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专项计划

“医药+X”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招生简章

一、项目特点

“医药+X”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依托医药学部建设，中心聚焦临床问题，设置肝胆胰疾病精准诊治、

心脏功能重建、微创医学等重点研究领域以及若干医药与工学、信息科学的交叉培养方向，开展具有交叉特色的创新研究与复合型人

才培养，积极探索立德树人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以满足现代医学健康事业发展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求。

二、招生目录

序

号

招生专业

（代码）

导师组

（带*为

主导师）

招生学院

（主导师

所在学院）

交叉研究方向
交叉研究

支撑课题

招生对象学术

背景要求

1
儿科学

（100202）

毛建华*

刘志红
医学院 遗传性肾脏病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学研究基金-浙江省医药卫生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省部共

建重大项目），儿童激素抵抗型肾病综合征 GPICs 综合精准诊治技术的临床研

究（WKJ-ZJ-1908），50.0 万元，2019/01~2021/12。

2. 国家自然基金 PP2A 调控 YB-1 表达致足细胞损伤及蛋白尿发生的分子机制

（81770710），65.0 万元，2018/01-2021/12。

3. 浙江省科技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激素抵抗型肾病综合征儿童 GPICs 综合精准

医学/细胞生

物学/药学



诊治技术（2019C03028），187.0 万元，2019/01-2021/12

2
儿科学

（100202）

傅君芬*

许迎科
医学院

实时超高分辨率成像

与光学调控胰岛β细

胞分泌、细胞内磷酸

肌醇代谢及细胞信号

通路研究

胰岛中磷脂信号的体内成像和光遗传学控制

医学、生物医

学工程、生物

科学、生物物

理等背景

3
儿科学

（100202）

舒强*

苗晓晔
医学院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

儿童咳嗽疾病辅助诊

疗研究与应用

以咳嗽为第一主诉症状的儿童疾病智能分析平台及应用

儿科学、生物

信息学、计算

机科学、医学

人工智能

4
妇产科学

（100211）

张丹*

王慧泉
医学院

空间环境对哺乳动物

生殖繁育及子代安全

性影响研究

1. 项目名称：辅助生殖的表观遗传安全性研究

资助单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项目编号：2018YFC1005003

经费总额：330 万元（直接经费）

起止时间：2018.12-2021.12

2. 项目名称：JMRH-空间中心

资助单位：浙江大学

项目编号：181201*194232001/016

经费总额：100 万元

起止时间：2020.1-2021.6

妇产科学专业

背景，具备较

好的生殖医学

研究基础；熟

练掌握细胞培

养、IVF 和

ICSI 操作、小

鼠胚胎培养等

实验技术。

5

干细胞与

再生医学

（100120）

郭国骥*

贺诗波
医学院

人类基因组的人工智

能解析

科技部干细胞及转化研究重点研发计划，单细胞分析技术的开发与血液细胞图

谱数据库的构建，2018-2022，729 万；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人体组织器官区域免疫图谱的绘制，

2019-2022，298 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利用微孔板测序技术绘制人类细胞图谱，

生命科学、临

床医学或计算

机



2020-2024，288 万。

6

干细胞与

再生医学

（100120）

张进*

翁勤洁
医学院

未诊断疾病和肿瘤的

干细胞免疫细胞药物

临床前研究

1. 浙江省创新创业领军团队项目，肿瘤精准医学创新团队，2020/01-2022/12，

子课题 160 万（总项目 1000 万），主持；2.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干细胞研究

与转化子课题：450 万元；2018 年 7 月到 2023 年 6 月,主持；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发计划培育项目，77 万，2019 年 1 月到 2021 年 12

月，主持

细胞生物学、

药学

7
光学工程

(080300）

斯科*

龚薇

光电科学

与工程学

院

大脑图谱光学高分辨

率绘制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61735016，深穿透多尺度光遗传学精准操控方

法研究，2018/01-2022/12，336 万，主持人：斯科

2.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2020C03009，重大脑疾病的环路解析和干预，

2020/01-2023/12，800 万元，参与人：龚薇

光学工程、物

理、电子电路

8

计算机应

用技术

（081203）

潘纲*

王菁

计算机学

院

脑信息建模与计算、

类脑智能

1. 脑机混合智能，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2.脑机融合神经芯片及视觉修复原理应用，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

3. 双向脑机接口的互适应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NSFC-浙江省两化融合重点支

持项目

计算机科学、

计算神经科

学、生物医学

工程

9

计算机应

用技术

（081203）

王跃明*

胡海岚
医学院

基于脑机接口的抑郁

症神经调控方法

1、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变革性技术关键科学问题”重点专项，

2018YFA07014

00，脑机融合的脑信息认知关键技术研究，2019-09 至 2024-08，1362 万，在

研，主持人：王跃明；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31830032，外侧缰核胶

质细胞在抑郁症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2019-01 至 2023-12，296 万，在研，主

持人：胡海岚；

计算机科学、

生物医学工程

10

口腔临床

医学

（100302）

陈谦明*

柏浩
医学院

仿生智能材料在口腔

疾病中的应用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81991500，牙周稳态维持与重塑机制，

2020/01-2024/12，1793.4 万元，首席专家，在研；2.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外创

新单元，口腔黏膜癌变与防治创新单，2019/01-2023/12， 500 万，在研，主

持；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81730030，口腔扁平苔藓基于免疫调控

网络的

生命科学、药

学、材料学、

化学、基础医

学、口腔医学



分子分型与个体化治疗研究，2018/01-2022/12，297 万元，在研，主持

11

口腔临床

医学

（100302）

王慧明*

翁文剑
医学院

口腔医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

1. 骨架相关蛋白介导的材料物理性征对干细胞命运的调控及其机制研究

2019-01-01-2022-12-31 59 万

2. 高端介入、植入产品和微创手术器械研发-个性化仿生牙种植体的研发

2018-01-01--2021-12-31 浙江省科技厅重点研发项目 150 万

3. 基于定向光控细胞片层技术的血管化组织工程肌肉的构建及机制研究

2017-01-01--2020-12-3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9.6 万

生命科学、药

学、材料学、

化学、基础医

学、口腔医学

12

流行病与

卫生统计

学

（100401）

吴息凤*

华晨
医学院 健康城市

省重点研发项目：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精准的癌症预测、预防和治疗

省创新团队项目：智慧大健康创新团队

省重点实验室：浙江省智能预防医学重点实验室

建筑学、城乡

规划学或其他

相关工学学科

背景

13
免疫学

（100102）

鲁林荣*

刘婉璐
医学院

免疫学信息数据库和

资源库建设

CTLA-4 突变相关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 国家基金重点项目

#31930038 （2019-2023）

有生物学、医

学、生物信息

学或计算机科

学及统计学相

关专业背景。

14
免疫学

（100102）

王青青*

周如鸿
医学院

肠道黏膜免疫稳态的

维持和失调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8193004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FXYD3 介导的

信号网络对肠道黏膜免疫稳态的调控研究，300 万，2020.1-2024.12，在研，

主持人：王青青

生物学、医学、

药学、化学等

相关专业

15

内科学（传

染病）

（100201）

李兰娟*

程翼宇
医学院

临床医学+药学，微生

态制剂

肠道微生态影响“肠肝对话”的机制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81790631 ，李兰娟，2018.01-2022.12，1511.8 万元。

临床医学专

业，具备药学

专业背景优先

16 内科学（肾 刘志红* 医学院 Alport Syndrome 遗 浙江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校长专项）2020/01-2021/12，未诊断疾病 分子生物学或



病）

（100201）

俞晓敏 传学研究 的精准诊治与临床转化研究，80 万元 基因组学

17

内科学（消

化系病）

（100201）

曹倩*

靳津
医学院

探究特异性地参与调

控 IL-12 和 IL-23 的

诱导和平衡的分子及

其具体机制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1901-202112 医学专业

18

内科学（心

血管病）

（100201）

王建安*

余路阳

朱旸

医学院

生物瓣的功能化技术

及其延长 TAVI 瓣膜

耐久性的机理

1、心脏瓣膜病治疗新技术研究，省重点研发计划，2017.12-2021.12，110 万。

2、心脏学科建设经费，浙江大学基金会项目，2020.1-2025.12，400 万。

医学专业、生

物专业、生物

医学工程或材

料学专业优秀

毕业生

19

内科学（心

血管病）

（100201）

徐清波*

周耐明
医学院

G 蛋白耦连受体在血

管干/祖细胞参与血

管重塑中的作用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2.科技部重点项目（骨干）。3.国家千人计

划基金
医学/生物学

20

内科学（心

血管病）

（100201）

黄进宇*

伍广朋
医学院

心脏类器官构建基质

高分子材料的开发和

优化

1.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 2019YFC0120700“心血管科用高分辨率光学相干断层成

像系统的研制与产业化”子课题 2.浙江省重点研发项目 2020C83“基于心肌灌

注的无创冠状动脉微循环功能精准评估系统及关键技术的建立和临床应用研

究”.3.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LBQ20H020001 聚乙二醇温敏水凝胶在人诱导多能

干细胞源心脏类器官构建中的应用研究

临床医学、高

分子科学与工

程相关专业

21

内科学（血

液病）

（100201）

黄河*

高长有
医学院

三维材料对造血干

细胞的作用和机制探

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81520108002）

：WAS-iPSCs 突变基因通过 CRISPR/Cas9 靶向修复并向造血细胞定向分化研究，

282 万

临床医学或材

料学



22

内科学（血

液病）

（100201）

蔡真*

吴兴坤
医学院

光镊技术在多发性骨

髓瘤精准诊疗中的应

用研究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骨髓微环境中的巨噬细胞及细胞因子网络在诱导骨髓瘤

细胞 DNA 损伤/修复异常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9174210078）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光纤光学的生物对象间接微操控系统（61775189）

3、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免疫、细胞与基因治疗新技术研究（2020C03014）

临床医学/光

学工程

23
神经病学

（100204）

楼敏*

周青
医学院

遗传性早发性脑血管

病的致病机制及精准

预防研究

1、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优先主题）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2018/01-2021/12，160

