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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5 年毕业博士生名单

序号 博士生姓名 毕业年度 就业领域 单位名称 导师姓名

1. 张中兴 2011 科研机构（国外） 瑞士巴姆维德医院睡眼研究中心 骆清铭

2. 段凌凤 2011 科研机构（国内） 华中农业大学 刘谦

3. 黄成龙 2014 科研机构（国内） 华中农业大学 刘谦

4. 杜睿 2011 科研机构（国内）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曾绍群

5. 陈建玲 2013 科研机构（国内） 福建师范大学 曾绍群

6. 赖小敏 2014 科研机构（国内）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曾绍群

7. 周镇乔 2015 科研机构（国内） 中科院苏州医工所 曾绍群

8. 郭青春 2014 科研机构（国内）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付玲

9. 胡文艳 2013 科研机构（国内） 中山大学 付玲

10. 李智 2014 科研机构（国内） 中南民族大学 付玲

11. 梁小宝 2013 科研机构（国内）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付玲

12. 张红明 2013 科研机构（国内） 中国科学院遥感研究所 付玲

13. 胡哲 2015 科研机构（国内） 华中农业大学 黄振立

14. 全廷伟 2011 科研机构（国内） 华中科技大学 黄振立

15. 李安安 2011 科研机构（国内） 华中科技大学 骆清铭

16. 孙金燕 2013 科研机构（国内） 广东医学院 骆清铭

17. 王安乐 2014 科研机构（国内） 空军预警雷达学院 骆清铭

18. 王青蒂 2012 科研机构（国内） 湖南师范大学 骆清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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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金红林 2012 科研机构（国内）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附属医院肿瘤研究中心 张智红

20. 陈俊 2014 科研机构（国内） 武汉工程大学 赵元弟

21. 董绪燕 2011 科研机构（国内） 中国农科院油料所 赵元弟

22. 李永强 2011 科研机构（国内） 苏州大学 赵元弟

23. 任琼琼 2015 科研机构（国内） 新乡医学院 赵元弟

24. 舒婷 2012 科研机构（国内） 湖北科技学院 赵元弟

25. 宋吉涛 2015 科研机构（国内） 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赵元弟

26. 文为 2013 科研机构（国内） 湖北大学 赵元弟

27. 余勇 2013 科研机构（国内） 武汉理工大学 赵元弟

28. 张海丽 2011 科研机构（国内） 华中科技大学 赵元弟

29. 樊锋凯 2013 科研机构（国内） 湖北省第二师范学院 张玉慧

30. 马意龙 2012 科研机构（国内） 合肥工业大学 张玉慧

31. 潘登 2015 科研机构（国内） 温州医学院 张玉慧

32. 胡亮 2015 科研机构（国内） 中科院武汉物数所 刘笔锋

33. 胡锐 2012 科研机构（国内） 中科院武汉物数所 刘笔锋

34. 徐玲玲 2013 科研机构（国内）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黄振立

35. 蒋超 2013 科研机构（国内） 717 研究所 李鹏程

36. 陈璞 2011 科研机构（国内） 武汉大学 刘笔锋

37. 兰昱 2015 科研机构（国内） 湖北省人民医院 刘笔锋

38. 欧高志 2013 科研机构（国内） 中国地质大学 刘笔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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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唐立春 2012 科研机构（国内） 军事医学科学院 刘笔锋

40. 王晶晶 2011 科研机构（国内） 中科院深圳先进研究院 刘笔锋

41. 王喜先 2015 科研机构（国内） 中科院青岛能源所 刘笔锋

42. 朱宏宇 2013 政府机关 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 黄振立

43. 尹翠 2013 政府机关 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李鹏程

44. 汪耀 2015 政府机关 武汉市疾病控制中心 刘笔锋

45. 李晶 2014 政府机关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级研修学院 刘谦

46. 王帮德 2012 政府机关 湖北质量监督局 骆清铭

47. 龚铖 2013 政府机关 武汉市武昌滨江文化商务区管委会 张玉慧

48. 马严 2013 政府机关 武汉血液中心 张玉慧

49. 王静 2013 政府机关 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江苏中心 朱䒟

50. 姜润华 2012 企业 深圳华迈兴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曾绍群

51. 赵媛 2012 企业 尼康上海中国有限公司 曾绍群

52. 华道柱 2012 企业 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付玲

53. 田念 2014 企业 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付玲

54. 肖青 2011 企业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付玲

55. 杨莉 2015 企业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付玲

56. 杨哲 2014 企业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付玲

57. 何勇 2014 企业 阿里巴巴集团 龚辉

58. 田庆平 2015 企业 苏州医工所 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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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龙帆 2014 企业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黄振立

