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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医学院 071003 生理学 生理学 01 糖脂代谢与心血管疾病 黄海霞 1 △

2 基础医学院 071003 生理学 生理学 02 肠道菌群与代谢性疾病 王伟 2 △

3 基础医学院 071003 生理学 生理学 04 深圳湾实验室分子生理学研究所-生理学 不确定导师 3 △
深圳湾实验室分

子生理学研究所

4 基础医学院 071006 神经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 04 应用组织工程学方法修复神经系统损伤的研究 李晓光 1 △

5 基础医学院 071006 神经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 06 社会行为及睡眠障碍的机制研究 刘琰 1 △

6 基础医学院 071006 神经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 07 神经生物学 饶毅 1 △

7 基础医学院 071006 神经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 08 抑郁症及其干预的神经调控机制 徐志卿 1 △

8 基础医学院 071006 神经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 09 应用组织工程学的方法修复神经系统损伤的研究 杨朝阳 1 △

9 基础医学院 071006 神经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 19 北京脑中心-神经生物学 不确定导师 11 △ 北京脑中心

10 基础医学院 071006 神经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 24 深圳湾实验室分子生理学研究所-神经生物学 不确定导师 4 △
深圳湾实验室分

子生理学研究所

11 基础医学院 071006 神经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 25 神经退行性疾病动物模型的研制和比较医学研究 卢静 1 △

12 基础医学院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09
深圳湾实验室分子生理学研究所-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不确定导师 4 △
深圳湾实验室分

子生理学研究所

13 基础医学院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02 脑血管病与认知 金新春 1 △

14 基础医学院 100102 免疫学 免疫学 01 染色质调控与免疫调节机制研究 陈萍 1 △

15 基础医学院 100102 免疫学 免疫学 03 肺血管疾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 王辰 1 △

16 基础医学院 100102 免疫学 免疫学 04 过敏和临床免疫学 王炜 1 △

17 基础医学院 100102 免疫学 免疫学 06 肺脏炎症与免疫损伤 张须龙 1 △

18 基础医学院 100706 药理学 药理学 05 神经精神药理及新药研发 金增亮 1 △

19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02
先进传感器、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图像处理与人工
智能技术

谷宇 3 △

20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03 医学影像计算与仿真 李海云 1 △

21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04 眼生物力学与力学生物学 钱秀清 1 △

22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05 医学图像处理 杨智 1 △

23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07 医学信号处理 张旭 1 △

24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08 眼生物力学 张海霞 1 △

25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02 慢性病流行病学 何燕 1 △

第 1 页，共 10 页



首都医科大学2022年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补充批次）招生专业目录

序号 院系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三级学科
研究方
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导师姓名
招生
人数

招生学
位类型

备注

26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05 肿瘤流行病学、分子流行病学、卫生管理及卫生经济学 田雨 1 △

27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07 慢性病流行病学与临床流行病学 闫宇翔 1 △

28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09 环境流行病学 孙生志 1 △

29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04 营养与心血管疾病 王蕾 2 △

30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5 卫生毒理学 卫生毒理学 08 颗粒物毒理学、纳米毒理学 孙志伟 1 △