万元；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20.1-2023.12；55 万

临床医学、生

物信息学、遗

传学、生物学

等

24

神经生物

学

（071006）

汪浩*

钱骏
医学院

凝胶皮层 Ecog 电极

在神经科学中的应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青，面上项目

生物学，临床

医学或工程学

背景（要求是

直博生）

25

神经生物

学

（071006）

龚哲峰*

郑能干
医学院

果蝇幼虫软体运动的

神经网络编码

1.果蝇幼虫运动行为的神经控制编码，之江实验室开放课题， 2021-2023, 560

万，负责人：龚哲峰

2.微型全植入式脑机接口及运动行为精确控制的应用研究，科技部重点研发专

项，2020-2023，550 万。负责人：郑能干

神经生物学，

心理学，计算

机科学或其他

工程学科背景

26

神经生物

学

（071006）

章京*

潘纲
医学院

神经系统疾病早期诊

断生物标志物研究与

转换应用

国自然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重点、重点研发项目

神经生物学，

计算机科学或

其他医学、工

程学科背景

27

神经生物

学

（071006）

周煜东*

傅君芬

胡玉正

医学院

发育过程中宏营养素

摄入失衡调控食欲控

制中枢的机制

2019-2024，科技部重大研发计划项目课题，神经系统感知外周营养信号及调控

摄食行为的机制，项目编号 2019YFA0801900，729 万元

生物学、医学、

心理学或药学

相关专业



28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

物学

（071010）

夏宏光*

史炳锋

周青

医学院
未诊断疾病药物筛选

与优化

1. 浙江省创新创业领军团队项目，肿瘤精准医学创新团队，2020/01-2022/12，

子课题 160 万（总项目 1000 万），主持；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

培育项目，91854108，MCL-1 蛋白调控线粒体自噬的功能和机制研究，2019/01

- 2021/12，96 万，在研，主持；3.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干细胞及转化研究，

2017YFA0104200，人少突胶质前体细胞移植治疗早产儿脑白质损伤的替代作用

及调控机制，2017/07-2021/12，子课题 174 万，在研，子课题主持；4.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773182，二甲双胍诱导分子伴侣介导自噬抑制非小

细胞肺癌的功能和机制研究，2018/01-2021/12，50 万，在研，主持；

医学、生物制

药、生物学、

计算机科学、

化学等

29

生物物理

学

（071011）

杨巍*

钱骏

杜滨阳

医学院
无创活体操控神经元

兴奋性的技术研发

1、军工项目（二期）（SM），****，2019-2021,220 万，主持人，在研；

2、军工项目（一期），电磁波调控温度敏感通道技术

操控情绪、恐惧和认知行为，2017-2019,150 万，主持人，已结题；

3、国家重点项目，TRPM2 通道在帕金森病发生中的作用机制及其特异性抑制剂

研究，2021-2025,297 万，主持人，在研；

4、国自然面上项目，钙离子调控 TRPM2 激活门控的分子机制，2019-2022，60

万元，主持人，在研。

工学和生物学

相关背景

30

生物医学

工程

(083100)

许迎科*

郭晓纲

生物医学

工程与仪

器科学学

院

心血管疾病的成像与

光学介导的调控技术

研究

1. 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超高分辨显微视频中运动目标物体的追踪与定量分

析， 2020.01-2021.12，94 万

2. 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心血管疾病诊治新技术研究-基于细胞标志物早期预

警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技术研发，2020.01-2023.12，160 万

3. 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细胞内分子的光学操控与同步动态成像，

2018.01-2021.12，50 万

生物医学工程

(083100)、生

物科学、生物

技术、生物工

程、基础医学

等。

31

生物医学

工程

(083100)

张祎*

罗本燕

生物医学

工程与仪

器科学学

院

新型磁共振 CEST 成

像技术在阿尔兹海默

病早期诊断中的研究

1. 基于磁共振酰胺质子转移成像的儿童髓母细胞瘤分子分型研究，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2020/01-2023/12，55 万元 2.高敏

感快速磁共振化学交换饱和转移成像方法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9/01-2021/12，26.5 万元

生物医学工程

(083100)、计

算机等



32

生物医学

工程

(083100)

叶学松*

蔡秀军

生物医学

工程与仪

器科学学

院

超高清荧光胸腹腔内

窥镜成像系统

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医用 CMOS 专用图像处理通用模块研发”，来源：国家

科技部，起止起止时间：2019 年 12 月-2021 年 12 月，经费 1938 万。项目编号

2019YFC0117900。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名称“多模态影像整合肝脏微创手术导航仪器系统

的研发”，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起止时间：2019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经费 236 万。项目编号 81827804。

3)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经输尿管肾内介入诊疗机器人

系统”课题“术前影像与术中图像联合定位导引与虚拟内窥镜技术”，来源：

国家科技部，起止时间：2017 年 12 月-2020 年 11 月，经费 65 万。项目编号

2017YFB1302800。

4)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高端内窥镜关键技术和系统研发-超高清胸、腹腔镜系

统及超细径电子肾盂软镜系统研发”，来源：浙江省科技厅，起止时间：2018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经费 120 万。项目编号 2018C03064。

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高端电子内窥镜关键技术和系统研发-3D1080P 高清电子

腹腔镜及微型柔性电子鼻咽喉镜研发”，来源：浙江省科技厅，起止时间：2017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经费 250 万。项目编号 2017C03036。

生物医学工程

(083100)专

业、机械电子

工程、临床医

学或计算机等

背景。

33

外科学（骨

外）

（100210）

范顺武*

唐睿康
医学院

研究聚芳醚酮可控制

备技术，开发高成骨

活性聚芳醚酮和高强

度聚醚酮。

国家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医用聚芳醚酮材料的量产关键技术及其骨科

植入器械表面仿生改性技术研发，2020YFC1107100，798 万，

2020/7/1-2022/6/31。

临床医学、化

学、材料学

34

外科学（骨

外）

（100210）

叶招明*

凌国平
医学院

骨修复材料和植入器

械表界面设计及生物

应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肌肉-骨骼系统修复材料和植入器械及其表面改性的工程化

技术，2018YFC1105400

临床医学、生

物医学工程



35

外科学（普

外）

（100210）

梁廷波*

平 渊
医学院

用于肝胆胰肿瘤的纳

米药物和纳米机器人

1. 国自然重点项目，20190101 - 20231231，293 万 2．利用程序性响应的新

型纳米载体调控肝癌巨噬细胞功能的研究》，国自然面上项目，20200101 -

20231231，70 万

临床医学专

业，有纳米材

料和肿瘤学交

叉研究背景

36

外科学（普

外）

（100210）

徐骁*

申有青
医学院

基于核酸纳米药物的

肝移植并发症防治研

究

1、免疫代谢稳态失衡在移植肝早期功能不全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2020-2024,293 万）2、基于新型核酸纳米药物调控免疫微环

境的肝癌免疫治疗新技术研究（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2019-2022,250 万）

临床医学、材

料学或化学工

程与生物工程

专业背景

37

外科学（普

外）

（100210）

吴李鸣*

易文
医学院

糖基化修饰在肝癌发

生发展中的机制研究

浙江省科技厅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功率脉冲电场精准消融胆管癌治疗新技术

的应用与研发，2018C03018，2018-2021，主持，175 万。

基础医学/临

床医学/生命

科学/分子生

物学等相关专

业

38

外科学（普

外）

（100210）

白雪莉*

李劲松
医学院

肝胆胰恶性肿瘤诊治

智能辅助系统的开发

与应用

1、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 2020C03117,基于多维医学数据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及

其在胰腺癌化疗敏感性预测中的应用；2、之江实验室重大科研项目

2018DG0ZX01，面向多中心协同的生物医学智能信息技术平台构建及应用
临床医学/普

外科

39

外科学（普

外）

（100210）

林辉*

钱骏
医学院

外科精准诊疗及手术

导航技术研发

1. 多模态影像融合肝脏微创手术导航系统研发（国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学仪器

项目 81827806），2019.01.01-2023.12.31，820 万；

2. 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的关键部件研发和系统集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017YFC0110802）， 2017.07.01-2020.12.31， 1000 万；

3. 智能医疗开放创新平台开发及应用示范-基于深度学习和大数据的智能医疗

开放平台研发及示范应用（浙江省重点研发项目 2020C01059），

2019.01.01-2021.12.31, 360 万。

临床医学专

业，具备光学

工程和计算机

图像处理背景

者优先。

40 外科学（普 郑树森* 医学院 纳秒脉冲电场肝癌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81721091 、人工肝与肝移植治疗终末期肝病 临床医学



外）

（100210）

闫克平 融 的基础应用研究， 2018/01 -2020/12、580 万、在研、主持

41

外科学(烧

伤)

（100210）

韩春茂*

董树荣

王利群

医学院
战时用伤口自动修复

笔核心技术的研发

1. 战时用伤口自动修复笔的研制（一期），军工项目，2017.08-2018.07, 50

万；

2. 战时用伤口自动修复笔的研制（二期），军工项目，2018.07-2020.12,70

万；

3. CD26/Integrinβ1 调节真皮成纤维细胞异质性促进创面修复及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9.1-2021.12，50 万。

临床医学（外

科学）或生物

医学工程专业

背景

42
微创医学

（1002Z3）

蔡秀军*

尹俊
医学院

肝脏再生活性的功能

性植入体的研究

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2017C01018，医用生物材料增材制造技术研究与应用，

220 万元。
临床医学背景

43

细胞生物

学

（071009）

陈伟*

居冰峰
医学院 微纳检测 面上项目及蛋白质重大研究计划

生物医学工

程，生物化学，

生物物理，免

疫学，力学，

生物技术，细

胞生物学，药

物化学，结构

生物学

44

细胞生物

学

（071009）

周青*

俞晓敏

生命科学

研究院
未诊断疾病的研究

1.ART 环节影响配子、胚胎基因组不稳定性的分子机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8YFC1004903），资助金额 345 万，2018.12.01-2021.12.31；

2.线性泛素化缺陷和 K63 泛素化缺陷导致自身炎症疾病的分子机制，国自然面

上项目（31771548），资助金额 61 万，2018.01.01-2021.12.31；

医学遗传学，

生物信息，生

物化学，细胞

生物学的学术

背景

45
眼科学

（100212）

姚玉峰*

吴飞
医学院

数据驱动与知识引导

结合的人工智能辅助

角膜病诊断模型与系

人工智能辅助角膜病诊断系统的研发和应用，WKJ-ZJ-1905，浙江省医药卫生重

大科技计划项目，2019.01-2022.12，50 万元。

临床医学或计

算机科学与技

术专业背景



统

46
药理学

（100706）

裘云庆*

楼燕

游剑

医学院 抗感染创新药物研发

1.浙江省科技厅重点研发计划：化药新药临床前研究-抗乙肝新靶点核糖核苷酸

还原酶抑制剂 LAF-OH 的临床前研究，2020C03046，220 万，2020-1 至 2023-12

裘云庆主持

2.浙江省科技厅公益技术研究社会发展项目，联合抑制葡萄糖苷酶和核糖核苷

酸还原酶抗乙型病毒性肝炎研究，LGF18H310002（2018-2020 年）楼燕主持

药学、医学、

分子生物学等

相关专业

47

内科学（呼

吸系病）

（100201）

应颂敏*

余倩
医学院

DNA 张力感应蛋白

PICH 在粒细胞分化

过程中的定位及功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重点合作项目《PICH 介导的粒细胞分化对慢性

气道炎症的病理生理调控作用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基础医学/临

床医学/生命

科学/药学

48
药学

（100700）

杜永忠*

田兵
药学院

纳米金的生物合成及

其在药物诊疗递送系

统中的应用研究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特种损伤药物研发（国防项目） 药学或材料学

