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导师 专业名称 学位类型 研究方向 电子邮件 全日制或兼读制

1 基础医学院 李福凤 中医诊断学 医学博士 中医四诊客观化、标准化研究 li_fufeng@aliyun.com 全日制

2 基础医学院 朱诗国 中西医结合基础 医学博士 中西医结合肿瘤免疫治疗 jusco105@163.com 全日制

3 基础医学院 柯尊记 中西医结合基础 医学博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阿尔茨海默病 kezunji@shutcm.edu.cn 全日制或兼读制

4 中药学院 冯年平 中药学 理学博士 中药新型给药系统 npfeng@hot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5 中药学院 黄诚 中药学 理学博士 中药新药研发 chuang_shutcm@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6 中药学院 徐宏喜 中药学 理学博士 中药活性成分及其药效机制研究 xuhongxi88@g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7 中药学院 朱国福 中药学 理学博士 1.抗肿瘤中药研究；2.本草文献研究 gfz1998@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8 中药学院 李医明 中药学 理学博士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ymlius@163.com 全日制

9 中药学院 张彤 中药学 理学博士 中药制药及中药分析技术研究 zhangtdmj@hotmail.com 全日制

10 中药学院 杨柏灿 中药学 理学博士 方药的配伍规律与临床应用 bcy2002@sina.com 全日制

11 中药研究所 王峥涛 中药学 理学博士 中药活性成分与质量标准 ztwang@shutcm.edu.cn 全日制

12 中药研究所 侴桂新 中药学 理学博士 中药化学成分与质量标准研究 chouguixinzyb@126.com 全日制

13 中药研究所 季莉莉 中药学 理学博士 中药改善肝损伤或血管新生的研究 ji-ll@163.com 全日制

14 中药研究所 王顺春 中药学 理学博士 糖化学与生物学 shunchunwang@126.com 全日制

15 中药研究所 王长虹 中药学 理学博士 中药新制剂与体内过程研究 wchcxm@163.com 全日制

16 中药研究所 吴弢 中药学 理学博士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和质量标准研究 laurawu2000@163.com 全日制

17 龙华临床医学院 方邦江 中医内科学 医学博士 中西医结合治疗脑血管疾病 fangbji@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18 龙华临床医学院 季光 中医内科学 医学博士 中医药防治消化系统疾病基础与临床 jiliver@vip.sina.com 全日制

19 龙华临床医学院 徐振晔 中医内科学 医学博士 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 xuzhenye1947@126.com 全日制

20 龙华临床医学院 邓跃毅 中医内科学 医学博士 中医药防治慢性肾脏病 dengyueyi@medmail.com.cn 全日制

21 龙华临床医学院 李红 中医内科学 医学博士 中药防治甲状腺、糖尿病疾病研究 shanhongli@126.com 全日制

22 龙华临床医学院 张惠勇 中医内科学 医学博士  中医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 zhanghuiyong1963@hotmail.com 全日制

23 龙华临床医学院 王菊勇 中医内科学 医学博士 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wangjuyong1@126.com 全日制

24 龙华临床医学院 田建辉 中医内科学 医学博士 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hawk7150@hotmail.com 全日制

25 龙华临床医学院 陈红风 中医外科学 医学博士 中医药防治乳腺疾病的研究 chhfluk@126.com 全日制

26 龙华临床医学院 刘胜 中医外科学 医学博士 中医药防治乳腺病 yige823@aliyun.com 全日制

27 龙华临床医学院 阙华发 中医外科学 医学博士 中医防治血管病及促创面修复研究 huafaque@126.com 全日制

28 龙华临床医学院 曹永清 中医外科学 医学博士 肛肠疾病的中医药研究 caoyq88@sh163.net 全日制

29 龙华临床医学院 陆金根 中医外科学 医学博士 肛肠疾病的中医药研究 panyibin29@163.com 全日制

30 龙华临床医学院 施杞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博士 脊柱、骨与关节等慢性筋骨病研究 shiqish@hotmail.com 全日制

31 龙华临床医学院 莫文 中医骨伤科学 医学博士 急慢性脊柱脊髓损伤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 mw2218@126.com 全日制

32 龙华临床医学院 徐莲薇 中医妇科学 医学博士 中医药诊治妇科内分泌失调和不孕 sherryxlw@hotmail.com 全日制

33 龙华临床医学院 裴建 针灸推拿学 医学博士 针灸临床评价 longhuaacup@aliyun.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4 龙华临床医学院 刘萍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博士 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研究 liuping23@sina.com 全日制

35 龙华临床医学院 王嵩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博士 肿瘤病变影像诊断 songwangws@163.com 全日制

36 龙华临床医学院 赵爱光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博士 消化道恶性肿瘤中西医结合防治 aiguang@hotmail.com 全日制

37 龙华临床医学院 陈伟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博士 心血管和危重病的中西医结合研究 cwdoctor@163.com 全日制