60. 冯能云 2012 企业 深圳开立 李鹏程

61. 何珩 2012 企业 人福医药 李鹏程

62. 孙小丽 2011 企业 深圳蓝韵 李鹏程

63. 唐学俊 2011 企业 深圳迈瑞 李鹏程

64. 王佳 2013 企业 青岛海信 李鹏程

65. 王雅儒 2013 企业 深圳开立 李鹏程

66. 张红艳 2012 企业 武汉沃亿 李鹏程

67. 陈寅 2012 企业 江苏恩华药业 刘笔锋

68. 王松林 2014 企业 湖北人福药业 刘笔锋

69. 方伟 2016 企业 武汉联影医疗 刘谦

70. 何龙军 2015 企业 武汉善观科技有限公司 刘谦

71. 明星 2014 企业 武汉善观科技有限公司 刘谦

72. 孙文娟 2013 企业 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 刘谦

73. 吴博 2011 企业 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刘谦

74. 玉冬 2015 企业 武汉华科同创科技有限公司 刘谦

75. 邓子林 2012 企业 上海联影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骆清铭

76. 傅建伟 2012 企业 上海联影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骆清铭

77. 刘炎炎 2014 企业 上海联影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骆清铭

78. 罗召洋 2015 企业 常州博恩中鼎 骆清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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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孟远征 2013 企业 飞利浦医疗（苏州）有限公司 骆清铭

80. 全国涛 2011 企业 上海联影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骆清铭

81. 孙白雪 2014 企业 深圳迈瑞 骆清铭

82. 王侃 2015 企业 飞利浦医疗（苏州）有限公司 骆清铭

83. 杨中琴 2013 企业 上海主流贸易有限公司 骆清铭

84. 张垒 2015 企业 武汉长飞光纤 骆清铭

85. 黄川 2015 企业 深圳市瑞沃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张智红

86. 周子明 2014 企业 深圳迈瑞 赵元弟

87. 刘彩华 2014 企业 湖北海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朱䒟

88. 闻翔 2012 企业 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朱䒟

89. 孙建 2011 博士后（国外）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刘笔锋

90. 艾敏 2014 博士后（国外） 密苏里大学 曾绍群

91. 齐晓丽 2014 博士后（国外） 美国华盛顿大学 曾绍群

92. 杨涛 2015 博士后（国外）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 曾绍群

93. 刘俊 2011 博士后（国外） 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 黄振立

94. 马洪强 2014 博士后（国外） 美国匹兹堡大学 黄振立

95. 黎冰 2014 博士后（国外）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李鹏程

96. 刘睿 2014 博士后（国外）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李鹏程

97. 李颖 2013 博士后（国外） 美国休斯敦总医院 刘笔锋

98. 赵幸福 2013 博士后（国外） 美国堪萨斯大学 刘笔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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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蒋霓 2014 博士后（国外） 唐顿植物研究所 刘谦

100. 谢添武 2011 博士后（国外） 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 刘谦

101. 孙楠楠 2015 博士后（国外） 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骆清铭

102. 王慧 2013 博士后（国外） 雷诺内华达大学 骆清铭

103. 吴景鹏 2014 博士后（国外） 普林斯顿大学 骆清铭

104. 许冬力 2015 博士后（国外）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骆清铭

105. 张斌 2011 博士后（国外） 美国斯坦福大学 骆清铭

106. 骆海明 2013 博士后（国外） 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 张智红

107. 苏挺 2012 博士后（国外） 美国芝加哥大学 张智红

108. 王亮 2013 博士后（国外） 美国福瑞德哈金森肿瘤研究中心 张智红

109. 张明真 2014 博士后（国外） 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 赵元弟

110. 张洋 2014 博士后（国外） 美国杜克大学 朱䒟

111. 郑廷 2013 博士后（国内） 华中科技大学 曾绍群

112. 李慧 2014 博士后（国内）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付玲

113. 徐飞 2013 博士后（国内） 华中科技大学 刘笔锋

114. 冯慧 2015 博士后（国内） 华中农业大学 刘谦

115. 严程 2013 博士后（国内） 华中科技大学 骆清铭

116. 李向勇 2012 博士后（国内） 山东大学 张智红

117. 林巧雅 2014 博士后（国内） 华中科技大学 张智红

118. 骆美洁 2014 博士后（国内）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张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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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沙爽 2014 博士后（国内） 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 张智红

120. 俞婷婷 2015 博士后（国内） 华中科技大学 朱䒟

121. 刘顺 2014 其他 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医院 张智红

122. 郑英 2012 其他 无 张智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