49
药学

（100700）

邹宏斌*

杨巍

钱俊

药学院

基于聚集发光探针的

脑部钙离子成像示踪

研究

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中印尼生物技术联合实验室子课题

浙江大学-象外环保健康治理联合研究中心项目

药学、医学、

化学等相关专

业

50
药学

（100700）

凌代舜*

孔学谦

周民

药学院

智能可视化药物的可

控合成及其在肿瘤早

期诊断与治疗中的应

用

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纳米科技”重点专项项目

2.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

4.浙江省“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药学、医学、

生物、化学等

相关专业

51

影像医学

与核医学

（100207）

黄品同*

吴庆标
医学院

计算机图形与图像处

理，基于人工智能超

声图像分析

1， 科技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超声空化生物学效应评价的关键技术研究

2， 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基于人工智能的临床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和多学科远

程联合会诊系统研发—基于人工智能的颈动脉斑块稳定性综合评估系统研究

临床医学/生

物化学背景



52

影像医学

与核医学

（100207）

张敏鸣*

夏顺仁

吴丹

医学院
帕金森病影像人工智

能

1. 帕金森病早期诊断生物标记及综合诊断指标体系研发，“十三五”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2016.9-2020.12，603 万元。

2. 上海张江重大专项，“中国人脑分子与功能图谱”平台建设与示范应用项目

子项目，本单位设备经费 1500 万元，研究经费 100 万元。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多模态 MR 脑影像组学的帕金森病脑退变

模式研究，2020.1-2023.12，55 万元。

临床医学/生

物化学背景

53
重症医学

（1002Z4）

方向明*

徐志南
医学院

利用大数据筛选、改

造新型纳米抗菌肽治

疗脓毒症

国家重点研发：老年患者围手术期感染预警及防治技术研究
临床医学、生

物医学工程

三、招生规模

每位主导师限招 1名，本中心共招收 53名。

四、招生办法

专项计划招生采用“申请-考核”制。

五、 招生对象

根据多学科交叉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特点，专项计划仅限招收直接攻博生和硕博连读生。

六、奖励办法



1. 优秀本科生通过推荐免试被录取为直接攻博生，如加入专项计划，入学后共颁发 20000元/人“新生奖学金”，以激励产出创新

性研究成果。

2. 多学科交叉培养博士研究生在完成归属学科培养方案的课程学习及培养环节要求基础上，直接攻博生完成所交叉学科 5门及以

上专业课程，硕博连读生完成所交叉学科 3门及以上专业课程，可申请所交叉学科的课程辅修证书。

3. 多学科交叉培养博士研究生达到学位授予要求的授予相应学科的博士学位，如研究内容具有较强的学科交叉性，可向研究生院

申请交叉培养荣誉证书。

4. 多学科交叉培养博士研究生在申请浙江大学学术新星计划项目、赴国（境）外大学或科研机构开展联合培养或短期学术交流项

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或优先资助。

七、导师组简介与联系方式

序号
主导师

姓名
导师组简介 联系方式

1 毛建华

主导师：毛建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肾脏病学教授，主任医师。兼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

肾脏学组顾问，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肾脏病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儿童临床与

保健分会常委兼秘书长，浙江省医学会儿科分会肾脏学组组长等学术兼职。长期从事儿童原发性肾病

综合征发病的遗传背景及免疫机制研究，曾分别在德国基尔大学、瑞典皇家医学院、美国罗马琳达大

学进行博士后及访问学者等工作，近年来共主持国家自然基金 6项，以第一完成人获浙江省科学技术

二等奖 2项，近年来共发表论文 160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70 余篇，包括 Clin Chem、JASN、CJASN、

Am J Epidemiol、Clin Genet 等。

合作导师：刘志红，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肾脏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作为首席科学家承担国

家“973”课题。先后承担完成国家“863”课题、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精

毛建华：maojh88@zju.edu.cn

刘志红：

liuzhihong@zju.edu.cn



准医学”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国际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

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军医学科技十二·五重大项目、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江苏省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高水平的科研课题。发表论著 650 余篇，SCI 收录 240 余篇，主编中文专著

三部，英文专著一部，肾脏病科普丛书一套

2 傅君芬

主导师：傅君芬，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教授、求是特聘医师、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省医学重点创新学

科的学科带头人、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现任第 10 届亚太儿科内分泌学会秘书长、中华医学会儿

科学分会内分泌遗传代谢学组组长、中国妇幼协会儿童疾病与保健分会副会长、中国儿童糖尿病协作

组副组长，是 BMC Pediatrics 副主编。多年来围绕儿童肥胖、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代谢综合征、儿童

糖尿病等做了大量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省科技厅重大专项等课题 20 余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 1次（7/10），妇幼健康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 1次（1/13），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次(1/13)，

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创新奖一等奖 1次(1/13)。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60 余篇。参与国际

诊治指南修订 5 项，执笔中国专家共识 6项，牵头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 10 余项，多次受邀在国际重要

会议上做大会报告及专题讲座和主持，是国内儿童肥胖及糖尿病研究领域有较高威望的领军人物，同

时也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合作导师：许迎科，浙江大学生仪学院教授/博导，院长助理。2008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

业，获博士学位。2008 年至 2012 年，于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从事科研工作，先后担任博士后及研究助

理科学家。目前担任美国耶鲁大学兼职正教授(Adjunct Professor)、Journal of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dicine (IF5=5.02)杂志副主编、中国工程院院刊 Engineering 杂志(IF=4.6)青年通讯专

家、浙江省光学学会理事等职务。入选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及省 151 人才工程，从事生物光子学与细

胞生物学的应用研究。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有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参与科技部 973 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与基金委重大仪器专项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纵向研究课

题，发表 SCI 论文 60 多篇。

傅君芬：fjf68@zju.edu.cn

许迎科：

yingkexu@zju.edu.cn



3 舒强

主导师：舒强，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主任，浙江大学求是

特聘医师。国家卫计委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浙江省卫生领军人才和

浙江省万人计划杰出人才。主持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十二五”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

及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一等奖、浙江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宋庆龄儿科医学奖等 10 余项。 合作导

师：苗晓晔，数据科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舒强 shuqiang@zju.edu.cn

苗晓晔 miaoxy@zju.edu.cn

4 张丹

主导师：张丹，女，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副院长，生

殖遗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PI。浙江省高校生殖健康与生殖安全高水平创新团队带头人、浙江省杰青，

浙江省“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近 5年主持国家级项目 7 项、省部级项目 7 项；发表 SCI 论

文 50 余篇；参编中/英文专著 6 部、临床指南/专家共识 3 部；获国家发明专利 3项、教育部科技进步

二等奖（第一完成人）、中国妇幼健康科技成果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

合作导师：王慧泉，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科研岗，浙江大学微小卫星研究中

心副主任，先进空间实验技术联合实验室副主任，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空间应用新技术领域专家组专

家，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空间应用项目通讯评审专家，MARSS 国际会议 Steering Committee 成员、分

会主席；APCOT 国际会议 Technical Program Committee 成员。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获国家发明专

利 7项；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

张丹：zhangdan@zju.edu.cn

王慧泉：hqwang@zju.edu.cn

5 郭国骥

主导师：郭国骥，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医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中心副主任，

浙江大学干细胞联盟副主席，浙江大学血液学研究所副所长。2010 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理

学博士学位。之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4 年入职浙江大学医学院。2019 年

入选“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其主要利用单细胞分析技术研究干细胞的再生和分化机制，并

在哺乳动物细胞图谱的绘制上有突出贡献。以通讯作者身份在 Nature, Cell, Cell Research 等著名

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合作导师：贺诗波，2014 年入选浙江大学百人计划，聘为研究员，具有博士生招生资格。IEEE/ACM 会

员、CCF 传感器网络专委会委员。

发表（含接收）期刊论文 67 篇，包括国际知名期刊 PNAS、IEEE ToN、IEEE JSAC、IEEE TMC、IEEE TWC

郭国骥

ggj@zju.edu.cn

贺诗波

s18he@zju.edu.cn



等，会议论文 37 篇，包括旗舰会议 ACM MobiHoc、IEEE INFOCOM、IEEE RTSS 等。著有个人专著一本，

并参与编著学术著作一本、“十三五”规划教材 1 部。至今研究成果被同行 google scholar 引用 4000

余次，其中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他引超过 2000 次。获得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IEEE 通信学会

亚太区杰出青年研究学者奖、中国自动化学会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IEEE iThings、IEEE RFID-TA、

IEEE WCNC、IEEE PIMRC 最佳论文奖等多项荣誉。现任国际 SCI 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Springer Peer-to-Peer Networking and Applications 的编委以及 Elsevier Computer

Communications、Hindaw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tributed Sensor Networks 的客座编委。

6 张进

主导师：张进，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百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青年千人,浙江省杰青。浙江大学干细

胞与再生医学中心执行主任，浙江省生化协会副秘书长，浙江大学医学中心基因/细胞工程平台负责人。

2011 年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博士学位。2012-2017 年于哈佛大学医学院／波士顿儿童医院从事

多能干细胞的研究工作。曾担任美国生物技术公司 Amgen 科学家负责开发 iPS 新药靶点研发平台。现

主要研究方向为干细胞多能性维持的分子机制，iPS 结合基因编辑进行疾病模型的建立以及基因/细胞

工程在免疫细胞治疗中的应用。在干细胞相关领域文章以通讯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 Cell Stem Cell,

Cell Metabolism, Genome Biology, Cell Report, EMBO Journal, Nature Protocol 等杂志。曾多次

在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上报告，包括 2016 年受邀为国际干细胞研究协会（ISSCR)年会报告人等。2019

年获得 CSSCR 授予的干细胞青年研究员奖。

合作导师：翁勤洁 浙江大学药学院百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 GLP 中心副主任。2015-2016

年，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挂职。研究方向 1）少突胶质细胞发育调控及相关疾病模型机制研究

2）药物免疫毒理学机制研究 3）创新药物研发。曾在 Cell Stem Cell，Neuron 等国际顶尖杂志发表论

文。2017 年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4 年中国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2011 年浙江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

张进 zhgene@zju.edu.cn;翁

勤洁：

wengqinjie@zju.edu.cn



7 斯科

斯科：浙江大学教授、博导。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浙江省“千人计划”入选者，浙江

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副院长、教育部脑与脑际融合前沿科学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生物光子学，

包括脑功能信息的光学获取（深穿透光学成像技术和系统）、脑功能精准光学调控（非侵入精准光遗

传学等）和医学人工智能。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重点项目、面上项目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

Photonics、PNAS 等。担任 Photonics Research、Chinese Optics Letters、High Power Laser 等编

委/青年编委。

龚薇：浙江大学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脑与脑机融合前沿科学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教授。研究生物组织光透明处理、深穿透光学显微、精准光遗传光操控等技术和设备，致