31 公共卫生学院 100405 卫生毒理学 卫生毒理学 10 分析毒理学与微流控纳米传感技术 郝荣章 1 △

32 公共卫生学院 1004Z1 卫生事业管理学 卫生事业管理学 01 卫生经济、医疗保险 高广颖 1 △

33 公共卫生学院 1004Z1 卫生事业管理学 卫生事业管理学 05 医院管理研究 辛有清 1 △

34 医学人文学院 1001Z2 医学伦理学 医学伦理学 01 科技伦理，老年健康伦理 刘芳 2 △

35 药学院 100701 药物化学 药物化学 03 多肽及小分子纳米药物研究 赵明 1 △

36 药学院 100701 药物化学 药物化学 05 核酸表观遗传学及基因编辑的研究 郝子洋 1 △

37 药学院 100701 药物化学 药物化学 06 手性药物发现、设计与绿色合成及活性研究 马登科 1 △

38 药学院 100704 药物分析学 药物分析学 02 生物医用传感器研究 张晓艳 1 △

39 药学院 100704 药物分析学 药物分析学 03 核酸分析与分子诊断研究 吴若嘉 1 △

40 中医药学院 1007Z2 天然药物学 天然药物学 02 中药复方药效物质与新制剂研究 龚慕辛 1 △

41 中医药学院 1007Z2 天然药物学 天然药物学 10 中药药理与新药开发 王伽伯 3 △

42 中医药学院 1007Z2 天然药物学 天然药物学 11 中药质量分析及安全性研究 孔维军 1 △

43 护理学院 101100 护理学 护理学 04
智能老年护理、智能慢病管理、急危重症护理、智能化
护理教育

吴瑛 1 △

44 宣武医院 071006 神经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 04 帕金森病的发病机理、新的诊断标记物和防治对策 于顺 1 △

45 宣武医院 071006 神经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 05 神经系统衰老的机制和调控 王思 1 △

46 宣武医院 083100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01 医疗数据治理、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真实世界研究 费晓璐 1 △

47 宣武医院 100203 老年医学 老年医学 01 基于多能干细胞的疾病研究和精准治疗 刘光慧 1 △

48 宣武医院 1002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04 老年性痴呆，脑血管病 贾建平 1 △

49 宣武医院 1002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07 神经系统疾病的分子遗传学、发病机制与靶向治疗 柴国梁 1 △

50 宣武医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01 神经影像学 卢洁 1 △

51 宣武医院 100210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01 脑网络疾病与功能神经外科，脑科学研究与医学转化 赵国光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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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宣武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03 冠心病发病机制及治疗 刘志 1 ◆

53 宣武医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05 老年性痴呆，脑血管病 贾建平 2 ◆

54 宣武医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06 阿尔茨海默病及其它认知障碍疾病的基础与临床 贾龙飞 1 ◆

55 宣武医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13 阿尔茨海默病和血管性认知障碍的早期诊断与干预 唐毅 1 ◆

56 宣武医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17 基于多组学的痴呆早期诊疗新技术研究 魏翠柏 2 ◆

57 宣武医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20 脑血管病防治与神经系统离子通道病 郭秀海 1 ◆

58 宣武医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21 基于神经影像技术的AD超早期诊治研究 韩璎 1 ◆

59 宣武医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22 老年人失能失智的危险因素及干预研究 郭艳苏 1 ◆

60 宣武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05 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手术及介入治疗 焦力群 1 ◆

61 宣武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07 脑与脊髓血管病的外科治疗 张鸿祺 1 ◆

62 宣武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08 脑网络疾病与功能神经外科，脑科学研究与医学转化 赵国光 1 ◆

63 宣武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11 颅神经疾病、疼痛和神经脊柱基础和临床研究 朱宏伟 1 ◆

64 宣武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胸心外） 12 静脉外科和血管组织工程 吴英锋 1 ◆

65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201 内科学 内科学（消化系病） 10 慢性乙肝肝纤维化基础研究 丛敏 1 △

66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02 临床核医学诊断 杨吉刚 1 △

67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03 前列腺影像学、泌尿生殖影像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王良 1 △

68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 耳鼻咽喉科学 02 耳科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龚树生 1 △

69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07Z2 天然药物学 天然药物学 01 中药质量与临床合理用药评价 鄢丹 2 △

70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消化系病） 05 消化道早癌的发病机制与内镜微创诊治 李鹏 1 ◆

71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消化系病） 06 胃肠道早期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吴静 1 ◆

72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消化系病） 07
消化疾病的内镜介入（微创）诊断与治疗；消化系癌前
疾病癌变的分子机制、干预措施及早诊、早治

张澍田 1 ◆

73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01
帕金森和运动障碍性疾病，不安腿综合征和睡眠障碍，
脑血管病等

脱厚珍 1 ◆

74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普外） 05 肝胆胰、胃肠外科及微创外科 张忠涛 1 ◆

