512 针灸推拿学 杨永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灸防治哮喘临床与基础研究 dryqyang@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66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尹磊淼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刺治疗哮喘生物学机制研究 collegeylm@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67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张春雁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灸防治妇科疾病临床与实验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68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周次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灸作用机制与临床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69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宓轶群 市第六人民医院 慢性疼痛性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miyiqun@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70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张必萌 市第一人民医院 针灸调节免疫作用机制研究 pjzhtiger08@aliyun.com 医学科学学位

71 100512 针灸推拿学 李正祥 温岭市中医院 针灸推拿治疗慢性骨关节疾病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72 100512 针灸推拿学 虎力 针灸推拿学院 中医针灸经典文献 huli2006@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针灸 全日制

73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刘胜 针灸推拿学院 针刺效应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lskingcn@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无要求 全日制或兼读制

74 100512 针灸推拿学 陆萍 针灸推拿学院 推拿干预焦虑症 lupinglim@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医学背景 全日制

75 100512 针灸推拿学 毛慧娟 针灸推拿学院 针灸治疗肿瘤相关症状研究 maohuijuan1977@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学或临床医学 全日制

mailto:lupinglim@163.com
mailto:maohuijuan1977@hotmail.com


76 100512 针灸推拿学 沈雪勇 针灸推拿学院 针灸效应基础研究 snowysh@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生理学、医学 全日制

77 100512 针灸推拿学 王丽祯 针灸推拿学院 激光针灸的效应（针灸学） rain_liz_wang@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医学专业 全日制或兼读制

78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夏勇 针灸推拿学院 针灸的调节作用 xiayongbrave@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针灸学 全日制

79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姚斐 针灸推拿学院 针灸推拿学效应及机制研究 yaofei@tuina.com.cn 医学科学学位 医学专业背景 全日制

80 100512 针灸推拿学 赵玲 针灸推拿学院 穴位特异性及针灸效应研究 zhao3helen@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针灸 全日制

81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周爽 针灸推拿学院 针灸防治脑血管疾病的临床与基础 zhoushuang8008@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医学专业背景 全日制

82 100512/1006Z1
针灸推拿学/中西医结合康

复
张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传统功法与手法研究 zhanghongdoctor@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针灸推拿、康复 全日制

83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田雪松 创新中药研究院 中医药防治脑病的基础研究 xuesong.tian@shutcm.edu.cn 理学科学学位

84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董杨 基础医学院 中医药防治老年病 医学科学学位

85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胡旭东 基础医学院 中医药防治肝病及抗炎免疫药理 huxudongsh@sohu.com 医学科学学位

86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姜昕 基础医学院 中药抗感染、炎症、免疫机制 jiangxingao@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87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柯尊记 基础医学院 中西医结合防治阿尔茨海默病 kezunji@shutcm.edu.cn 医学科学学位 生物/医学/药学 全日制或兼读制

88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李勇枝 基础医学院 中医药在载人航天中的应用 liyongzhi666@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89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刘晴 基础医学院 中医药防治老年性耳聋的机制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90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吕嵘 基础医学院 中医药抗心力衰竭的基础研究 lurong@shutcm.edu.cn 医学科学学位

91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骆嘉 基础医学院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防治 医学科学学位

92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秦真侠 基础医学院 中药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机制研究 zhenxiaq@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93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沈凯凯 基础医学院 中药复方抗肿瘤药理学研究 skkshanghai@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94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孙宁 基础医学院 中药对复杂机体的作用分子机制 医学科学学位

95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孙祝美 基础医学院 舌苔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sunzhumei2000@aliyun.com 医学科学学位

96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王德恒 基础医学院 基因及药物对大脑编码的影响 32044621@qq.com 医学科学学位

97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王志菲 基础医学院 中西医结合防治脑卒中基础研究 zfwang4911@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98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徐明 基础医学院 中医药抗心肌重构的分子机制研究 mingxu@fmmu.edu.cn 医学科学学位

99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张学礼 基础医学院 中药延缓衰老 zhangxueli8403@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100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郑颂国 基础医学院 炎症与免疫调控 医学科学学位

101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郑月娟 基础医学院 感染、炎症和免疫 13641776412@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102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朱诗国 基础医学院 中西医结合癌症免疫治疗 jusco105@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mailto:rain_liz_wang@hotmail.com
mailto:zhoushuang8008@163.com


103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陈启龙 交叉科学研究院 病症关系与网络药理学 cqlw1975@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104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刘俊 交叉科学研究院 心血管衰老机制与补肾中药干预 junliu1995@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105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许锦文 交叉科学研究院 心血管衰老机制与补肾中药干预 jwxu1001@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106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张辉 交叉科学研究院 中医证和中药药理研究 zhanghuiman@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107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周钱梅 交叉科学研究院 中医药抗肿瘤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108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陆雄 科技实验中心 中医药防治糖尿病实验研究 xionglu93@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109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黄鹏 上海健康医学院 抗菌蛋白与抗菌肽的功能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110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李延飞 上海健康医学院 心血管机制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111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王杰宁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 肿瘤中西医综合治疗及机制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112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戴薇薇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延缓衰老机制研究 viviandaivv@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13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贾立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肿瘤发生机理与中西医防治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114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李立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抗肿瘤靶点发现与中西医防治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115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刘特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卵巢早衰的表观遗传学研究 liute1979@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116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鹿振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 医学科学学位

117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肖宁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翻译后修饰与细胞信号中医药调控 医学科学学位

118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于观贞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人工智能、肿瘤转移 医学科学学位

119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徐可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结肠癌肿瘤微环境促进肿瘤多药耐药的机制及中西医
结合防治结肠癌的药理学研究

cola519@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20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徐可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 医学科学学位