力于为神经生物学和脑机接口领域提供共性关键技术支撑。相关研究成果以通讯作者发表 PNAS,

OPTICS EXPRESS, JOURNAL OF BIOPHOTONICS 等国际期刊上，被推荐为 2019 年 F1000，担任中国光学

学会生物医学光子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医学光子学分会青年委员等。

斯科

kesi@zju.edu.cn

龚薇

weigong@zju.edu.cn

8 潘纲

主导师：潘纲，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导，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入选国家“万人计划”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常务理事、

脑机融合与生物机器智能专委会主任委员，获 CCF-IEEE CS 青年科学家奖、IEEE TCSC Award for

Excellence (Middle Career Researcher)。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类脑计算、计算机

视觉、机器学习、普适计算等。已发表论文 100 多篇（包括 Nature、IEEE TPAMI、TNNLS、TBME、ACM

Computing Surveys 等国际一流刊物，以及 CVPR、ICCV、NIPS、AAAI、IJCAI、UbiComp 等国际一流会

议），授权发明专利 39项。指导学生获 CCF-A类国际会议的最佳论文奖 1次、最佳论文提名奖(Honorable

Mention Award) 2次，以及其他IEEE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2次、时间考验奖（Test-of-Time Paper Award）

1 次。相关成果入选 2016 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第 2完成

人）、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第 2 完成人）。目前担任《IEEE Trans.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IEEE Trans. Cybernetics》、《IEEE Systems Journal》、《IEEE Trans. Cognitive

and Developmental Systems》等国际期刊编委。

合作导师：王菁，浙江大学系统神经与认知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国家千人计划。王菁博士

在哺乳类动物大脑皮层的视觉和躯体感觉信息处理方面的研究领域内享有盛誉，是国际上研究非人灵

长类脑成像和神经技术发展方面的学科带头人。她长期从事神经科学、脑与认知科学等相关研究工作，

潘纲：gpan@zju.edu.cn

王菁：annawang@zju.edu.cn



1984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91 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她在博士期间的工

作：重组雪貂的脑神经网络，是大脑发育和可塑性研究的著名范式。王菁博士在 1991 年加入了美国洛

克菲勒大学的 Torsten Wiesel 研究组，在 Daniel Ts'o 博士的指导下，使用内源信号光学成像技术研

究哺乳类动物初级和二级视皮层的功能结构（1991-1993），并于随后的 1993-1995 年期间，在美国贝

勒医学院继续这类研究。在 1996 年，王菁博士在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开始了她的第一份

教职工作。2003-2015 年期间，在美国范德堡大学担任心理学系、放射科学系和生物医学工程系的联合

聘任教授。曾主持多项美国 NIH 项目，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了 IF>5 的高影响因子文章（如

Science、Nature Neurosci、PNAS、Neuron 等国际顶尖杂志）28 篇，拥有多项授权的美国发明专利，

担任 NIH 基金评委、多个神经领域国际主导杂志的编委和编审人员。2016 年入选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

（AAAS Fellow）。

9 王跃明

主导师：王跃明教授长期从事“脑机接口”研究，近年来完成或正在承担脑机接口相关的、包括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在内的项目 4000 万，发表脑机接口相关论文 60 余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 11.683，SCI

影响因子总和 123.188）。成果获国际脑机接口会议（BCI Meeting）脑机接口创新研究提名奖、入选

2016 年中国高校十大进展、获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创新一等奖、获中国人工智

能学会杰出贡献奖。

合作导师：胡海岚教授情况：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组部“万人计划”领

军人才。曾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第 12 届国际脑研究组织-凯默理神经科学国际奖、何梁何利科

技进步奖，科技部“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奖，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和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等。胡海岚教授在抑郁症的分子机制、社会竞争的神经调控、以及情绪的神经编码等脑科学前沿做出

了突破性贡献。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多篇重要原创工作，其中包括独立通讯作者的三篇 Science，两篇

Nature，一篇 Nature Neuroscience。受邀在神经科学领域最著名的综述杂志（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Annual Review in Neuroscience, Trends in Neuroscience 等）撰写综述。作为唯一

的本土中国代表受邀作为神经科学领军人物为 Neuron 建刊 30 周年撰写 Voice 专栏。担任美国神经科

学学会 SFN 程序委员会委员、国际分子和细胞认知学会（MCCS）理事和 Faculty 1000 点评专家等。

王跃明

ymingwang@zju.edu.cn

胡海岚

huhailan@zju.edu.cn



10 陈谦明

主导师：陈谦明，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负责人。获得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二等奖等；主编学术专著 4

本；授权发明专利 5 项。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指导教师，曾受聘香港大学牙学院，后于 UCLA 任

Research Scholar、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有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Moleclar Cellular

Protemics 和口腔最高影响因子杂志 J Dent Res 等。 合作导师：柏浩，2006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高分

子科学与工程学系和竺可桢学院混合班，获高分子专业学士学位；2012 年于中国科学院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获物理化学专业博士学位；2012-2015 年，于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从事博士后研究。2015 年 9 月起，任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获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中国

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等多项荣誉。代表性论文发表在 Nature，Nature

Materials，Nature Communications，Science Advances，Advanced Materials 等期刊，总引用 6000

余次，多次被 Nature，Science，Chemistry & Engineering News 等选为研究亮点

陈谦明 :qmchen@zju.edu.cn

柏浩：hbai@zju.edu.cn

11 王慧明

主导师：王慧明，现任浙大口腔医学院院长，附属口腔医院院长，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从事口腔颌

面外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 27 年，临床治疗中注重于治疗的个性化、手术的微创化、愈合的功能化

和外形的美观化，是浙江省口腔颌面外科学带头人。大胆吸收和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治疗技术和方法，

并加以改良，在浙江省内率先开展颌面部大型肿瘤切除及系列复合组织同期移植修复术、骨牵张成型

术矫正面颌畸形术、上下颌骨同期正颌外科矫形术，缺损牙槽再造及复合牙种植术，颌面多发性骨折

重建术等多项新技术、新方法，取得很好的临床疗效。在国际上首创胸锁乳突肌-锁骨重建下颌软硬组

织缺损同期牙颌功能重建。 合作导师：翁文剑，

教授，现任浙江大学材料系系主任。现任中国硅酸盐学会特种玻璃分会委员会委员，中国硅酸盐学会

陶瓷分会生 物材料专业委员会委员，《硅酸盐学报》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为材料湿化学合成、生物 材

料、纳米功能材料。在科学研究中以微观结构和化学组成设计及组装为手段，以产生 材料高性能为目

标。近年来主持了多项国 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发表 SCI 论文 62 余篇，获授权专利 20 余项，曾获浙

江省科学进步一 等奖。

王慧明：

hmwang1960@hotmail.com，

翁文剑：wengwj@zju.edu.cn



12 吴息凤

主导师：吴息凤，教授，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兼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浙

江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医疗保障大数据和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职于美

国癌症医院历年排名第一的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 27 年，获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终身教授、癌症预防

Betty B. Marcus 冠名主席、癌前基因组图谱计划创始主任、转化医学和公众健康基因组学中心创始主

任、病史数据库主任。回国后获批浙江大学医疗保障大数据和政策研究中心、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浙江省智能预防医学重点实验室、浙江省领军型智慧大健康创新团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

防治”自然科学基金专项、教育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主题案例专项等项目。共发表超过 770 篇文

章，很多发表在世界顶级杂志，H 指数 94，累计被引 35521 次，单篇最高引用 1617 次（Lancet,2011），

是世界顶尖的公共卫生学家，是美国获科研资助最多的研究者之一。

合作导师：华晨教授于 1994 年取得比利时根特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在荷兰代尔夫特大学任研究员，

现任浙江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所所长，是法国总统项目“50

名中国建筑师在法国”高级访问学者和中组部、团中央“2002 博士服务团”成员。华晨教授是多名研

究生和规划师的指导老师，在健康城市方向，已指导研究生进行了城市健康韧性、城市医疗放在用地

选址布局和结核病空间分布的相关研究。

吴息凤：xifengw@zju.edu.cn

华晨：

huachen1212@zju.edu.cn

13 鲁林荣

主导师 鲁林荣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长期从事 T 细胞免疫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免疫调控和免疫

耐受机制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方法。2010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2013 年获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资助，2014 年入选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016 年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被聘为

爱丁堡大学荣誉教授。现任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免疫细胞分会秘书长，CMI (Cellular and Molecular

Immunology), AJCEI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Immunology)，Frontiers in

Immunology 和《中国免疫学杂志》编委。在研国家基金重点项目 2项，科技部重大研发计划项目 1

项（课题组长）。合作导师刘琬璐，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助理教授 PI，从事生物信息学研究，

在 Cell、Cell Stem Cell 等杂志发表创新性论文。

鲁林荣

lu_linrong@zju.edu.cn；

刘琬璐

wanluliu@intl.zju.edu.cn



14 王青青

主导师：王青青，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免疫学研究所副所长，医学院基础医学系主

任。作为负责人承担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

项目。以通讯/共同通讯作者在 Nat Immunol, Nat Commun, J Clin Invest, J Immunol, OncoImmunology,

J Biol Chem 等发表数十篇论文，以合作者身份在 Cell, Nat Immunol, Immunity 等发表论文，成果获

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并申报 7 项国家发明专利（第一发明人 3 项获授权）。入选国家“万人

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浙江省“151”人才工程、浙江省卫生高

层次创新人才，曾获第七届浙江省青年科技奖、中国免疫学会青年学者奖等荣誉。

合作导师：周如鸿，美国 IBM 沃森研究中心软物质理论与模拟实验室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

授，浙江大学思源讲座教授，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AAASFellow)，美国物理学会会士(APSFellow)。周

教授在利用分子动力学理论模拟研究蛋白质的结构，功能，和动态过程、纳米尺度水的特殊性质及生

物效应、以及纳米-生物界面的分子动力学过程的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在权威学术刊物如

Science,Nature，PNAS，JACS 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02 篇,SCI 引用 3100 多次（最高单篇引用 280 次，

h-index31）。近 5 年来，周教授仅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就发表了 6 篇学术论文（其中 5 篇为第一

或通讯作者）；在 2011 年关于“人眼晶球蛋白积聚的分子机制”，以及“蛋白与纳米管的相互作用”

的两篇论文，作为《美国科学院院刊》的“亮点论文”(featuredarticle)发表。周教授应邀在世界各

地大学、研究机构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做邀请报告 130 余次；曾多次担任全美化学学会年会分会主席；

曾获全美化学学会计算化学奖(DECAward),IBM 杰出科技贡献奖(2005,2008)，以及 IBM 发明创造奖

(2004,2009)。2009 年以 IBM 蓝色基因组主要成员之一荣获美国总统奖（国家技术创新总统奖，

NationalMedalonTechnologyandInnovation)。其研究工作多次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生物

信息技术世界（Bio-ITWorld），英国的《新科学家》（NewScientist）和《化学世界》(ChemicalWorld)，

以及《中国科学》等国际著名期刊和网站报道。

王青青，wqq@zju.edu.cn;