75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普外） 06 肝脏移植、肝脏外科研究与基础 朱志军 1 ◆

76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5117 耳鼻咽喉科学 耳鼻咽喉科学 03 耳科学与听力学 刘玉和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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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5121 肿瘤学 肿瘤学 01 恶性肿瘤的诊断与治疗 曹邦伟 1 ◆

78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5121 肿瘤学 肿瘤学 02 恶性肿瘤的精准治疗及耐药机制研究 俞静 1 ◆

79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放射影像学 01 心血管影像 贺毅 1 ◆

80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放射影像学 04 头颈部影像学 王振常 1 ◆

81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5124 超声医学 超声医学 01 介入超声、腹部超声诊断、浅表及小器官超声诊断 钱林学 1 ◆

82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 03 口腔干细胞与组织再生的临床应用研究 颜兴 1 ◆

83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2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01 心脑血管疾病影像诊断学 杨旗 1 △

84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214 肿瘤学 肿瘤学 01 炎症和肿瘤 温韬 1 △

85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0217 麻醉学 麻醉学 01 麻醉和肺、脑保护 吴安石 1 △

86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血液病） 08 多发性骨髓瘤基础与临床 陈文明 1 ◆

87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10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甲状腺疾病 王广 1 ◆

88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5107 急诊医学 急诊医学 01 急诊医学-急性感染的病理生理学 郭树彬 1 ◆

89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5107 急诊医学 急诊医学 02 中毒救治 宋玉果 1 ◆

90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5107 急诊医学 急诊医学 03 心肺脑复苏，亚低温治疗，急危重症诊治 唐子人 1 ◆

91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骨外） 01 脊柱外科 藏磊 1 ◆

92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普外） 10 肝脏移植临床与基础研究 胰腺癌临床与基础研究 郎韧 1 ◆

93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5115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 01 子宫内膜异位症 卵巢恶性肿瘤 刘崇东 1 ◆

94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5118 麻醉学 麻醉学 01 疼痛的基础与临床；超声在麻醉和疼痛治疗中应用 王云 1 ◆

95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5121 肿瘤学 肿瘤学 01 结直肠癌预后相关分子标志 安广宇 1 ◆

96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5124 超声医学 超声医学 01 超声分子影像技术 葛辉玉 1 ◆

97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105125 核医学 核医学 01 心血管核医学 杨敏福 1 ◆

98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212 眼科学 眼科学 02 视网膜疾病 金子兵 1 △

99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212 眼科学 眼科学 04 玻璃体视网膜黄斑疾病 刘武 1 △

100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212 眼科学 眼科学 07 眼底病的临床（随机双盲对照试验）与临床基础研究 张新媛 1 △

101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 耳鼻咽喉科学 05 鼻腔疾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王成硕 1 △

102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213 耳鼻咽喉科学 耳鼻咽喉科学 06 头颈肿瘤个体化治疗 陈晓红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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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02Z3 儿内科学 儿内科学 01 儿童相关疾病发病机理研究 吴建新 1 △

104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01 糖尿病发病机理研究 杨金奎 2 ◆

105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血液病） 03 淋巴瘤靶向免疫治疗及耐药机制探索 王亮 1 ◆

106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泌尿外） 03 泌尿系肿瘤及微创手术 平浩 1 ◆

107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5116 眼科学 眼科学 01 先天性颅神经支配异常疾病的影像学和分子遗传学研究 焦永红 1 ◆

108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5116 眼科学 眼科学 03 眼部整形 李冬梅 1 ◆

109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5116 眼科学 眼科学 09
眼底病临床与基础研究、眼内肿瘤发病机制与诊治研究
、眼底病影像学研究、眼底病流行病学研究

魏文斌 1 ◆

110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5116 眼科学 眼科学 11 青光眼发病机制及疑难青光眼诊治 范志刚 1 ◆

111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5116 眼科学 眼科学 12 角结膜疾病基础及临床研究 梁庆丰 1 ◆

