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系 专业代码、名称 导师姓名 研究方向

战丽彬 脾藏象学说的临床研究

范欣生 肺系方剂配伍与应用研究

唐德才 脾胃病及肿瘤用药规律研究

吴承玉 藏象辨证系统规范研究

刘涛 温病学理论与运用研究

邹燕勤 中医药治疗原发性肾小球肾炎、肾系肿瘤、慢性肾功能不全

吴勉华 中医药治疗肿瘤的研究

汪悦 风湿免疫与内分泌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周学平 中药复方干预风湿免疫病的分子生物学基础

方祝元 高血压及相关代谢障碍中西医基础及干预

盛梅笑 中药抗腹膜纤维化机制研究

沈洪 脾胃病的中医药诊疗及机制研究

蒋卫民 高血压及相关代谢障碍中西医基础及干预

史锁芳 中医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陈涤平 脾胃病研究方向

于顾然 中药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机制研究

舒鹏 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程海波 中医药防治肿瘤研究

尚文斌 中医药防治内分泌代谢性疾病

常诚 认知障碍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与实验研究

周恩超 中医肾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韩旭 中医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叶放 中医内科病机辨证理论与临床及名医经验传承

谢恬 中西医结合防治癌症新药物新技术转化研究

王钢 中医中药治疗慢性肾脏病（CKD）的临床研究

刘悲云 精气神管窥与俞穴密要

汤小虎 中医风湿病的防治

2019年在职攻读中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目录

001基础医学院 105701中医内科学

002第一临床医学院
（江苏省中医院）

105701中医内科学



温伟波 内分泌代谢病

彭江云 中医风湿病的研究

王瑞平 中医药抗癌作用及机制研究

吴明华 脑血管病的临床及中药作用机制研究

曾莉 中医药防治术后腹腔粘连

姚昶 乳腺疾病及创伤修复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陈玉根 肛肠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及基础研究

钱海华 肛肠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及基础研究

杨柏霖 肛肠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及基础研究

马朝群 中医外治法的研究

陈红锦 肛肠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及基础研究

叶建州 皮肤病

秦国政 中医药防治男科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黄桂成 中医药防治颈肩腰腿痛的研究

马勇 中西医结合治疗骨关节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王培民 膝骨关节炎基础与临床研究

周惠芳 不孕症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任青玲 中西医结合治疗多囊卵巢综合症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姜丽娟 滑胎、不孕症

汪受传 小儿肺系疾病

赵霞 小儿肺脾系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袁斌 小儿肺系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熊磊 小儿肺系疾病、儿童保健学研究

高卫萍 中西医结合治疗眼病

魏伟 疑难眼病黄斑部疾病

刘沈林 消化道肿瘤中西医结合临床及基础研究

孙伟 中西医结合肾脏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陈晓虎 心血管疾病中西医结合基础及临床研究

孙雪梅 血液病中西医诊治的基础与临床

余江毅 内分泌代谢基础与临床

105709中西医结合临床

002第一临床医学院
（江苏省中医院）

105701中医内科学

105702中医外科学

105703中医骨伤科学

105704中医妇科学

105705中医儿科学

105706中医五官科学



王中秋 胰腺癌及相关疾患靶向分子成像

周贤梅 中西医结合诊治肺间质纤维化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徐新荣 中西医结合眼底病防治研究

沈历宗  胃癌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陈赟 男性性功能障碍及不育症临床研究

朱清毅 中西医结合泌尿系肿瘤微创研究

田伟千 围术期器官保护和针刺器官保护作用机制研究

张春兵 多学科联合治疗脑卒中的机理研究

袁琳 泌尿系统肿瘤的机制研究

唐金海 乳腺癌遗传学及表观遗传学改变致化疗耐药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蔡辉 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脑血管病研究