121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吴美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心血管疾病分子机制和药理学 1041@szy.sh.cn 医学科学学位

122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季青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西医结合防治消化道肿瘤 医学科学学位

123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吴曙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宝山分院 耳鼻咽喉科学基础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124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程晓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医药调控免疫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xdcheng_8@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125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韩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脑血管病救治、神经变性疾病机制 医学科学学位

126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曹义海 中西医结合研究院 中西医结合肿瘤肠道微生态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127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刘保成 中医健康协同创新中心 证候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128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吕爱平 中医健康协同创新中心 证候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129 1006Z1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单春雷 康复医学院 基于脑科学的中西医脑康复 shanclhappy@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130 1006Z1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冯伟 康复医学院 康复医学 fwginger@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131 1006Z1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王健 康复医学院 老年病的中医药防治与康复 wangjiantcm@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132 1006Z1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王拥军 康复医学院 骨伤康复学 yjwang8888@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133 1006Z1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徐建光 康复医学院 中西医结合神经康复 xujianguang@shutcm.edu.cn 医学科学学位

134 1006Z1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毕霞 上海健康医学院 神经疾病康复及骨关节疾病康复 医学科学学位

135 1006Z1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郭丽君 上海健康医学院 慢病健康管理、养老服务 医学科学学位

136 1006Z1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郑国华 上海健康医学院 认知障碍康复基础与临床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137 1006Z1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胡志俊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hzjz1062@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138 1006Z1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王拥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方向 yjwang88@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139 1006Z1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严隽陶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国传统康复与脑功能相关性研究 doctoryjt@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140 1006Z1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张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传统手法功法在康复医学中的应用 zhanghongdoctor@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141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范存义 上海健康医学院 手外科，肩肘外科，组织工程 医学科学学位

142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黄钢 上海健康医学院 分子影像绝对定量研究及图像融合 huangg@sumhs.edu.cn 医学科学学位 医学/药学/生命科学 全日制

143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李新明 上海健康医学院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疾病诊疗 医学科学学位

144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宁忠平 上海健康医学院 心脏介入诊疗 医学科学学位

145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孙安阳 上海健康医学院 脑退行性疾病的病理机制与治疗 医学科学学位

146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王秀会 上海健康医学院 关节外科，创伤骨科 医学科学学位

147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张进安 上海健康医学院 自身免疫甲状腺病 医学科学学位

148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周莉 上海健康医学院 恶性肿瘤脑转移相关机制 医学科学学位

149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韩振翔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 神经系统疾病的康复 hanxiang798007@g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有一定中医基础、热爱中医 全日制

150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雷鸣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 中医急诊与危重病 医学科学学位

151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李晓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 肥胖及糖尿病前期发病机制的研究 13816805177@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152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顼志兵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 急危重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xzb6160@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医学 全日制

153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庄少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 心血管疾病 医学科学学位

154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何东仪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光华医院 风湿病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dongyihe@medmail.com.cn 医学科学学位

155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朱琦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光华医院 中西医结合关节病临床及基础研究 zhuqigh540@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156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陈磊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西医结合泌尿男科学 joe8989@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57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陈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西医结合危重疾病研究 cwdoctor@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158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龚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膀胱癌中西医结合治疗基础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159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胡兵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西医结合肿瘤基础与临床 beearhu@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60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唐靖一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 dr_tang@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61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袁灿兴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西医结合治疗帕金森病 ycanxing@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62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章怡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心血管疾病诊治研究 eezh@msn.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63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赵爱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消化道恶性肿瘤中西医结合防治 aiguang@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64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曹勤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胃肠道早期肿瘤及慢性肝病 caoqin434@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65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曹亦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胆胰疾病的微创治疗 caoyijun66.@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66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陈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糖尿病早期并发症防治，骨质疏松症 18602108180@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67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陈腾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胃肠道肿瘤中西医结合治疗及机制研究 13801842406@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68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程立山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脑血管病，癫痫，帕金森病 cgq558@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169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樊伯珍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中西医结合妇科肿瘤、妇科盆底学 fbz628@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170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高朋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牙体牙髓 cgq5980773@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171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蒋霆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肿瘤介入治疗 jiangtinghui@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72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康向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肿瘤发病机理、诊断及实验治疗研究 xd_kang@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173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雷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糖尿病血管病变与脂代谢 Leitao5899@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74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李国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缺血性脑血管病 医学科学学位

175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李梦帆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下肢动脉闭塞症中西医结合治疗 1004821935@qq.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76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李青松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眼表疾病、白内障、青光眼 liqingsong1969@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77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刘成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中西医结合防治肝纤维化 liucheng0082010@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78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刘宗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冠心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 lzj72@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79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欧少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研究 luyu8043@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80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彭屹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影像诊断 peng2188@sina.com.cn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81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石继祥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四肢骨与关节创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shijixiang75@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82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宋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大黄对百草枯中毒急性肺损伤保护机制 uniquelingdang@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83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孙建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中西医结合治疗妇科肿瘤 24727410@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84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所广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普外微创 leosgj@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185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汤庆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 医学科学学位