112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5116 眼科学 眼科学 13 角膜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接英 1 ◆

113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5116 眼科学 眼科学 14 视网膜血管性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彭晓燕 1 ◆

114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5116 眼科学 眼科学 15 眼科学，斜弱视、视光与儿童眼病方向 付晶 1 ◆

115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5116 眼科学 眼科学 16 视觉科学和眼运动异常 傅涛 1 ◆

116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5117 耳鼻咽喉科学 耳鼻咽喉科学 08 鼻内镜外科技术和鼻过敏科学 张罗 1 ◆

117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5118 麻醉学 麻醉学 01
心血管手术围术期脏器保护，五官科手术麻醉气道与循
环管理

王古岩 1 ◆

118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口腔内科学 01 牙周病学 林江 1 ◆

119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2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02 脑血管病血管内介入治疗 缪中荣 1 △

120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02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07 神经科学，认知与痴呆 纪勇 1 △

121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03 脑血管病临床研究 李子孝 1 ◆

122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08 脑小血管病与血管认知障碍 王伊龙 2 ◆

123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10 原发性头痛与脑血管病；神经损伤与修复 王永刚 1 ◆

124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11 认知障碍的基础与临床 徐俊 1 ◆

125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17 缺血性脑血管病的血管内介入治疗 马宁 1 ◆

126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泌尿外） 02 排尿功能障碍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张勇 1 ◆

127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07 颅脑肿瘤的外科治疗及基础研究 贾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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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16 颅内肿瘤的综合治疗 谢坚 1 ◆

129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17 神经外科脑血管疾病，老年脑肿瘤 张东 1 ◆

130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20 颅底脑干神经外科 张力伟 1 ◆

131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23 脑血管病；脑肿瘤；微创神经外科学 赵继宗 1 ◆

132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24 脑血管疾病及老年肿瘤 赵元立 1 ◆

133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25 脑与脊髓胶质瘤精准诊疗 王永志 1 ◆

134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27 脑血管病和神经肿瘤 曹勇 1 ◆

135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28 神经外科脑血管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王嵘 1 ◆

136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29
基于单细胞转录组测序的垂体腺瘤增殖异质性评价及与
侵袭表型相关性

周大彪 1 ◆

137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16 眼科学 眼科学 01 神经眼科学 张旭乡 1 ◆

138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18 麻醉学 麻醉学 02 慢性疼痛机理及治疗，神经外科麻醉 金旭 1 ◆

139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放射影像学 01 神经影像学，神经肿瘤和免疫影像学研究 刘亚欧 1 ◆

140 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05125 核医学 核医学 01 神经分子和功能影像学 艾林 1 ◆

141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100210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02 脑胶质瘤发生机制及生物学治疗研究 金贵善 1 △

142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01 脑胶质瘤精准医疗 江涛 1 ◆

143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03 神经外科（脑血管病）介入诊疗临床与基础研究 刘爱华 2 ◆

144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04 功能神经外科 孟凡刚 1 ◆

145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08 血管内介入治疗 李佑祥 1 ◆

146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09 周围神经损伤修复 刘松 1 ◆

147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01 心血管病因学和病理生理学 杜杰 1 △

148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06 心血管病理与病因学研究 王媛 1 △

149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0201 内科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01 心血管病因学和病理生理学 杜杰 1 △

150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0210 外科学 外科学（胸心外） 02
心脏外科手术微创化的大数据研究；冠心病桥血管再狭
窄机制的研究

尤斌 1 △

151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0210 外科学 外科学（普外） 04 肝胆胰外科、3D器官打印 纪智礼 1 △

152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08 急性冠脉综合征基础与临床研究 聂绍平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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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12 心血管疾病的临床防治与诊疗 董建增 1 ◆

154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13 冠心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宋现涛 1 ◆

155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14 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治疗和器械研发 龙德勇 1 ◆

156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 15 心脏电生理及起搏器 王云龙 1 ◆

157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5108 重症医学 重症医学 01 心衰、体外生命支持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侯晓彤 1 ◆