38 龙华临床医学院 王拥军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医学博士 中西医结合骨伤康复方向 yjwang88@hot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39 曙光临床医学院 高建东 中医内科学 医学博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肾脏病 gaojiandong@hot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40 曙光临床医学院 孙明瑜 中医内科学 医学博士 中医药防治肝病和肿瘤的研究 mysun369@126.com 全日制

41 曙光临床医学院 李琦 中医内科学 医学博士 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 lzwf@hotmail.com 全日制

42 曙光临床医学院 张勤华 中医妇科学 医学博士 中医药结合辅助生殖技术治疗不孕症 shumeier@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43 曙光临床医学院 沈卫东 针灸推拿学 医学博士 针灸临床机制研究 shenweidong1018@hot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44 岳阳临床医学院 许玲 中医内科学 医学博士 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 xulq67@aliyun.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45 岳阳临床医学院 周永明 中医内科学 医学博士 中医药治疗血液病临床和实验研究 yongmingz@sohu.com 全日制

46 岳阳临床医学院 王怡 中医内科学 医学博士 中医肾病 drwangyi0110@126.com 全日制

47 岳阳临床医学院 李斌 中医外科学 医学博士 中西结合防治皮肤病 18930568129@163.com 全日制

48 岳阳临床医学院 张婷婷 中医妇科学 医学博士 中医药治疗女性生殖内分泌疾病 tingting185@aliyun.com 全日制

49 岳阳临床医学院 东贵荣 针灸推拿学 医学博士 腧穴特性与针刺效应特性规律及针刺手法 dongguirong2000@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50 岳阳临床医学院 严隽陶 针灸推拿学 医学博士 传统康复 doctoryjt@163.com 全日制

51 岳阳临床医学院 房敏 针灸推拿学 医学博士 脊柱推拿 fm6505928@vip.sohu.com 全日制

52 岳阳临床医学院 杨永清 针灸推拿学 医学博士 针灸防治哮喘临床与基础研究 dryqyang@163.com 全日制

53 岳阳临床医学院 吴焕淦 针灸推拿学 医学博士 针灸的作用原理与应用规律研究 wuhuangan@126.com 全日制

54 岳阳临床医学院 陈云飞 针灸推拿学 医学博士 针灸治疗失眠的临床研究 icyf1968@163.com 全日制

55 岳阳临床医学院 陈跃来 针灸推拿学 医学博士 针灸治疗泌尿生殖疾病及机理研究 chenyuelai@163.com 全日制

56 岳阳临床医学院 刘慧荣 针灸推拿学 医学博士 针灸治疗胃肠疾病临床与基础研究 lhr_tcm@139.com 全日制

57 岳阳临床医学院 马晓芃 针灸推拿学 医学博士 针灸治疗免疫相关性疾病的研究 pengpengma@163.com 全日制

58 岳阳临床医学院 施茵 针灸推拿学 医学博士 针灸免疫研究 fiysy0636@hotmail.com 全日制

59 岳阳临床医学院 程晓东 中西医结合基础 医学博士 中医药的免疫调节研究 xdcheng_8@yeah.net 全日制或兼读制

60 岳阳临床医学院 李明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博士 耳鸣耳聋基础和临床研究 liming0168@sina.com 全日制

61 岳阳临床医学院 王晓素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博士 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统疾病诊治 xswangxs0084@163.com 全日制

62 岳阳临床医学院 符徳玉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博士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疾病的防治 fdy65@126.com 全日制

63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董耀荣 中医内科学 医学博士 心力衰竭、冠心病、心律失常和高血压的中医治疗 1067@szy.sh.cn 全日制

64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李雁 中医内科学 医学博士 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 1131@szy.sh.cn 全日制

68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胡国华 中医妇科学 医学博士 朱氏妇科学术经验传承研究 0083@szy.sh.cn 全日制

69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虞坚尔 中医儿科学 医学博士 中医药防治小儿肺、脾、肾系疾病 1066@szy.sh.cn 全日制

65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于永春 中西医结合基础 医学博士 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机制 1255@szy.sh.cn 全日制

66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李勇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博士 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疾病临床及基础研究 1098@szy.sh.cn 全日制

67 市中医临床医学院 张闽光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博士 肿瘤介入治疗 1172@szy.sh.cn 全日制

上海中医药大学外籍博士研究生招生导师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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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普陀临床医学院 康向东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博士 肿瘤发病机理、诊断及实验治疗研究 xd_kang@163.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71 普陀临床医学院 王雄彪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博士 呼吸内科 xiongbiao6@hotmail.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72 普陀临床医学院 陈腾 中西医结合临床 医学博士 胃肠道肿瘤中西医结合治疗及机制研究 13801842406@163.com 全日制

73 康复医学院 冯伟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医学博士 中国传统功法的临床与机理研究 fwginger@126.com 全日制或兼读制

74 康复医学院 单春雷 中西医结合康复学 医学博士 脑功能障碍康复 shanclhappy@163.com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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