186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王大英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冠心病心力衰竭诊治 daying_wang@aliyun.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87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王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中西医结合防治肾脏病 wang402hao@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88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王雄彪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呼吸内科 xiongbiao6@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189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吴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肿瘤发病机理诊断及实验治疗研究 rong701@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190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项敏泓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眼表泪液学疾病，白内障，青光眼 xiangminhong@sohu.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91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徐碧林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早期防治 xubilin007@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92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许国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心律失常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xuguojun2001@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93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许文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妇产科及围产医学 xwjns@sohu.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94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杨海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肛肠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yhbys@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95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杨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冠脉介入诊疗、心衰非药物治疗 13817057122@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96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殷佩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肿瘤微环境、中药及其有效成分抗肿瘤作用机制 yinpeihao1975@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97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张洁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各种感染及传染性疾病 pzxgrk@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98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张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肠屏障功能障碍 yichengzhangli@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199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张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血管医学生物学 zhangnep@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200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张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肿瘤综合治疗（放射治疗） shdoctor@vip.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201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张青川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泌尿系统肿瘤诊断及治疗 qczhang888@yeah.net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202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周军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中西医结合修复重建骨关节软骨 boysroger@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203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周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创伤骨科 zhouqiang619@aliyun.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204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朱冰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中西医结合防治慢性肾脏病 医学科学学位

205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李春霞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眼底病 cxli_66@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要有学习基础，有医学学士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206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于朝春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脑血管病中西医结合治疗 yuchaochun2006@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207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李勇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消化系统疾病防治 1098@szy.sh.cn 医学科学学位

208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孙永宁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内分泌疾病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209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王开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疼痛与康复 1100@szy.sh.cn 医学科学学位

210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陈冬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慢性肾脏病及透析相关临床及基础 医学科学学位



211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费智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西医结合脑卒中、脑肿瘤治疗 feizhimin@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212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冯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西医结合调节肿瘤肠道菌群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213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高俊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 医学科学学位

214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高月求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药防治慢性肝病疗效和机制 gaoyueqiu@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215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龚彪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胆胰疾病内镜下诊治及分子生物学基础 gbercp616@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消化内科学 全日制

216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蒋国静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复发性流产、盆腔器官脱垂 医学科学学位

217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瞿惠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病 医学科学学位

218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李曼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医药防治慢性肝病的免疫机制 lzwf@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219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李琦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 医学科学学位

220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刘成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医药防治慢性肝病 liuli2750@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221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刘永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 liuyongming@fox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内科，西医内科 全日制

222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潘卫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帕金森病、痴呆、中风、运动神经元病以及神经遗传
免疫疾病

panwd@medmail.com.cn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学 全日制

223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戎靖枫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方向 anastacia@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学/中西医结合本科 全日制

224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阮小芬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基础与临床 rxfzdl@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225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邵命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肾病水肿的中医疗效机制探索 医学科学学位

226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宋建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围术期心肌损伤及脓毒症防治 医学科学学位

227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孙学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慢性肝病的临床及机制研究 susuan_sxh@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228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谭文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先进影像学技术在中医中的应用 医学科学学位

229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陶艳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医药防治肝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Yanyan_1023@yahoo.com.cn 医学科学学位

230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童国庆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辅助生殖技术 胚胎发育研究 drivftongguoqing@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基础理论及妇科 全日制

231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王见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西医结合防治肝病 wjydyj@sohu.com 医学科学学位

232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王肖龙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基础与临床 Wxlqy0214@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233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王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肿瘤分子靶向治疗														 医学科学学位

234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谢晓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甲状腺疾病、肥胖与代谢疾病的外科临床与基础研究 xiexiaofeng1976@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西医结合外科或中医外科学 全日制

235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薛金贵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心病研究 13916465889@139.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西医内科学 全日制

236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叶朝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慢性肾衰竭与血管通路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237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赵长青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西医结合肝病 医学科学学位



238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周振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西医结合防治慢性肝病 医学科学学位

537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忽俊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宝山分院 中西医结合眼病诊治 hujun78731@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539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唐建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宝山分院 中医眼科学 13916977039@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542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杨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宝山分院 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 dr.young2019@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239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陈彤宇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西医结合在心胸外科中的应用 医学科学学位

240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陈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微血管病变中西医结合防治 Chenyu6639@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241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韩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脑血管病、认知功能障碍 hanyan.2006@aliyun.com 医学科学学位 西医背景 全日制

242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李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消化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243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许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围手术期针刺在快速康复中的应用 医学科学学位

244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杨宏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西医结合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研究 Yanghongjie1964@yahoo.com.cn 医学科学学位

245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张腾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研究 zhangteng501@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246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张云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脑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 zhangyyun@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247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周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针刺麻醉的临床运用与机制探讨 Pdzhoujia@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546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陈军 杨浦区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内科诊治 chenjun72514@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248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李琦 中西医结合研究院 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 13641650746@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249 100800 中药学 冯陈国 创新中药研究院 中药活性成分全合成及结构改造 理学科学学位

250 100800 中药学 冯怡 创新中药研究院 中药制剂关键技术及基础理论研究 fyi@vip.sina.com 理学科学学位

251 100800 中药学 贺庆利 创新中药研究院 中药活性成分的药理和生物合成 理学科学学位

252 100800 中药学 梁爽 创新中药研究院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LS7312@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253 100800 中药学 林国强 创新中药研究院 中药活性成分改造和构效关系研究 理学科学学位

254 100800 中药学 田平 创新中药研究院 药物化学和中药化学 理学科学学位

255 100800 中药学 王优杰 创新中药研究院 中药制剂关键技术研究 shutcmyo@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256 100800 中药学 谢燕 公共健康学院 中药制剂新技术研究与应用 rosexie_2004@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药学、营养学相关学科 全日制

257 100800 中药学 陈子珺 基础医学院 方剂配伍与药效物质基础研究，肿瘤药理，免疫药理 zjchen21@aliyun.com 理学科学学位 需医学、药学、生物学学士学位，先期有生物学实验基础 全日制

258 100800 中药学 陈红专 交叉科学研究院 肿瘤和神经药理学 理学科学学位

259 100800 中药学 陈莉莉 交叉科学研究院 靶向肿瘤代谢的药理学研究 理学科学学位

260 100800 中药学 葛广波 交叉科学研究院 中药-药物相互作用 guangboge@sohu.com 理学科学学位 天然药物化学，有机化学 全日制



261 100800 中药学 胡凯莉 交叉科学研究院 纳米及靶向药物制剂研究 kaili-hu@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262 100800 中药学 柯细松 交叉科学研究院 抗肿瘤药物发现与分子机制研究 理学科学学位