158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胸心外） 08 瓣膜病、房颤、心脏移植、心衰 张海波 1 ◆

159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胸心外） 09 心脏大血管外科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张宏家 1 ◆

160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胸心外） 12 复杂先天性心脏病外科基础临床研究 苏俊武 1 ◆

161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普外） 13 肝胆胰外科、内分泌代谢外科学 纪智礼 1 ◆

162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5120 临床检验诊断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01 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实验室诊断及相关基础研究 袁慧 1 ◆

163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放射影像学 03 心血管疾病MRI及CT成像研究 温兆赢 1 ◆

164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05124 超声医学 超声医学 01 胎儿及成人心脏病遗传学发病机制和影像智能诊断 何怡华 1 ◆

165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05110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05 骨科神经学、脊柱脊髓损伤的外科治疗与早期康复 张军卫 1 ◆

166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泌尿外） 01 神经泌尿学与尿动力学 廖利民 1 ◆

167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071007 遗传学 遗传学 02 重大先天疾病的致病基因识别及发病机理研究 郝婵娟 1 △

168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02 临床研究方法学与真实世界数据应用 彭晓霞 1 △

169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2Z3 儿内科学 儿内科学 07 儿童肠道病毒感染分子流行病及致病机制研究 陈祥鹏 1 △

170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02Z3 儿内科学 儿内科学 09 儿童重症感染性疾病及罕见病 钱素云 1 △

171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5102 儿科学 儿内科学 09 儿童肾脏病 王辉 1 ◆

172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5102 儿科学 儿内科学 10 儿童呼吸系统疾病 许志飞 1 ◆

173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5102 儿科学 儿内科学 11 儿童组织细胞疾病及慢性活动性EBV感染的机制和治疗 张蕊 1 ◆

174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5106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病与性病学 02

感染性皮肤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特应性皮炎/湿疹等
过敏性疾病及炎症性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以血管瘤
为代表的皮肤肿瘤及脉管畸形的基础与临床研究；遗传
性皮肤病等

马琳 1 ◆

175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5112 儿外科学 儿外科学 04
儿童创伤骨科，主要从事儿童骨折，外伤，骨与关节感
染，骨破坏等相关疾病研究

王强 1 ◆

176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5112 儿外科学 儿外科学 06 先天性消化道畸形 黄金狮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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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放射影像学 01 儿科影像学 彭芸 1 ◆

178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105705 中医儿科学 中医儿科学 01 小儿脾胃病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及应用基础研究 杨燕 1 ◆

179 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 01 唇腭裂序列治疗，语音病理及语音治疗学 陈仁吉 1 ◆

180 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 03 口腔颌面部肿瘤及唾液腺研究 秦力铮 1 ◆

181 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 04 口腔医学 王松灵 1 ◆

182 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口腔内科学 08 口腔免疫学 徐骏疾 1 ◆

183 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口腔正畸学 11 牙颌畸形诊断与治疗技术的研究 白玉兴 2 ◆

184 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105200 口腔医学 口腔修复学 15 数字化口腔种植修复 耿威 1 ◆

185 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105115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 06 妇科肿瘤微创技术及妇科肿瘤基础临床研究 苗劲蔚 1 ◆

186 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105124 超声医学 超声医学 01 胎儿出生缺陷及妇科肿瘤超声新技术及AI研究 吴青青 1 ◆

187 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1002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 01 精神病的分子机制研究 李人 1 △

188 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1002Z7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 01 中医五神藏的认知神经基础及精神科临床应用 贾竑晓 1 △

189 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1002Z8 临床心理学 临床心理学 01 临床心理学——认知行为治疗 李占江 1 △

190 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1051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01 精神疾病的分子细胞病理学和药理学 杜静 1 ◆

191 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105105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06 焦虑障碍的基础与临床 李占江 1 ◆

192 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消化系病） 08 肝脏病学 丁惠国 1 ◆

193 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传染病） 09 肝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段钟平 1 ◆

