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专业代码及名称、研究方向 导师 备注

001基础医学院
100501中医基础理论
01中医药防治代谢性疾病的基础及临床研究（全日制） ★程京 引进人才

02中医药防治老年病应用基础研究（全日制） ★胡镜清

100502中医临床基础
01温病理论与感染性疾病证治规律研究（全日制） 冯全生

100503中医医史文献
01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全日制） 柳长华 引进人才

100504方剂学
01方剂配伍理论与临证运用研究（全日制） 贾波

02老年病证治与方剂配伍运用研究（全日制） 沈涛

03脾胃病证治方药研究（全日制） 彭成

100505中医诊断学
01脏腑病机与脏腑辨证规律研究（全日制） 李炜弘

100601中西医结合基础
01中医防治代谢性疾病基础与应用研究（全日制） 丁维俊



02中医药防治风湿免疫性疾病的临床应用研究（全日制） 马萍

03中医药抗肿瘤与氧化应激研究（全日制） 黄灿华 引进人才
王栋 引进人才

04中医药调控胃肠干细胞机制研究（全日制） ★李保界 引进人才

05中医药与分子生物信息学（全日制） 陈伟 引进人才

06中医药代谢组学与作用机制研究（全日制） 胡凯锋 引进人才

07中医药防治肾病的病理学机制研究（全日制） ★陈香美 引进人才

002临床医学院
100506中医内科学
01中医药防治内分泌代谢疾病的基础研究（全日制） 谢春光

岳仁宋

02中医药防治呼吸病与老年病的基础研究（全日制） 王飞

03中医药防治风湿免疫疾病的基础研究（全日制） 高永翔

04中医药防治肿瘤病证的基础研究（全日制） 由凤鸣



100507中医外科学
01中医药治疗皮肤病的基础研究（全日制） 郭静

02泌尿及生殖系统疾病的基础研究（全日制） 常德贵

03中医药对肛肠疾病的基础研究（全日制） ★杨向东

100508中医骨伤科学
01筋骨疾病中医药防治的基础研究（全日制） 樊效鸿

100509中医妇科学
01中医药防治妇科痛症、炎症性疾病的基础研究（全日制） 魏绍斌

02中医药防治不孕症的基础研究（全日制） 曾倩

100511中医五官科学
01中医药防治耳鼻咽喉疾病的基础研究（全日制） 田理

张勤修

100602中西医结合临床
01中西医结合防治危急重症的基础研究（全日制） 高培阳

02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基础研究（全日制） 陈秋
★陈香美 引进人才

03感染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基础研究（全日制） 扈晓宇



04消化系统疾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基础研究（全日制） 冯培民

05神经系统疾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全日制） 杨东东

06肿瘤的中西医结合防治基础研究（全日制） ★刘贻尧 引进人才

07临床评价方法与应用研究（全日制） 唐健元 引进人才
李明权

08中西医结合护理学（全日制） 高静

105701中医内科学
01中医药防治内分泌代谢疾病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谢春光

岳仁宋
★刘铜华
★呼永河

02中医药防治呼吸病与老年病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王飞
伍文彬

03中医药防治风湿免疫疾病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高永翔

04中医药防治肿瘤病证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唐健元 引进人才
由凤鸣

05中医药防治肝胆疾病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冯全生



06中医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杨思进

105702中医外科学
01中医药治疗皮肤病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陈明岭

郭静
郝平生
程宏斌

02泌尿及生殖系统疾病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常德贵

03中医药对肛肠疾病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杨向东

105703中医骨伤科学
01筋骨疾病中医药防治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樊效鸿

105704中医妇科学
01中医药防治妇科痛症、炎症性疾病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魏绍斌

02中医药防治女性肿瘤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谢萍

03中医药防治不孕症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曾倩
朱鸿秋

105705中医儿科学
01中医药防治儿童脾胃病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赵琼



105706中医五官科学
01中医药防治耳鼻咽喉疾病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田理

彭顺林
谢慧
张勤修

105709中西医结合临床
01中西医结合防治急危重症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高培阳