263 100800 中药学 李后开 交叉科学研究院 肠道菌与宿主共代谢；脂肪肝的中药防治 houkai1976@126.com 理学科学学位 药理学，生物化学 全日制或兼读制

264 100800 中药学 李禄金 交叉科学研究院 临床药理学 理学科学学位

265 100800 中药学 李亚娟 交叉科学研究院 中药药理学 liyajuan9@sina.cn 理学科学学位

266 100800 中药学 刘璇 交叉科学研究院 中药药理学 理学科学学位

267 100800 中药学 栾鑫 交叉科学研究院 抗肿瘤药理和靶向药物递送 理学科学学位

268 100800 中药学 孟国锋 交叉科学研究院 生物大数据和中药药物筛选 理学科学学位

269 100800 中药学 屈祎 交叉科学研究院 抗肿瘤药物靶标鉴定研究 理学科学学位

270 100800 中药学 苏越 交叉科学研究院 药物分析方法 suyue@shutcm,edu.cn 理学科学学位

271 100800 中药学 王平 交叉科学研究院 天然药物化学与生物分析 理学科学学位

272 100800 中药学 魏海 交叉科学研究院 天然药物口服吸收机制的研究 wei_hai@hotmail.com 理学科学学位 药学、化学、生物相关专业 全日制

273 100800 中药学 杨莉 交叉科学研究院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与质量评价 cpuyl@126.com 理学科学学位

274 100800 中药学 张宏 交叉科学研究院 抗肿瘤中药药理 zhanghongdoctor@sina.com 理学科学学位

275 100800 中药学 张婷 交叉科学研究院 中药活性成分与质量评价 zhtcpu@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276 100800 中药学 张卫东 交叉科学研究院 天然药物物质基础和创新药物研究 wdzhangy@hotmail.com 理学科学学位

277 100800 中药学 章丹丹 交叉科学研究院 中药干预肿瘤微环境的机制研究 izhangdd@126.com 理学科学学位

278 100800 中药学 郑青山 交叉科学研究院 临床药理学 qingshan.zheng@drugchina.net 理学科学学位

279 100800 中药学 周明眉 交叉科学研究院 中药药理与代谢组学 zhoumm368@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280 100800 中药学 邹立伟 交叉科学研究院 中药活性成分发现与优化 理学科学学位

281 100800 中药学 李风华 科技实验中心 中药复方的物质基础研究 lfh@hotmail.com 理学科学学位

282 100800 中药学 王晓宇 科技实验中心 中药免疫药理 理学科学学位

283 100800 中药学 杨扬 科技实验中心 中药药理 免疫药理 肿瘤免疫 理学科学学位

284 100800 中药学 杨以阜 科技实验中心 免疫药理学 yangyifu@mail.shcnc.ac.cn 理学科学学位

285 100800 中药学 陈文连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肿瘤代谢的基础与转化研究 理学科学学位

286 100800 中药学 史秀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药制剂外用制剂研究平台建设 shi_yai@sina.com 理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287 100800 中药学 张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西医结合调控骨代谢 medicineyan@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288 100800 中药学 周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医院药学与中药药理 2479707904@qq.com 理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289 100800 中药学 刘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药新药与剂型研究 Liuliver@vip.sina.com 理学科学学位

290 100800 中药学 裘福荣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药药代动力学 Furong_qiu@126.com 理学科学学位

291 100800 中药学 杨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与作用机制研究 理学科学学位

292 100800 中药学 年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药临床药学，医院药学 jackynian@hotmail.com 理学科学学位

293 100800 中药学 郭澄 市第六人民医院 中药抗肿瘤药理学 理学科学学位

294 100800 中药学 沈云辉 中西医结合研究院 中药抗炎抗肿瘤药效作用机理研究 理学科学学位

295 100800 中药学 安叡 中药学院 药物分析与中药体内过程研究 anruimw@126.com 理学科学学位

296 100800 中药学 陈凯先 中药学院 中药药理-中药药效物质方向 ymlius@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297 100800 中药学 崔亚君 中药学院
中药质量标准、标志物研究，尤其是显微质量标志物
的研究

janney808@sina.com 理学科学学位 具有药学或中药学相关知识 全日制

298 100800 中药学 丁越 中药学院 中药制药技术及体内过程研究 dingyue-2001@hotmail.com 理学科学学位

299 100800 中药学 董志颖 中药学院 中药炮制/炮制技术与文化传承 理学科学学位

300 100800 中药学 范圣洁 中药学院 中药药理-代谢性疾病中药药理 理学科学学位

301 100800 中药学 冯年平 中药学院 中药新型给药系统 npfeng@hotmail.com 理学科学学位 药学、化学或生命科学等相关专业基础，英文或中文交流无障碍 全日制或兼读制

302 100800 中药学 付文卫 中药学院 中药活性成分研究 fu_wenwei@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有一定化学基础 全日制或兼读制

303 100800 中药学 郭夫江 中药学院 中药化学-中药活性成分研究 gfj@shutcm.edu.cn 理学科学学位

304 100800 中药学 韩涵 中药学院 分析化学-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理学科学学位

305 100800 中药学 黄诚 中药学院 代谢性疾病中药药理 chuang_shutcm@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药学、化学或生命科学等相关专业基础，英文或中文交流无障碍 全日制或兼读制

306 100800 中药学 季申 中药学院 中药质量控制和安全性研究 jishen2013@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具有药学、中药学、药物分析相关知识 全日制