周如鸿，rhzhou@zju.edu.cn



15 李兰娟

主导师：李兰娟，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传染病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是我国著名的传

染病学家。擅长各类肝炎、感染性疾病、新发突发传染病诊治，尤其对肝衰竭、病毒性肝炎、肝病微

生态研究有重大突破性贡献。1994 年始建立《感染微生态学》，从微生态角度来审视感染的发生、发

展和结局，率先全面揭示肝病肠道微生态宏基因组变化规律，创立微生态干预防治重症肝病新策略，

为感染防治提供崭新思路。主编出版了我国首部《人工肝脏》、《感染微生态学》和教育部规划教材

《传染病学》等专著。在 Nature、Lancet、NEJM 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 SCI 文章 300 多篇。合作导师

程翼宇：药学院，浙江大学首批求是特聘教授，1986 年起从事人工智能、制药工程与医药分析等多学

科交叉综合研究，1992 年创办浙江大学智能信息工程研究所、2003 年组建浙江大学药物信息学研究所。

创新提出医药分析信息学、药品质量控制工程学、数字制药工程设计方法以及智慧制药技术策略。

李兰娟：ljli@zju.edu.cn，

程翼宇 chengyy@zju.edu.cn

16 刘志红

主导师：刘志红，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肾脏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作为首席科学家承担国家

“973”课题。先后承担完成国家“863”课题、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精准

医学”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国际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军医学科技十二·五重大项目、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江苏省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高水平的科研课题。发表论著 650 余篇，SCI 收录 240 余篇，主编中文专著三部，

英文专著一部，肾脏病科普丛书一套。合作导师：俞晓敏，俞晓敏，浙江大学医学院“百人计划”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医学遗传学，未诊断疾病，自身免疫病，免疫缺陷病。通过结合基础研

究、转化研究和临床研究，利用高通量测序，包括全基因组测序、全外显子测序、靶基因测序，转录

组测序等，结合生物信息学与遗传学分析研究遗传病，以期确定遗传变异如何帮助遗传性疾病患者（罕

见，常见，严重和轻度）的诊断、护理和治疗。特别是在免疫失调性疾病如自身免疫病、免疫缺陷病、

特应性疾病等寻找致病基因，通过对患者及其疾病动物模型的研究，对致病基因影响的信号通路和功

能，致病的机制和机理获得更好的见解。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9 篇, 总影响因子超过 200 分，

代表性文章发表在 N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 Nature genetics 等学术期刊。

刘志红：

liuzhihong@zju.edu.cn，

俞晓敏：

yuxiaomin@zju.edu.cn

mailto:liuzhihong@zju.edu.cn，


17 曹倩

主导师：曹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消化科主任，浙江

省炎症性肠病学组组长，亚太炎症性肠病组织委员，领导的炎症性肠病中心为国内卓越 IBD 诊疗中心。

研究方向是炎症性肠病临床长期结局队列研究和炎症性肠病免疫调控机制研究，主持国家基金 4项、

省重点研发 1项，省杰出青年基金等省部级多项，发表 SCI 论文 40 余篇。

合作导师：靳津，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博士后，2015

年入选“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研究方向是自身免疫疾病的分子生物学发病机制，尤其是

脑-肠微环境中免疫应答的调控机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省杰出青年基金，

主持/参与科技厅重大专项2项，已发表高水平论文30余篇，回国后已在Cell、Nature immunology, JEM，

JCI，NC 等高水平杂志发表高影响研究论文。

曹倩: caoq@srrsh.com

靳津：jjin4@zju.edu.cn

18 王建安

主导师：王建安：我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30 余年来致力于心血管复杂疑难疾病的诊治，在经导管心

脏瓣膜病介入治疗、冠心病介入治疗和干细胞治疗心力衰竭等领域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以通讯作者

在 PNAS，Circulation Research 等刊物发表 SCI 论文 168 篇，总他引 3279 次。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担任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973）首席科学家、全国八年制教材《内科学》共

同主编、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荣获全国白求恩奖章、吴阶平医药创新奖、卫生部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浙江省特级专家等荣誉称号。

合作导师：余路阳：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赛傲

生物再生生物学联合实验室主任。

朱旸：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特聘研究员，浙江大学高分子系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王建安 wja@zju.edu.cn；

余路阳

luyangyu@zju.edu.cn；

朱旸 zhuyang@zju.edu.cn

19 徐清波

主导师：徐清波教授、国家千人特聘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曾任英国伦敦大学国学院心血管系终身教授，在 Lancet、Nature 子刊、JCI、Circulation 等国际顶尖

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 共发表 SCI 论文 300 余篇，总影响因子约 2,700 点，被引用约 2.5 万次, H 因

子 90

合作导师：周耐明教授，浙江大学生化研究所所长，美国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会/中国生物化学和分

子生物学会成员，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膜生物学会(理事)，2006 年引进浙江大学至今发表 G 蛋白耦连受

体相关 SCI 学术论文 70 余篇，主持国家科学自然基金 10 余项，参与国家科技部 863 和 973 重大项

徐清波：

qingbo_xu@zju.edu.cn

周耐明：

zhounaiming@zju.edu.cn

mailto:wja@zju.edu.cn；


20 黄进宇

主导师：黄进宇，教授/博士/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博导，附属市一医院党委书记，主持和参与国家重

点研发项目、浙江省重点研发项目、省自然基金等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SCI 收录 20 余篇。

合作导师：伍广朋工学博士、浙江大学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百人计划” 特聘研究员、博导，目

前主要开展二氧化碳化学转化、可降解高分子材料、光刻胶、嵌段共聚物光刻技术（Block Copolymer

Lithography）等方面的研究。目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等科研任务，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J. Am. Chem. Soc.、Angew. Chem. Int. Ed.、Macromolecules、Energy Environ.

Sci.、Nano Letters、ACS Nano，相关研究授权多篇专利，并获得 2015 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4/7)。

黄进宇

zdsyhjy0902@zju.edu.cn

伍广朋 gpwu@zju.edu.cn

21 黄河

主导师：黄河，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浙

江大学血液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血液学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干细胞基

础及应用研究；免疫治疗临床基础及应用研究。先后于 2003 年及 2015 年 2 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作为负责人承担 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与交流项

目等 26 项。发表 SCI 论文 205 篇，其中通讯作者论文 142 篇。获省部级以上奖项 14 项，授权发明专

利 17 项。近 5 年在国际大型会议担任主席、特邀报告和口头报告 85 次。任国际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

权威杂志 BMT, BBMT, JHO 编委。

合作导师：高长有，教授，博士生导师，杰青，国际生物材料学会 Fellow，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 Fellow，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高分子系系主任。作为负责人先后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 6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3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国际合作项目 1 项，生物材料 973 计划课题 2 项。在 Angewandte Chemie、Advanced Materials、

Biomaterials 等本学科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300 余篇，被他人引用 8000 余次；个人 H

因子 57。编著有《医用生物材料》（化工出版社）、《Polymeric Biomaterials for Tissue Regeneration:

From Surface/Interface Design to 3D Constructs》（Springer 出版社），参与撰写和编著专著多

部。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50 余项。

黄河：hehuangyu@126.com;

高长有：cygao@zju.edu.cn

mailto:黄进宇zdsyhjy0902@zju.edu.cn
mailto:黄进宇zdsyhjy0902@zju.edu.cn


22 蔡真

主导师：蔡真教授、浙江大学二级教授、求是特聘医师、主任医师、博导，多发性骨髓瘤治疗中心主

任、血液科骨髓移植中心副主任；首批浙江省卫生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对象、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

才工程”培养人员、被授予 2013 年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被授予 2012 年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奖

一等奖；浙江省免疫学会血液免疫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抗癌协会血液淋巴肿瘤分会-候任主

委、浙江省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副主委、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委会委员多发性骨髓瘤学组-副组长、

浙江省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副会长。近年来，蔡真教授带领其课题组在恶性淋巴瘤的免疫治疗、

多发性骨髓瘤肿瘤微环境与肿瘤耐药机制的研究、肿瘤免疫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探索，在本专业

顶级期刊《Blood》、《Leukemia》、《Haematologica》、《J Nat Cancer Inst》、《CANCER LETTERS》、

《Protein & Cell》等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 80 余篇。

合作导师：吴兴坤教授、浙江大学光电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光纤设计、制造业专家，中国大

尺寸光纤预制棒研发、并实现大规模生产的主要奠基人，被授予 2007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曾于 1995

年获美国乔治亚大学物理学博士（Ph.D.），1995-1996 年世界著名的美国斯坦福研究院博士后，曾在

多家美国上市公司任资深科学家（Senior Scientist）和项目领导人（Project leader）。

导师组合作完成论文 Controlled rotation of cells using a single-beam anisotropic optical trap.

发表于 Optics Communications 杂志。国际上首次实现使用光纤（0.125mm 直径）的特殊模式，形成 4

个抓手在不让细胞受激光影响的条件下，对细胞的空间状态实现操控。

蔡真：caiz@zju.edu.cn

吴兴坤：

xingkunwu@zju.edu.cn

23 楼敏

主导师：楼敏，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卒中的精准诊疗研究，利用前瞻性收集的临

床数据库探索卒中的病因和机制，并转化应用于临床诊治。其机制研究填补了脑卒中急性期诊治领域

的多项空白，有助于个体化精准诊治以及卒中诊疗规范的建立。文章发表在 Nature Review Neurology、

Annals of Neurology 等学术期刊上。合作导师：周青，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美国临床分子遗传学执业主任医师(DABMGG)，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院专家委员(FACMG)。主要

研究方向是通过高通量测序的手段，包括 whole exome sequencing，target sequencing，whole genome

sequencing，ChIP sequencing，RNA sequencing 结合生物信息学和遗传学分析，研究人类遗传病，寻

找致病基因；深入研究致病基因的信号通路和功能，解析致病的机制和机理，为疾病诊断和治疗提供

理论依据，开展转化医学的研究，推动个体化医疗进程。已发表文章 36 篇，总影响因子 600 多分，代

表文章发表在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Nature， Nature Genetics， PNAS， AJHG 等学

楼敏 lm99@zju.edu.cn

周青 zhouq2@zju.edu.cn;



术期刊。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 项，浙江省杰出青年

基金 1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课题组长，浙江省领军型创新团队。荣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Fellows Award for Research Excellence (FARE)（2013），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Orloff Science Award

（2015），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Genome Recognition of Employee Accomplishments and Talents

(GREAT) Award（2017），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ystemic AutoInflammatory Diseases

(ISSAID)Young Investigator Award（2019），求是科技基金会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2019），浙江

大学 2019 年度十大学术进展等学术荣誉。

24 汪浩

主导师：汪浩；博士，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卫生部医学神经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PI。自