卢云

02内分泌代谢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临床研究（全日制） 陈秋

03感染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临床研究（全日制） 扈晓宇
李晖

04消化系统疾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临床研究（全日制） 冯培民

05神经系统疾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临床研究（全日制） 杨东东
★余茜

06肿瘤的中西医结合防治临床研究（全日制） 熊绍权

07中西医结合防治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何成诗

08慢性肾脏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临床研究（全日制） 李明权

09中西医结合防治口腔及上消化道黏膜疾病的临床研究（全日制）左渝陵



10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及慢性肾病的影像学研究（全日制） 邬颖华

003针灸推拿学院
100512针灸推拿学
01经穴效应特异性基础与临床研究（全日制） 梁繁荣

曾芳
赵凌
杨洁

02针灸调整神经-内分泌-免疫机制研究（全日制） 余曙光
金荣疆
唐勇
吴巧凤

03循证医学与针灸临床疗效评价研究（全日制） 李瑛
吴节

105707针灸推拿学
01针灸治疗适宜疾病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梁繁荣

曾芳
李瑛
赵凌
武平
张虹
金荣疆
朱天民
杨洁
任玉兰
吴节
★冀来喜
★王超
★周建伟

004药学院
1008Z1临床中药学 邹文俊



01中药不良反应与合理用药研究（全日制） 李芸霞
★肖小河

1008Z2中药药理学
01疾病动物模型与中药药理毒理研究（全日制） 彭成

徐世军
★赵军宁

02中药药效与毒理学研究（全日制） 孟宪丽

03中药治法与药效研究及应用（全日制） 曾南

04基于有效性与安全性的中药国际质量标准研究（全日制） 王一涛 引进人才

1008Z3中药资源学
01道地药材品质形成机制和调控研究（全日制） 严铸云

裴瑾
国锦琳
裴瑾
黄胜雄 引进人才
何洋
刘燕 引进人才
★黄璐琦
★郭兰萍

02中药品质、质量与资源研究（全日制） 李敏
吕光华
蒋桂华
古锐

03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全日制） 马云桐
陈士林 引进人才
黄永 引进人才
宋驰 引进人才



1008Z4中药化学
01中药化学成分与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全日制） 黎胜红

张艺
刘友平
郭力
黄维
熊亮
★程永现 引进人才
★鄢丹

02中药质量分析技术及质量标准规范化研究（全日制） 张梅
韩波
胡凯锋 引进人才

03中药活性成分的代谢及生物转化研究（全日制） 邓赟
牛雪梅 引进人才

1008Z5中药药剂学
01中药新制剂与新剂型研究（全日制） 傅超美

李小芳
韩丽
石三军 引进人才
侯曙光 引进人才
★谢恬 引进人才
★袁海龙

02中药饮片炮制新方法、新技术及原理研究（全日制） 吴纯洁

005民族医药学院
1008Z7民族药学
01民族药效应物质及机制研究（全日制） 张艺

★周先礼
★图雅

02民族药药效和毒理研究（全日制） 孟宪丽



03民族药质量评价研究（全日制） 吕光华

006眼科学院
1005Z2中医眼科学
01中医药防治眼病及视功能保护的研究（全日制） 段俊国

路雪婧
叶河江
郑燕林

100602中西医结合临床
01中西医结合防治眼科疾病的基础研究（全日制） ★王宁利 引进人才

★朱思泉 引进人才

02近视防控和角膜屈光手术的研究（全日制） ★周跃华 引进人才

105706中医五官科学
01中医治疗眼底病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段俊国

叶河江
郑燕林

02中医药防治眼科疾病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路雪婧
李翔
莫亚

105709中西医结合临床
01中西医结合防治高血压性眼底病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杨思进

02近视防控和角膜屈光手术的临床研究（全日制） ★周跃华 引进人才

012养生康复学院
1005Z4中医康复学
01心脑血管疾病康复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全日制） 金荣疆



02神经康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全日制） ★张安仁

1005Z5中医养生学
01中医养生理论及其应用（全日制） 夏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