307 100800 中药学 贾琦 中药学院 中药活性成分与结构修饰研究 q_jia@126.com 理学科学学位

308 100800 中药学 可燕 中药学院 中药有效成分筛选及作用机制 keyantcm@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309 100800 中药学 劳远至 中药学院 中药抗肿瘤药物药理 laurence_ylao@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 全日制

310 100800 中药学 李医明 中药学院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ymlius@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具有医学或药学、分子生物学或有机化学相关的知识背景，能用
英语进行听说读写，阅读相关的英文文献等

全日制

311 100800 中药学 林晓 中药学院 中药固体制剂 duotang@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312 100800 中药学 刘颖 中药学院 中药新型给药系统 debbyly@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313 100800 中药学 马秉亮 中药学院 中药提取物肠道吸收机制研究 bingliang.ma@hotmail.com 理学科学学位 具有药学或中药学相关知识 全日制

314 100800 中药学 马越鸣 中药学院 中药药理-药代动力学及药效物质 mayueming@shutcm.edu.cn 理学科学学位



315 100800 中药学 倪梁红 中药学院 中药资源与品种鉴定 理学科学学位

316 100800 中药学 沈岚 中药学院 中药制剂关键技术及体内过程研究 alansusu@sina.com 理学科学学位

317 100800 中药学 孙连娜 中药学院 中药炮制-中药品质评价 理学科学学位

318 100800 中药学 谭红胜 中药学院 中药新药研发 ths97029@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医学或药学知识背景，化学基础，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听说读
写，阅读相关的英文文献，撰写英文论文。

全日制或兼读制

319 100800 中药学 王海颖 中药学院 中药小复方改善糖尿病肾损害的药效基础机理研究 wanghaiying_7@hotmail.com 理学科学学位 中医本科 全日制

320 100800 中药学 王瑞 中药学院 中药活性成分与质量评价 ellewang@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321 100800 中药学 魏莉 中药学院 中药制药新剂型与新技术 weilitcm@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322 100800 中药学 修彦凤 中药学院 中药炮制原理及新型制剂研究 xiu_yf@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323 100800 中药学 徐宏喜 中药学院 中药活性成分及其药效机制研究 xuhongxi88@gmail.com 理学科学学位
具有医学或药学、分子生物学或有机化学相关的知识背景，能熟
练运用英语进行听说读写，阅读相关的英文文献，撰写英文论文
。

全日制或兼读制

324 100800 中药学 尤丽莎 中药学院 中药活性成分研究 youlisha@126.com 理学科学学位

325 100800 中药学 袁颖 中药学院 中药及复方药效作用机制研究 理学科学学位

326 100800 中药学 张洪 中药学院 中药活性成分及作用机制研究 18818221805@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具有中药学或药学、分子生物学或有机化学相关的知识背景，能
熟练运用英语进行听说读写，阅读相关的英文文献，撰写英文论
文。

全日制

327 100800 中药学 张莉 中药学院 抗肿瘤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zhangli1003ecpu@126.com 理学科学学位
具有药理学或分子生物学相关的知识背景，具备一定的实验操作
技能。能阅读英文文献，撰写英文论文。

全日制或兼读制

328 100800 中药学 张彤 中药学院 中药制药及中药分析技术研究 zhangtdmj@hotmail.com 理学科学学位 获中药学或药学学士学位 全日制

329 100800 中药学 张永太 中药学院 中药新制剂与传统给药理论 analysisdrug@126.com 理学科学学位 有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的学习经历；具备一定的实验操作技能 全日制

330 100800 中药学 赵继会 中药学院 中药新型给药系统 zhaojihui07168@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331 100800 中药学 郑昌武 中药学院 中药活性成分的合成及结构修饰 fishzcw@hotmail.com 理学科学学位 有一定有机合成或药物化学的基础 全日制或兼读制

332 100800 中药学 朱国福 中药学院 1.抗肿瘤中药研究；2.本草文献研究 gfz1998@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具有医学、药学或分子生物学相关的知识背景。 全日制或兼读制

333 100800 中药学 陈万生 中药研究所 中药资源与生物技术 理学科学学位

334 100800 中药学 侴桂新 中药研究所 中药化学成分与质量标准研究 chouguixinzyb@126.com 理学科学学位

335 100800 中药学 丁丽丽 中药研究所 中药抗代谢性疾病作用机制研究 理学科学学位

336 100800 中药学 窦薇 中药研究所 胃肠道疾病药理 douwei123456@126.com 理学科学学位

337 100800 中药学 谷丽华 中药研究所 中药活性成分与质量标准 gulihua1228@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338 100800 中药学 黄菲 中药研究所 中药神经精神药理 理学科学学位

339 100800 中药学 季莉莉 中药研究所 中药改善肝损伤或血管损伤的研究 ji-ll@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340 100800 中药学 黎万奎 中药研究所 中药生物技术与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bio5210@126.com 理学科学学位

341 100800 中药学 石海莲 中药研究所 中药抗肿瘤、神经疾病药理 shihailian2003@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342 100800 中药学 王长虹 中药研究所 中药新制剂与体内过程研究 wchcxm@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343 100800 中药学 王富军 中药研究所 中药生物技术与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wfj@shutcm.edu.cn 理学科学学位

344 100800 中药学 王顺春 中药研究所 糖化学与生物学 shunchunwang@126.com 理学科学学位

345 100800 中药学 王峥涛 中药研究所 中药活性成分与质量标准 ztwang@shutcm.edu.cn 理学科学学位

346 100800 中药学 尉小慧 中药研究所 中药制剂分析及新剂型研究  xhwei2000@hotmail.com 理学科学学位

347 100800 中药学 吴弢 中药研究所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和质量标准研究 laurawu2000@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348 100800 中药学 吴晓俊 中药研究所 中药神经精神药理 xiaojunwu320@126.com 理学科学学位