2012 年入职浙江大学以来以神经环路发育和功能为研究重心，从分子，细胞和环路水平解析突触精细

化的分子细胞机理，及本能行为的神经环路机制。取得成果：建立用于研究发育过程中突触精细化机

制的模型-丘脑感觉突触，阐明胡须触觉经验，星形胶质细胞内钙信号以及 AMPA 受体和 NMDA 受体不同

亚单位在突触精细化中的作用；揭示了背外侧被盖区在气味诱导的先天性恐惧反应中的重要作用，发

现中央导水管灰质区参与摄食调控；发明了基于水凝胶体系的柔性多功能电极。近五年内，已在国际

著名学术期刊 Nature Neuroscience, eLife, Cell Reports 等(共同通讯或通讯作者）；Current

Biology，Nature Neuroscience(合作作者)发表论文 12 篇。论文被 Cell， Nature 等多种 SCI 杂志引

用约 150 余次。受国家自然基金委优青项目资助，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7）。基于凝胶体系

的脑电极研究已或 2 项国家专利授权。

合作导师：钱骏；博士：光电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信息学部学术交流与合作专门委员会委员，中

国生物材料学会影像材料与技术分会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医学光子学分会青年工作组副

组长，现代光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主要开展大深度活

体生物成像的研究工作。共发表 SCI 论文 100 多篇（一半以上为医工信交叉研究论文）。其中，第一/

通讯作者论文 67 篇(包括 Cell 子刊 Chem 综述论文 1 篇，IF>10 的期刊论文 22 篇，“ESI 高被引论文”

4 篇)。SCI 他引 3000 多次(单篇最高 300 多次)，H-index 为 37。获浙江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1 项。在国

内外学术会议上作大会、主题、邀请报告共 30 多次。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73 子课题，863

子课题等。

汪浩

haowang@zju.edu.cn

钱骏

qianjun@zju.edu.cn



25 龚哲峰

主导师：龚哲峰，博士，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卫生部医学神经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PI。

2000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获博士学位，2000-2005 年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进行博士

后研究，2006-2011 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2012 年加入浙江大学神经科学

研究所，任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昆虫感觉信息加工及软体运动行为的神经网络控制

编码机制，承担或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及国家基金委面上项目多项，以及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

项目等，在 Science, 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期刊以通信作者身份发表论文多篇，并曾获 Science

杂志同期配发特约评论文章。同时还是国家基金委项目会评专家，ASN neuro 编委，Plos Genetics,

Neuroscience Bullet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emistry 等期刊审稿专家。

合作导师：郑能干，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智能嵌入式系统。2002 年本

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生仪学院，2007 年获留学生基金委（CSC）中加联合培养，2009 年获浙江大学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学位，获浙江大学优秀博士生卓越计划资助。2008 年 9 月加入求是高等研究院，

2009 年 7 月进入求是高等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2011 年 6 月出站，留校任计算机方向教学科研岗位教

师，获林百欣高科技奖（二等，2011）、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一等，2016，团队成员 5/15）、

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2016，团队成员）。主持国家自然基金、浙江省自然基金杰出青年基金、

重点、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特别资助项目、先进技术预研项目等共计 20 项，作为科研骨干参与 973、

863、国家自然基金重点、先进技术预研项目等共计 13 项。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IEEE Trans,

AAAI, IJCAI, JMEMS, Scientific Reports, Electronic Letters 等重要国际期刊和会议发表学术论

文 60 余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7 项、软件著作版权 3 项。现为 IEEE Senior Member、中国计算机学会

高级会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高级会员、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高级会员、CSIG 视觉感知智能系统专委

会委员、ACM SIGAPP China 专委会委员，担任 IEEE CPSCom2018/2019 执行主席（Executive Chair）,

中国工程院院刊 FITEE（《信息与电子工程前沿（英文）》）首届通讯专家（2019.7-2022.12）、CCF B

类期刊 Journal of Systems Architecture 编委（Area Editor)，并担任 AAAI、IJCAI、ICML 等多个

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

龚哲峰：zfgong@zju.edu.cn;

郑能干：zng@zju.edu.cn



26 章京

主导师：章京，2020 年初作为讲席教授加盟浙江大学、现任浙江大学“国家健康和疾病人脑组织资源

库”主任

第一附属医院佘杭院区副院长、病理科主任。回国前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神经病理科主任医师（担任

神经病理科主任至 2016 年 2 月), 教授和冠名讲席教授 (Shaw EndowedProfessor)、兼任北京大学医

学部及首都医科，大学天坛医院教授。

合作导师：潘纲，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导，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入选国家“万人计划”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常务理事、

脑机融合与生物机器智能专委会主任委员，获 CCF-IEEE CS 青年科学家奖、IEEE TCSC Award for

Excellence (Middle Career Researcher)。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类脑计算、计算机

视觉、机器学习、普适计算等。已发表论文 100 多篇（包括 Nature、IEEE TPAMI、TNNLS、TBME、ACM

Computing Surveys 等国际一流刊物，以及 CVPR、ICCV、NIPS、AAAI、IJCAI、UbiComp 等国际一流会

议），授权发明专利 39项。指导学生获 CCF-A类国际会议的最佳论文奖 1次、最佳论文提名奖(Honorable

Mention Award) 2次，以及其他IEEE国际会议最佳论文奖2次、时间考验奖（Test-of-Time Paper Award）

1 次。相关成果入选 2016 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第 2完成

人）、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第 2 完成人）。目前担任《IEEE Trans.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IEEE Trans. Cybernetics》、《IEEE Systems Journal》、《IEEE Trans. Cognitive

and Developmental Systems》等国际期刊编委。

章京

jzhang1989@zju.edu.cn

潘纲

gpan@zju.edu.cn

27 周煜东

主导师：周煜东，教授，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副院长。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理事，爱丁堡大学

Honorary Lecturer。研究成果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在 Science、Nature Medicine、Nature

Communications、Journal of Cell Biology 等国际著名杂志上。主持国家重大研发计划课题、973 计

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研究项目。致力于神经发育疾病和代谢疾病的机理研究。

合作导师：傅君芬，主任医师、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内分泌科

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儿童内分泌学。

合作导师：胡玉正，浙江大学心理系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课题涉及心理学、脑科学、

医学等学科交叉。

周煜东

yudongzhou@zju.edu.cn

傅君芬

fjf68@zju.edu.cn

胡玉正

huyuzheng@zju.edu.cn



28 夏宏光

主导师：夏宏光，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大医学中心主任助理，浙大医学中

心分子筛选与合成平台首席科学家。夏宏光博士长期聚焦先导分子调控细胞命运和人类疾病的研究，

利用高通量筛选技术鉴定调控细胞命运的先导化合物，揭示其作用靶点和调控机制，开发相关疾病的

候选药物；累计发表高水平论文 40 余篇，先后以第一作者（含共同）和共同通讯作者在 Cell、等杂志

发表论文 21 篇，他引共计 1800 余次（Web of Science）；主持国家、省级科研项目 5项，校级、企

业科研项目 3项。以第一发明人申请中国发明专利 3项，PCT 发明专利 1 项，与马大为教授合作开发的

第三代 EGFR 有机小分子抑制剂已经获得中国 1.1 类新药临床批件和美国临床批件，目前已经基本完成

临床 I 期实验，并实现海外市场权的成功转让。

合作导师：史炳锋，国家杰青，浙大化学系教授，副系主任。

合作导师：周青，浙大生研院研究员。

夏宏光

hongguangxia@zju.edu.cn

史炳锋 bfshi@zju.edu.cn

周青 zhouq2@zju.edu.cn

29 杨巍

主导师：杨巍，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生物物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导，浙江省杰青。长期从

事离子通道调节机制及其在神经系统生理病理功能的研究，并通过开发针对特定通道的抑制剂以期发

现新的神经系统疾病干预治疗手段。作为负责人已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 项，青年项目 1

项，科技部蛋白质重大研究计划子课题 1项，国防科委 JW 项目 1 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子课题 1

项和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科研项目 1项等。在 Science, Nature Cmmunications, Cell Research, Cell

Reports 等国际专业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 4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合作导师 1：杜滨阳，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教授，博导，国家优青。主要研究方向为离子环

境响应性高分子的制备、结构与性能及其应用研究

合作导师 2：钱骏，浙江大学光电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杰青；浙江大学现代光学仪器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助理。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红外二区荧光活体生物成像；三光子荧光显微活体生物成像

杨巍：yangwei@zju.edu.cn

钱骏：qianjun@zju.edu.cn

杜滨阳：duby@zju.edu.cn

30 许迎科

主导师：许迎科，浙江大学生仪学院教授/博导，院长助理。主要研究方向是生物光子学与细胞生物学

应用研究。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 项)、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等十多项省

部级课题。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Nature Methods, Biological Reviews,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Engineering 等领域内知名期刊发表 SCI 论文 61 篇。担任耶鲁大学兼职客座教授(Adjunct

Professor)、Journal of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dicine (IF5=5.02)杂志副主编等。

合作导师：郭晓纲，浙一医院心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导。从事心血管疾病的基础与临床转化研究。

许迎科

yingkexu@zju.edu.cn

郭晓纲

gxg22222@zju.edu.cn



31 张祎

主导师：张祎，浙江大学生仪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磁共振成像技术的研究，尤其是在快速磁共振成

像、磁共振波谱成像、磁共振 CEST 成像等领域做出了若干原创性贡献，发明了 SLAM、PANGS、vSENSE

和 FS-CEST 等新型磁共振成像方法。在磁共振成像领域顶级期刊《Magnetic Resonance in Medicine》

等发表了 SCI 论文 30 余篇，有国际专利授权 3 项和中国专利授权 2 项，有中国专利申请 4 项和国际专

利申请 2项，并于 2015 年获得国际医学磁共振协会青年会士荣誉称号。

合作导师：罗本燕，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教授、主任医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

医师。

张祎

yizhangzju@zju.edu.cn

罗本燕

luobenyan@zju.edu.cn

32 叶学松

主导师：叶学松，长期从事现代传感检测技术以及医疗仪器研发等方面的科研工作，目前主要从事生

物医学传感器、数字诊疗设备、可穿戴医疗设备等的科学研究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子课题合作项

目 30 余项。共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其中 SCI、EI 学术论文 70 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20 余项，获

国防专利 4 项；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浙江省科技进步奖 2 项。领导研发团队研制多款高端医

疗装备，如 3D 腹腔镜及成像系统、冠心病诊断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监护仪等，获医疗器械注册证

书 3项。

合作导师：蔡秀军，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外科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导，主攻方向肝

胆胰脾外科、微创外科。

叶学松

yexuesong@zju.edu.cn

蔡秀军

cxjzu@hotmail.com

33 范顺武

主导师：范顺武，教授，主任医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主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医

师，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委员，中国医教会腰椎分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前任主任委

员，《中华骨科杂志》、《中国骨伤》编委，浙江省卫生领军人才，浙江省卫生高层次创新人才。获

国家发明专利 4 项，出版专著 4 部，发表论文 20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68 篇，IF>10.0 论文 3篇，IF>5.0