194 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传染病） 10 艾滋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黄晓婕 1 ◆

195 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传染病） 11 病毒性肝炎基础与临床研究；肝癌基础与临床研究 闾军 1 ◆

196 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5123 放射影像学 放射影像学 01 传染病影像学 李宏军 1 ◆

197 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1002Z7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 03 中西医结合肿瘤 王笑民 1 △

198 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1002Z7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 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 04 针灸治疗疼痛类疾病、代谢病、脑病的临床和机制研究 李彬 1 △

199 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105701 中医内科学 中医内科学 08 中医内科治疗肝病 徐春军 1 ◆

200 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105701 中医内科学 中医内科学 09 膜性肾病的中西医临床与基础研究 刘宝利 1 ◆

201 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105702 中医外科学 中医外科学 01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学 孙丽蕴 1 ◆

202 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105707 针灸推拿学 针灸推拿学 02
针灸治疗疼痛的研究；火针及放血疗法应用和机理研
究；周德安教授学术经验研究

刘慧林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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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0210 外科学 外科学（普外） 03 肿瘤代谢治疗 饶本强 1 △

204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泌尿外） 06 泌尿系统肿瘤发病机制与微创治疗 牛亦农 1 ◆

205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普外） 07 胰腺肿瘤 腹腔粘连 肿瘤微环境及肿瘤治疗 朱斌 1 ◆

206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08
神经内镜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解剖学研究及临床应用，
复杂脑积水的综合评估与神经内镜治疗，脑转移瘤的基
础研究与综合治疗

胡志强 1 ◆

207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骨外） 09
骨质疏松骨折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人工智能辅助关节置
换与智能化骨科手术的研究

姚琦 1 ◆

208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5121 肿瘤学 肿瘤学 02 肿瘤转移与复发综合防治新技术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李雁 1 ◆

209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5121 肿瘤学 肿瘤学 03 肿瘤综合治疗(含肿瘤代谢与营养） 石汉平 1 ◆

210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5118 麻醉学 麻醉学 01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麻醉与睡眠 李天佐 1 ◆

211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105701 中医内科学 中医内科学 01 中医糖尿病、肿瘤及中医体质 姜敏 1 ◆

212 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00201 内科学 内科学（传染病） 03 艾滋病和传染病 张福杰 1 △

213 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传染病） 02 病毒性肝炎、艾滋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李鑫 1 ◆

214 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传染病） 07 病毒性肝炎及相关肝病发病机理及临床诊治研究 邢卉春 1 ◆

215 三博脑科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01 神经外科，颅颈交界区及脊髓脊柱疾病 范涛 1 ◆

216 三博脑科医院 105111 外科学 外科学（神外） 04
颅底肿瘤的临床治疗与基础研究；胶质瘤的免疫治疗与
基础研究

张宏伟 1 ◆

217 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105109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02
老年慢性肾脏病的诊断和预后评估及肾脏衰老的基础研
究

马清 1 ◆

218 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105109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03 全科医学慢性病管理模式的研究 吴浩 2 ◆

219 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105109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04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病机制及社区管理 李玉凤 1 ◆

220 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105109 全科医学 全科医学 05 上下气道变应性疾病共同诊治策略的研究 刘晓芳 1 ◆

221 临床药学系 1007Z1 临床药学 临床药学 02 药物治疗管理与个体化药物治疗 姜德春 1 △

222 脑重大疾病研究院 071006 神经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 01 阿尔茨海默病的遗传易感性 刘桂友 1 △

223 脑重大疾病研究院 100102 免疫学 免疫学 01 脑重大疾病的免疫学机制研究 王仁喜 1 △

224 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100201 内科学 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01 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机制及干预研究 赵冬 1 △

225 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1002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01 呼吸康复 席家宁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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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105110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01 神经康复 公维军 1 ◆

227 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105110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03 帕金森病与神经康复 方伯言 1 ◆

228 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01 神经肿瘤的药物治疗临床研究 李文斌 1 △

262

注： △代表学术学位，◆代表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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