349 100800 中药学 熊爱珍 中药研究所 中药质量标准 理学科学学位

350 100800 中药学 徐红 中药研究所 中药资源评价与质量标准研究 xuhongtcm@163.com 理学科学学位

351 100800 中药学 张紫佳 中药研究所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与质量标准 zijiazhang66@hotmail.com 理学科学学位

352 100800 中药学 赵淑娟 中药研究所 生物技术与中药资源 zhaoshujuan@126.com; zhaoshujuan@shutcm.edu.cn理学科学学位

353 100510 中医儿科学 景晓平 上海市儿童医院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肺肾疾病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354 100501 中医儿科学 姜永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儿科肺系疾病及肝胆疾病 jyh203225@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355 100501 中医儿科学 姜之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儿科肺系疾病及肝胆疾病 jzycm@sohu.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356 100501 中医儿科学 肖臻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儿科肺系疾病及肝胆疾病 xiaozhen61@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357 100510 中医儿科学 薛征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中医儿科肺病、脑病 shszyyyek@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358 100510 中医儿科学 朱慧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医药防治肺系和肾系疾病 huihuazhu@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359 100509 中医妇科学 李鹤 仁济医院 妇科肿瘤和内分泌方向 医学科学学位

360 100509 中医妇科学 付金荣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不孕症、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研究 fujinrong2006@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妇科、中医基础理论、英语 全日制

361 100509 中医妇科学 李佶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生殖内分泌的中医药调节 drliji@eastday.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362 100509 中医妇科学 徐莲薇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诊治妇科内分泌失调和不孕 sherryxlw@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363 100509 中医妇科学 倪晓容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生殖内分泌 医学科学学位

364 100509 中医妇科学 钱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医药防治妇科肿瘤 qqqq19740@vip.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妇科学 全日制

365 100509 中医妇科学 严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西医结合不孕不育 13524658288@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中西医结合 全日制

366 100509 中医妇科学 张婷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医药防治女性生殖内分泌疾病 tingting185@aliyun.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或中西医结合学士学位，需要先期学习或自学中医妇科学及
妇产科学相关内容

全日制

367 1005Z3 中医工程 高明 针灸推拿学院 针灸诊疗技术及器材研究与应用 gaoming688@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针灸学 全日制

368 1005Z3 中医工程 唐文超 针灸推拿学院 针推手法量化分析及效应研究 vincent.tang@shutcm.edu.cn 医学科学学位 医学背景 全日制或兼读制

mailto:vincent.tang@shutcm.edu.cn


548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包莉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膝骨关节病 echoism@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369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程少丹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光华医院 颈肩腰腿痛的中医微创治疗 医学科学学位

370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何勇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光华医院 骨关节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 hernshall@qq.com 医学科学学位

371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肖涟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光华医院 人工关节置换的围手术期处理 13701888178@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372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崔学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治疗颈椎病的循证医学研究 diyiucixj@sohu.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373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梁倩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慢性骨与关节疾病 liangqianqiantcm@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374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马俊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脊柱脊髓损伤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脊柱退变性疾病的
临床研究

junming236@aliyun.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375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莫文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急慢性脊柱脊髓损伤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 mw2218@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376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舒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慢性退行性骨病 siren17721101@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377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唐德志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骨代谢性疾病的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378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王拥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慢性筋骨病的研究 yjwang8888@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379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徐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治疗骨与关节疾病 医学科学学位

380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杨燕萍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骨肿瘤发病分子机制和中医药防治 yanpingyangks@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381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叶秀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骨与关节退变性疾病 yexiulan888@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382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张霆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治疗急慢性关节病 ztingdd@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383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曹月龙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筋骨调节的系统机制研究 ningtcm@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医学基础或工学基础 全日制

384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林勋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脊柱退行性疾病的中医药防治 linxund@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学 全日制或兼读制

385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庞坚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医药防治骨与关节病损的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386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石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骨与关节疾病 shiying1974@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387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詹红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慢性筋骨病损防治研究 shgsyjs@139.com 医学科学学位

388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 李海峰 基础医学院 内经学术思想与出土文献研究 lihaifeng21cn@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389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 刘小美 基础医学院 证候和辨证论治基础研究 wfjlxm2005@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390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 倪红梅 基础医学院 中医体质与健康 nihm20032003@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391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 舒适 基础医学院 脑神经疾病的藏象基础和针刺研究 43517701@qq.com 医学科学学位

392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 张挺 基础医学院 中医药防治慢性肾病的基础研究 zhangting doctor@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393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 邹纯朴 基础医学院 基于经典理论的中医药抗肿瘤研究 chunpuzou@shutcm.edu.cn 医学科学学位

394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 胡静 基础医学院 温病治法方药效应机制与肺病研究 h6enter@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395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 宋红普 基础医学院 经方理论与临床 songhongpu@sohu.com 医学科学学位

396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 吴中平 基础医学院 经方药抗炎研究 wzp@shutcm.edu.cn 医学科学学位

397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刘平 交叉科学研究院 慢性肝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liuliver@vip.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398 100506 中医内科学 王晓柠 交叉科学研究院 慢性肝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wxntcm@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399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吴涛 交叉科学研究院 中医药防治慢性肝病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547 100506 中医内科学 丁燕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医脾胃病 dingyan1021@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544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杨建梅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疾病 jianmeiyang@163.con 医学科学学位

400 100506 中医内科学 胡静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 肾病学 h6enter@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401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孙建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 男性病科 sunjm67@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完成中医基础理论 全日制

402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张晓丹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 中医药防治老年常见病 医学科学学位