论文 22 篇，SCI 影响因子累计近达 250 余分，累计被他引 400 余次。

合作导师：唐睿康，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获得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万人计划创新领军人才。是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省骨骼肌肉退变与

再生修复转化研究重点实验室的核心成员。围绕生物矿化开展材料合成和材料调控生物等前沿基础研

究，突出多学科交叉融合并取得了原创性突破，主要方向有材料合成、生物材料、仿生修复以及材料

与生物之间的相互调控复合等，涉及化学、材料、生物和医学等领域。在 Nature、PNAS、Nat Commun、

范顺武：fansw@srrsh.com

唐睿康：rtang@zju.edu.cn



Sci Adv、JACS、Agnew Chem Int Ed 及 Adv Mater 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80 余篇。

34 叶招明

主导师：叶招明，教授、博士生导师、求是特聘医师、主任医师，担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骨科主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原 973/863）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骨科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骨科学

位点负责人，浙江省医学会骨科学分会主任委员，浙江省抗癌协会骨与软组织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

师协会骨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骨肿瘤学组委员，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

会(SICOT)骨肿瘤学组副组长。《Orthopaedic Surgery》、《中华骨科杂志》等杂志编委。近 5年主

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以通讯作者在

Cancer Research、EBioMedicine、Cell Death and Disease 、Front Immunol、Cell Physiol Biochem

等杂志以及骨科著名期刊 Clinical Orthopaedics and Related Research 等发表 SCI 论文 50 余篇。

合作导师：凌国平，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国家 863 计划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表面

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 1 项；科技部 ITER 专项“氚提取系统(TES)设计与关键技术前期研究”；

浙江省重点计划项目 1项；曹光彪高科技基金 1 项。

叶招明：

yezhaominghz@163.com

凌国平：linggp@zju.edu.cn

35 梁廷波

主导师：梁廷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浙江省胰

腺病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持科研项目 20 余项，

发表学术论文 400 余篇，其中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获国家级专利 3 项，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浙江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浙江

省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10 项。

合作导师：平渊,于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分别在

新加坡科学技术局材料工程研究所 (Institute of Materials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A*STAR)，

墨尔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及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从事科研工作。2017 年底加盟浙江大学药学院，主要从事方向为高分子药物载体在基因编辑及肿瘤治

疗方面的应用。迄今为止在国际SCI 刊物上已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PNAS,

Nano Letters, Science Advances 等国际 SCI 刊物上发表论文 30 篇，总引用次数 2700 余次。曾获得

包括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访问研究奖，JCR Emerging Leader Award 等奖项。

梁廷波

liangtingbo@zju.edu.cn

平渊 pingy@zju.edu.cn

mailto:梁廷波liangtingbo@zju.edu.cn
mailto:梁廷波liangtingbo@zju.edu.cn


36 徐骁

主导师：徐骁，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长期从事肝

移植并发症防治、移植肿瘤学研究。主持 863 课题、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等 6项国家级科研项目。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Gut、J Hepatol、Adv Funct Mater 等国际著名学术期

刊发表 SCI 论文 90 余篇。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 3 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创新团队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及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合作导师：申有青，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科技部

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现任浙江大学工学部副主任、生物纳米工程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功能高分

子合成及其应用于纳米药物的研究，主持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自然基金重

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国家级科研项目。在 Nature Nanotechnology、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J. Am. Chem. Soc.、Angew. Chem. Int. Ed.和 Adv. Mater.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

表 SCI 论文 280 余篇。

徐骁：zjxu@zju.edu.cn

申有青：shenyq@zju.edu.cn

37 吴李鸣

主导师：吴李鸣，副主任医师，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大一院院长助理，现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学

分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外科医学工程与转化学组委员。入选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

才。从事肝胆胰肿瘤发生发展分子机制与诊疗新技术研究十余年，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省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 10 余项，在 BMJ、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Oncologist 等高影响杂志发表论文 10 余篇，参编全国统编教材 2 部、专著 3 部，获发明专利 2 项，以

主参人员身份荣获省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合作导师：易文，教授，博士生导师，生物化学研究所副所长，International Glycoconjuate

Organization 青年糖科学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

Science、PNASU、Nat commun 等高影响杂志发文 10 余篇，主持国家重点培育项目、国自然基金面上等

多个项目。

吴李鸣：wlm@zju.edu.cn

易文：wyi@zju.edu.cn

38 白雪莉

主导师：白雪莉，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担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肝胆胰外科常务

副主任、长期工作在肝胆胰外科和肝脏移植临床一线，主攻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是浙

江省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对象，2019 中国肿瘤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主持科研项目共 15 项，其中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5 项；发表学术论文 128 篇，SCI 论文 109 篇，其中以第一/通讯作者在 Gut、Molecular

白雪莉

shirleybai@zju.edu.cn

李劲松 ljs@zju.edu.cn



Cancer 和 Hepatology 等 TOP 期刊发表 SCI 论文 56 篇。

合作导师：李劲松教授，之江实验室网络健康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电子病历与智能专家系统教育部

工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39 林辉

主导师：林辉，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邵逸夫医院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办公室主任，浙江省认知医疗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浙江省医学会精准医学分会副主委，入选浙江省卫生高层次人才——

创新人才、浙江省高校高水平创新团队带头人、浙大医学院第二期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长期从事肝

胆胰外科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近年聚焦于外科手术导航和手术器械研发，授权发明专利 7 项；主导建

设了国内首个区域互联协作的互联网医疗平台——邵医健康云平台，获中国健康产业创新“奇璞奖”。

合作导师：钱俊，浙江大学光电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 151 人才（第二层次），浙江省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期从事生物医学光子学研究，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Chem、Advanced

Materials、ACS Nano 等顶级期刊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IF>10 的期刊论文 22 篇、ESI 高被引论文 4

篇)，SCI 他引 3000 多次，国内外学术会议大会、邀请报告 30 多次。成果获浙江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入选“2012 中国光学重要成果”。

林辉 369369@zju.edu.cn；

钱俊 qianjun@zju.edu.cn

40 郑树森

主导师：郑树森，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肝移植及多器官移植领域开拓者之一。担任器官移植

领域 2 项 “973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主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

项目，在 Nature、Gut、AJT，Transplantation 等 SCI 论文 300 余篇。主编教育部规划《外科学》五

年制、七年制、八年制及专升本教材,先后主编《肝脏移植》、《胰腺移植》、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创新团队奖、特等奖。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共 400 余名，为我国器官移植和多器官联合移植

领域培养了一大批的优秀人才。

合作导师：闫克平，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 年在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TU/e）获电气工程学博士

学位。回浙江大学工作后，开创超短高压电脉冲在电除尘、海洋勘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等新兴研究

方向的应用。在高电压放电技术和工业应用领域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团队一等奖、

浙江大学工学部三大标志性成果奖多项。

郑树森：

shusenzheng@zju.edu.cn，

闫克平：kyan@zju.edu.cn

41 韩春茂

主导师：韩春茂，近三年承担国家、省部级以上课题 20 余项，其中 2016 年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总经费 6000 余万元。课题组经过 10 多年研究，在组织工程皮肤方面已经取得重大突破。目前正在推

进产品化和临床转化研究。近几年来获省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4 项，申请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2 项，在人

韩春茂：

hanchunmao1@126.com

董树荣：

mailto:369369@zju.edu.cn；


工真皮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在 Biomed Rep、BURNS、Sci Rep Sep 等国内外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70 余篇，专著 30 部。参与编写《中华烧伤医学》、《现代瘢痕学》等专著 30 部，

其中副主编 5部。

合作导师：王利群，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副系主任，高分子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导，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第 12 届化学部高分子科学学科评审组成员。在生物医用高分子，药物靶向控释高分子载

体系统，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及其在临床中的应用，高分子降解与扩散计算机仿真等领域进行了一系

列探索。已承担国家科技部“863”专项项目，“十五”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及企业

项目 20 余项。

合作导师：董树荣，微电子学院微系统所副所长，浙江省微纳智能系统应用实验室副主任，微电子学

院实验室主任，教授，博导。发表 Acs Nano、AM 等 SCI 期刊论文 120 篇，申请发明专利 93 项，授权

57 项。承担科技部重点研发专项、863 项目、国家基金重点及面上项目、浙江省重点研发项目等 15 项。

获得国家高校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高校自然科学二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dongshurong@zju.edu.cn

王利群：

lqwang@zju.edu.cn

42 蔡秀军

主导师：蔡秀军教授是浙江大学著名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外科学教授。

带领的课题组团队承担了国家 863 计划、卫生部行业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国际合作专项、

浙江省社会发展重大专项等课题。目前已经发表相关著作 120 余篇，申请专利 25 项，曾获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二项，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三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合作导师：尹俊，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现代制造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 2004 年在

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获得学士学位；于 2007 年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于 2011

年在美国 Clemson 大学机械工程系获得博士学位。自 2011 至 2013 年，在美国 UCLA 医学院从事博士后

研究；自 2013 年至 2014 年，在复旦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担任青年研究员。自 2014 年 12 月起，在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担任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新型生物制造技术及生物材料研发，生物力学。

蔡秀军

cxjzu@hotmail.com

尹俊

junyin@zju.edu.cn

43 陈伟

主导师：陈伟，科研与学术工作经历：(1) 2018.5-至今, 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教授(2)

2014.4-至今, 浙江大学, 医学部, 教授(3) 2009.5-2014.4,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ME,

博士后/研究科学家(4) 2003.8-2009.5,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IOENGINEERING, 助理

研究员。 研究领域：单分子及单细胞技术 | 力生物学与生物力学 | 分子免疫学及免疫工程 | 神经

生物学（071006） | 系统生物学

陈伟

jackweichen@zju.edu.cn

居冰峰

mbfju@zju.edu.cn



合作导师：居冰峰，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超精密加工技术、微纳测量以及精密机电系统等。第一获奖人获得中

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2013）、教育部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项（2013），德国洪堡奖学

金获得者（2003）、日本学术振兴会奖学金获得者（2003），201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2015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44 周青

主导师：周青，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临床分子遗传学执业主任医师

(DABMGG)，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院专家委员(FACMG)。主要研究方向是通过高通量测序的手段，

包括 whole exome sequencing，target sequencing，whole genome sequencing，ChIP sequencing，

RNA sequencing 结合生物信息学和遗传学分析，研究人类遗传病，寻找致病基因；深入研究致病基因

的信号通路和功能，解析致病的机制和机理，为疾病诊断和治疗提供理论依据，开展转化医学的研究，

推动个体化医疗进程。已发表文章 36 篇，总影响因子 600 多分，代表文章发表在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Nature， Nature Genetics， PNAS， AJHG 等学术期刊。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基金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2 项，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 1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

课题组长，浙江省领军型创新团队。荣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Fellows Award for Research Excellence

(FARE)（2013），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Orloff Science Award（2015），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Genome

Recognition of Employee Accomplishments and Talents (GREAT) Award（2017），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ystemic AutoInflammatory Diseases (ISSAID)Young Investigator Award（2019），