403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周一心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 失眠与焦虑抑郁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asadezh@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404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黄天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光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脾胃病 hts6636@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405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安红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脑病的临床与基础 lhsoatp@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06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陈川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老年医学研究 Ch9453@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07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陈昕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 heal7374@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08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陈运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西医结合治疗脑病的临床研究 13701625535@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09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邓海滨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 shchinall@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10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邓跃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肾脏病 dengyueyi@medmail.com.cn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11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杜兰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治疗肾脏疾病 longhuahospital@aliyun.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12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方邦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西医结合治疗脑血管疾病 fangbji@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413 100506 中医内科学 费晓燕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胃肠病临床与基础研究 23386348@qq.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14 100506 中医内科学 甘欣锦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治疗血液病 ganxinjin11@sohu.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15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顾军花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风湿病的中医诊疗与中医传承 gjh2383@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416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顾耘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老年病，动脉粥样硬化临床研究 birgitgu@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417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季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消化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 jiliver@vip.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18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李和根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 shlaogen@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419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李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药防治甲状腺、糖尿病疾病研究 shanhongli@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20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李莹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慢性肝病发病机制和中医药诊疗 liying_tcm@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21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刘苓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综合治疗提高晚期肺癌疗效 liulingshuang107@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22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鹿振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 tcmdoctorlu@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23 100506 中医内科学 茅建春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药治疗风湿性疾病 mjczyczx@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24 100506 中医内科学 申定珠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老年医学研究 doudoulong007@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25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沈克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机理研究 shen0313@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26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沈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疾病  cathylin927@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27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孙建立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治疗肺癌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sunjianli19987@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28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汤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心血管疾病 tangnuo2002@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29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唐志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胃肠疾病 zhipengtang@sohu.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30 100506 中医内科学 田建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hawk7150@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31 100506 中医内科学 王菊勇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wangjuyong1@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32 100506 中医内科学 王磊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肝病免疫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433 100506 中医内科学 王立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及相关疾病 13816927507@139.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34 100506 中医内科学 王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难治性肾病的研究 happytlynn@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35 100506 中医内科学 王秀薇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西医结合脑病科 wxw231888@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36 100506 中医内科学 王佑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基础与临床 doctorwyh@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437 100506 中医内科学 王中奇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肿瘤侵袭转移 aledx@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438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邢练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慢性病毒性肝炎 xingdoctor@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相关学士学位 全日制

439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徐振晔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 xuzhenye1947@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40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杨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内分泌代谢疾病的中医药治疗 jenifer982969@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较好中文理解力 全日制

441 100506 中医内科学 袁建业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脾胃病研究 yuanjianye@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42 100506 中医内科学 苑素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高血压病 yysy999@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43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张惠勇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 zhanghuiyong1963@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44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张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慢性肝病 医学科学学位

445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张玮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肝病 18918104444@189.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46 100506 中医内科学 赵晓珍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抗肿瘤转移和复发 zhxzhtiger2001@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47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郑敏宇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间质性肺疾病临床与科研 zmy616161@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48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郑培永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肝病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449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钟逸斐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肾病 yifeilily@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450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周时高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治疗风湿免疫、代谢类疾病 dr-shigao@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51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韩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中医药治疗胃肠病 13816845258@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452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韩建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 yedu9@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53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刘龙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中医心脑血管疾病 longminliu@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54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刘淑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中医药治疗风湿病 baobeiqi2002@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55 100506 中医内科学 石晓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中医药防治肿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Shixiaolan70@yahoo.com.cn 医学科学学位

456 100506 中医内科学 薛冬英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中医药治疗肝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dongying11@citiz,net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57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戴彦成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医药防治胃肠疾病 医学科学学位

458 100506 中医内科学 盛昭园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虚劳病的中医综合治疗 rjwm@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459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钟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 zhongzixian2000@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460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方志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中医药阻抑恶性肿瘤的研究 ffwf2001@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461 100506 中医内科学 侯风刚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胃肠道肿瘤中医药防治研究 fghou555@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462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黄宁静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神经变性疾病的中西医治疗 1151583207@qq.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基础，中医内科 全日制

463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李文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中医药治疗神经系统疑难病 lwt1132@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464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李雁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 18916767226@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465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刘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中医治疗脑血管病 Liuy60117@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熟悉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内科基础 全日制

466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楼丹飞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 医学科学学位

467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陆嘉惠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血液病 1260@szy.sh.cn 医学科学学位

468 100506 中医内科学 任建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 renjianlin666@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469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徐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中医药治疗睡眠相关疾病的研究 0296@szy.sh.cn 医学科学学位

470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闫国良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危重症的实验及临床研究 7120@szy.sh.cn 医学科学学位

471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殷晓聆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中医肿瘤 yinxiaoling2015@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医学专业 全日制

472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张雯静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中医药治疗睡眠及神志疾病 1072@szy.sh.cn 医学科学学位

473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邓皖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 dwl0707@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内科学 全日制

mailto:yinxiaoling2015@163.com


474 100506 中医内科学 胡义扬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医药防治慢性肝病 yyhuliver@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475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凌江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胃肠病的中医药诊疗 医学科学学位

476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刘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医药防治肝病临床基础研究 liuliver@vip.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477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慕永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医药治疗慢性肝病的基础与临床 ypmu8888@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478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彭景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医药防治慢性肝病 医学科学学位

479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孙明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医药防治消化疾病和肿瘤 mysun369@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医学、中医学、生物、化学等 全日制

480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陶枫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肥胖，糖尿病，甲状腺病临床和基础 taofeng@shutcm.edu.cn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学 全日制

481 100506 中医内科学 王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医药防治肾纤维化的基础研究 chenwang8@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482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张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医证候及临床疗效评价 394787336@qq.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学 全日制

483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朱惠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医药防治肿瘤 zhu_huirong@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484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卓蕴慧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医肝病 md_zhuo@yahoo.com.cn 医学科学学位

540 100506 中医内科学 王文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宝山分院 消化道肿瘤临床 18021051498@189.cn 医学科学学位

485 100506 中医内科学 付晓伶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医药抗消化道恶性肿瘤 fuxiaoling111@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熟练汉语 全日制

486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龚亚斌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 gongyabin@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泰国籍优先 全日制

487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郝微微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医药防治脾胃病研究 hwwwork@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488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黄海茵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西医结合呼吸病学 haiyin_huang@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有传统医学或西医基础 全日制

489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史晓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老年退行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 mdshixiao@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490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周秉舵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重症胰腺炎并发症中医药干预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491 100506 中医内科学 陈江 苏州市中医院 中医药为主防治胃肠道疾病 医学科学学位

492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张磊 中医健康协同创新中心 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病 医学科学学位

493 100507 中医外科学 曹永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肛肠疾病防治 caoyq88@sh163.net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94 100507 中医外科学 陈红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乳腺疾病的研究 chhfluk@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95 100507 中医外科学 单玮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促进创面修复 医学科学学位

496 100507 中医外科学 高尚璞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治疗银屑病和脱发研究 gaoshpg@g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97 100507 中医外科学 刘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防治乳腺病研究 yige823@aliyun.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98 100507 中医外科学 潘一滨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肛肠疾病的临床研究 panyibin29@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499 100507 中医外科学 阙华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防治血管病及促创面修复研究 huafaque@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内科学或中医外科学 全日制



500 100507 中医外科学 宋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湿疹等变态反应性疾病 sonyui@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501 100507 中医外科学 王琛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肛肠良性疾病防治 wangchen_longhua@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502 100507 中医外科学 邢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治疗中医外科疾病、中医药治疗慢性难愈性创
面

jx0306@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503 100507 中医外科学 殷立新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肛肠疾病防治 ylx_5111@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504 100507 中医外科学 郁超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泌尿男科学 yubeyond@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505 100507 中医外科学 张臻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医药对慢性溃疡创面治疗的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506 100507 中医外科学 曹烨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医诊治脉管病 dr-cao@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学或临床医学 全日制或兼读制

507 100507 中医外科学 方豫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糖尿病足、周围血管病、中医外科 13301901601@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508 100507 中医外科学 王小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 甲状腺疾病、周围血管病、乳腺病 prowxp@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509 100507 中医外科学 柳国斌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医药防治糖尿病足等周围血管病 15800885533@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541 100507 中医外科学 肖秀丽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宝山分院 中医药治疗皮肤病 xxl_me@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510 100507 中医外科学 韩昌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肛肠疾病 医学科学学位

511 100507 中医外科学 李斌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医药防治皮肤病 18930568129@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外科学或针灸学硕士 全日制或兼读制

512 100507 中医外科学 李福伦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医药防治皮肤病 drlifulun@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学学士学位 全日制

513 100507 中医外科学 李欣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医药防治皮肤病 医学科学学位

514 100507 中医外科学 彭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医男科 drypeng@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先期相关学习或自学基础 全日制或兼读制

515 100507 中医外科学 王振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西医结合治疗大肠肛门良性疾病 drxinhuo@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本科中医学或者中西医结合专业 全日制

516 100507 中医外科学 向延卫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医药治疗皮肤病 医学科学学位

517 100507 中医外科学 张磊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医药防治糖尿病足等慢性疾病 see-eye@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有医学、生物学、生命科学专业背景者优先 全日制

543 100507 中医外科学 张海岩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宝山分院 中医药治疗肛肠疾病研究 13816794317@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518 100511 中医五官科学 刘新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中西医结合眼病防治 drliuxinquan@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519 100511 中医五官科学 张殷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眼病中医治疗 zhangyinj@hotmail.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520 100511 中医五官科学 张振永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 眼视光学、眼表疾病 zzyly818@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

521 100511 中医五官科学 宋正宇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中西医结合防治眼病 医学科学学位

522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梁尚华 科技人文研究院 中医临床文献研究 shanghualiang@sina.com 医学科学学位

523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汤晓龙 科技人文研究院 中医临床文献，中医出土文献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524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王兴伊 科技人文研究院 中医文献研究 wxy_sh@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525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杨奕望 科技人文研究院 中医药文物研究 13041627427@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526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李洁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太极健康 lijietcm@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中医学、针灸推拿学 全日制

527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贾杨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中医药发展与文化研究 医学科学学位

528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邓宏勇 中医健康协同创新中心 中医大数据及循证医学 dephew@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529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许吉 中医健康协同创新中心 中医药文献信息、情报方面 医学科学学位

530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袁敏 中医健康协同创新中心 中医药文献与信息 yuanminny@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531 100505 中医诊断学 郭睿 基础医学院 脉诊客观化、标准化研究 songhongpu@sohu.com 医学科学学位

532 100505 中医诊断学 刘国萍 基础医学院 四诊客观化及证候规范化 13564133728@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533 100505 中医诊断学 许朝霞 基础医学院 月经病的中医证治规律探讨 zhaoxia7001@126.com 医学科学学位 全日制或兼读制

534 100505 中医诊断学 许家佗 基础医学院 四诊信息化、智能化 xjt@fudan.edu.cn 医学科学学位

535 100505 中医诊断学 燕海霞 基础医学院 中医脉诊客观化、标准化研究 hjy2012ok@163.com 医学科学学位

536 100505 中医诊断学 周昌乐 基础医学院 中医诊断技术信息化研究与应用 dozero@xmu.edu.cn 医学科学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