求是科技基金会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2019），浙江大学 2019 年度十大学术进展等学术荣誉。

合作导师：俞晓敏，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医学遗传学，未诊断疾病，

自身免疫病，免疫缺陷病。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29 篇, 总影响因子超过 200 分，代表性文章

发表在 N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 Nature genetics 等学术期刊。

周青 zhouq2@zju.edu.cn;

俞晓敏

yuxiaomin@zju.edu.cn



45 姚玉峰

主导师：姚玉峰，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求是特聘学者。博士毕业于日本大阪大学医学部，

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中心主任、浙江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

角膜病、人工智能角膜病诊断平台、眼病原学和眼免疫学等。研究开发的全植床深板层角膜移植技术

被国际同行命名为“Yao’s 法角膜移植术”，获浙江省科技进步奖 2项、国家发明专利 3 项，被编入

美国眼科教科书，并被相关的国际眼科专家学习效仿并得到推广应用。

合作导师：吴飞，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专家组工作组组长、科技部科技创新 2030“新

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指南编制专家、《中国人工智能 2.0 发展战略研究》执笔人之一。

姚玉峰：yaoyf@zju.edu.cn

吴飞：wufei@cs.zju.edu.cn

46 裘云庆

主导师：裘云庆，为求是特聘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常务副院长、

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浙江省药物临床研究与评价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浙大一院国家

卫生部临床药理基地主任，主要从事肝病的临床、科研、教学工作，在乙肝以及肝癌的创新药物研究、

肝癌治疗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果。主持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总经费 1081 万)、国家 863

计划（总经费 1160 万）、国家十三五科技重大专项重大新药创制平台项目（“抗肿瘤新药临床评价平

台”）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科技厅国际合作重大专项、科技厅公益项目等十三项。发表论

文 10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25 篇，其中 5 分以上 10 篇（10 分左右 4篇），以第一完成人获浙江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奖一等奖、

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创新奖二等奖等奖项 5 项，以主要完成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浙江省医药卫

生科技创新奖一等奖、省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等奖励 5

项，以及于 2016 年获年度“浙江省优秀科技工作者”。以第一发明人申请专利 3 项，以第二发明人申

请专利 1项。

合作导师：游剑 教授，国家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药学院；

合作导师：楼燕，副主任药师，浙一医院药学部，博士生导师

裘云庆：qiuyq@zju.edu.cn；

楼燕：yanlou@zju.edu.cn；

游剑：

youjiandoc@zju.edu.cn



47 应颂敏

主导师：应颂敏，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部中青年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浙江省特聘专家、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浙江

省卫生创新人才。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青年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直致力于呼吸系统疾病的分子机制、病理调控和靶向治疗的研究，注重基础医

学与临床医学相结合，逐渐在这些领域形成了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系统性研究体系。主持多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重点项目、优青项目、面上项目，科技部 973 项目课题、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课题和浙江省重大项目等。主要贡献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Nature、Nature Cell Biology、

Molecular Cell、Cell Research、Advanced Science、Journal of Allergy & Clinical Immunology、

Biomaterials、Cancer Research等发表论文 70余篇，总影响因子约 570 分。6篇论文被 Faculty of 1000

推荐。其成果被 Nature、Science、Cell 等杂志共引用超过 2900 次。受邀担任欧洲呼吸学会专家学院

委员(Member, ERS College of Experts)、世界癌症研究协会(Worldwide Cancer Research)、英国肺

脏基金会(British Lung Foundation)和丹麦独立研究委员会(Danish Council for Independent

Research)项目评审专家。

合作导师：余倩教授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2012 年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2014

年获选国家高层次海外人才青年项目回国加入浙江大学电镜中心工作。一直以来致力于运用和发展多

尺度、三维微结构表征，以及原位电子显微镜下的材料结构和性能表征，研究结构金属材料中的缺陷

结构、缺陷运动和材料力学性能的关联性。

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文章 40 篇，其中包括《Nature》两篇、《Science》一

篇、《Nature Communications》五篇、《Acta》等，多篇获 ESI 高被引论文。 2019 年获得浙江省优

秀研究生课程奖、中国十大新锐科技人物，2017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第四完成人）、教育部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四完成人），2016 年获得香港求是基金会求是杰

出青年学者奖。现主持国家基金委面上项目两项，骨干参与科技部青年 973 计划一项，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纳米科技重点专项一项等。在重大国际会议（MRS，TMS 等）做学术邀请报告 30 余次，担任 Materials

Characterization 期刊副主编，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员，并多次担任了美国材料研究学会年会

MRS、TMS 分会以及 Nature Conference on Electron Microscope for Materials 组办工作。

应颂敏：yings@zju.edu.cn;

余倩：yu_qian@zju.edu.cn



48 杜永忠

主导师：杜永忠，工学博士，浙江大学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药物制剂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从事

药物新剂、新制剂和纳米靶向给药系统的设计与构建，及其在癌症、脏器损伤、脊髓损伤与神经再生、

关节炎与骨再生、皮肤性疾病与损伤的治疗中的应用研究。作为项目负责人已承担完成国家重点基础

研究发展（973）计划子课题、国家 863 科技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项）、浙江省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2项）和企业合作项目二十余项。研究成果已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Science

Advances, ACS Nano, Nano Letters, Angew. Chem. Int. Edit., Biomaterials, Theranostics, J

Control Rel, ACS Appl. Mat.等 SCI 收录杂志发表研究性学术论文近 200 篇；获得美国发明专利授权

1 项，日本专利授权 8项，中国发明专利授权 30 余项；研究成果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项、

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一项和教育部高等学校自然科学二等奖一项。

合作导师：田 兵，教授、博导。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

杜永忠：

duyongzhong@zju.edu.cn;

田兵 tianbing@zju.edu.cn

49 邹宏斌

主导师：邹宏斌，博士，药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药物发现与设计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基于

化学与生物催化的活性功能性分子的设计与发现。作为负责人已承担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浙

江省杰出青年基金等十多项省部级课题，在 J.Am. Chem. Soc., ACS Catalysis, ACS Chemical Biology,

Chem. Commun., Org. Lett.等领域内知名起开发表 SCI 论文 40 余篇，授权专利 20 余项。

合作导师 1：杨巍，教授，博导，浙江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副院长。

合作导师 2：钱 骏，博士，光电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现代光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助理。

邹宏斌：zouhb@zju.edu.cn

杨巍：yangwei@zju.edu.cn

钱骏：qianjun@zju.edu.cn

50 凌代舜

主导师：凌代舜，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纳米药物研发中心主任，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纳米专项”青年科学家项目首席科学家。长期致力于纳米生物医药的研究，

提出纳米药物动态组装变构的学术思想和设计理念，合成出一系列高性能纳米生物医药材料，已在

Nature Mater., Nature Biomed. Eng., Nature Nanotechnol., J. Am. Chem. Soc., Adv. Mater.等

著名国际刊物发表 SCI 论文 90 余篇，其中影响因子大于 10 的 50 余篇。担任 SCI 期刊 Nano Select 副

主编，Science Bulletin、The Innovation 编委，Acta Pharm. Sin. B 和 Chinese Chem. Lett.青年

编委，The Innovation 和 Nano Select 编委，获得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浙江省药学会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等奖项。

合作导师：周民，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恶性肿瘤预警与干预教育部

凌代舜

lingds@zju.edu.cn

周民

zhoum@zju.edu.cn

孔学谦

kxq@zju.edu.cn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核心成员。

合作导师：孔学谦，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

51 黄品同

主导师：黄品同： 1.拥有多项课题：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071164、联合生物和物理超

声空化的方法双重抗肿瘤血管生成的研究、2011/01-2013/12、33 万元、已结题、主持。2.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271584、靶向 VEGFR2 脂质微泡联合聚焦超声定向辐照治疗乏血供型原位胰腺移

植瘤的研究、2013/01-2016/12、65 万元、已结题、主持。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

81420108018、超声靶向 GLP-1 基因释放对高血糖肥胖 2 型糖尿病食蟹猴胰岛β细胞再生和血糖控制的

研究、2015/01-2019/12、300 万元、在研、主持。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81527803、低频低强度聚焦超声介导液汽相变微泡空化肿瘤治疗仪、2016/01-2020/12、569.3717 万元、

在研、主持。5. 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2013C03044-1、低频聚焦超声介导微泡空化效应治疗肿瘤的关

键技术、2013/01-2016/12/、50 万元、已结题、主持。2.拥有一项专利：一种具有超声聚焦定位功能

的聚焦超声空化治疗仪、CN201110161278.3、2011/11。3.数篇 SCI 文章及中文核心期刊文章。

合作导师：吴庆标：浙江大学科学与工程计算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近十

年来，主持和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 项，主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项。持和完成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项，一般项目 1 项。主持完成浙江省科技计划重点项目 1 项，主持完

成浙江省公益性项目 1项。主持完成重大和一般产学研合作项目 20 项。主要研究方向：非线性数值代

数，非线性数值最优化，大数据分析，计算机图形与图像处理，数值计算方法，Monte Carlo 方法，计

算机模拟，遗传算法。2005 年以来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 80 多篇 SCI 检索论文。

黄品同：

huangpintong@126.com

吴庆标： qbwu@zju.edu.cn

52 张敏鸣

主导师：张敏鸣,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放射科主任，浙江大学医学影

像学科带头人。曾留学日本 5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 2 年。张敏鸣教授从事

医学影像学的科研，教学和临床工作近 30 余年，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 50 余名。在国际和国内重要

会议以及杂志发表论文近百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00 余篇，并担任国内外多个核心专业期刊编委。

先后主持国家“863 项目”、“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家自然

基金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并且多项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技奖励。

合作导师：夏顺仁，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机器学习、图像处理、模式识别、计算机在医学中的应

张敏鸣：

zhangminming@163.com

夏顺仁：srxia@zju.edu.cn

吴丹：danwu.bme@zju.edu.cn



用。担任浙江省心脑血管检测技术与药效评价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浙江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常务理事，浙江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信息专委会主任委员，IEEE 高级会员，中国生物

医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高级会员等。

合作导师：吴丹,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磁共振成像(MRI)、医学影像处理，人工智能与医学影像大

数据，MRI 在脑科学及临床中的应用。

53 方向明

主导师：方向明，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麻醉学 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

为急重症病人的围术期管理、脓毒症发病机制和防治、围术期器官功能保护。作为课题负责人先后获

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点国际合作项目、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面上和青年项目，教

育部博士点基金，科技部“十二五”项目和“973”项目等资助；共发表 SCI 论文 70 余篇，系列文章

刊登在 AJRCCM、Critical Care Medicine、Chest、Anesthesiology 和 Critical Care 等著名期刊，

研究成果被 F1000 推荐，他引逾千次。

主导师：徐志南，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代谢工程与合成生物学、生物制药工程、生物化学工程

方向明：

xiangming_fang@163.com

徐志南：znxu@zj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