陆澄 乳腺癌临床与基础研究

于正洪 乳腺癌与代谢的关系

聂时南 心肺脑复苏、中毒救治、急危重病

贾振华 （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应用络病理论指导上述心血管疾病

易媛媛 中西医结合治疗妇产科疾病的研究

侯明星 消化道肿瘤中西医结合临床及基础研究

王建忠 非创伤性骨坏死的基因多态性及中医药防治研究

董瑞 中西医结合防治肺系病

彭拥军 针灸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刘兰英 穴位贴敷治疗哮喘及雷火灸治疗骨关节病

鲍超 针灸康复综合疗法治疗儿童神经系统疾病

邰先桃 推药结合治疗儿科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赵荣 针灸治疗老年病、妇科病

孙建华 脾胃病针灸效应机制及中风病中西医康复研究

徐斌 针灸效应规律及机制研究

顾一煌 中医防治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效应研究

倪光夏 针灸治疗脑血管病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沈梅红 针灸防治卵巢功能减退研究

刘智斌 针灸推拿基础研究及脊柱、老年性疾病研究

105709中西医结合临床

105707针灸推拿学

003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707针灸推拿学

002第一临床医学院
（江苏省中医院）



夏有兵 针灸学术流派研究

陈仁寿 名医学术思想与用药经验研究

吴承艳 方剂配伍及临床应用研究、名医流派学术思想的挖掘与传承研究

105709中西医结合临床 孙志广 消化系统疾病临床研究

105701中医内科学 许尤琪 中医药治疗肿瘤的研究

顾宁 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疾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赵杨 中医及中西医结合脑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105702中医外科学 樊志敏 中医及中西医结合肛肠外科疾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105705中医儿科学 隆红艳 中医药诊治儿童脾系、心肝系疾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霍介格 中医药对化疗减毒增效的临床与机制研究

刘红权 中医药对神经系统疾病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105703中医骨伤科学 谢林 中医药防治脊柱及骨关节退行性疾病研究

朱方石 中西医结合对胃癌前病的防治与逆转研究

刘超 中西医结合治疗内分泌及代谢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石开虎 房颤的机制研究与外科临床

万贵平 妇科肿瘤的中西医结合基础和临床研究

胡镜清 心脑血管疾病中医证治规律研究

王佩娟 中西结合妇产科生殖内分泌相关疾病研究

沈建平 心血管病的中西医结合基础与临床研究

刘万里 脾胃病疾病的诊疗康复研究

钮晓红 普通外科疾病的研究

017苏州附院
（苏州市中医医院）

105704中医妇科学 许小凤 生殖内分泌疾病

105701中医内科学 陆曙 心血管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

105703中医骨伤科学 王建伟 中医药治疗脊柱骨髓病的研究

105709中西医结合临床 李乐军 中西医结合防治脑血管病及其并发症

021无锡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105709中西医结合临床 吕国忠 烧创伤创面修复皮肤组织工程

105701中医内科学 万毅刚 中医药诊治慢性肾脏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邹晓平 消化道肿瘤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徐运 脑血管病和痴呆的中西医结合基础和临床研究

孙凌云 免疫病发病机制研究；免疫病干细胞研究

016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105709中西医结合临床

019无锡附院
（无锡市中医医院）

022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院
（南京市鼓楼医院) 105709中西医结合临床

013第二附属医院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014附属南京中医院
（南京市中医院）

105701中医内科学

015第三临床医学院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105701中医内科学

105709中西医结合临床

003第二临床医学院 105707针灸推拿学

012中医药文献研究所 105701中医内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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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兵 自身免疫病发病机制及诊疗新技术

吴超 中西医结合治疗感染性疾病

刘宝瑞 肿瘤靶向免疫、中西医结合、个体化药物治疗

钱晓萍 中药抗肿瘤及抗血管生成研究

江春平 消化系统恶性肿瘤

陈一心 创伤骨科、骨折微创、骨感染及骨缺损治疗

戴玉田 男科学和前列腺疾病

郭宏骞 泌尿系肿瘤基础和临床研究

王东进 心血管病的基础研究与外科治疗

谭谦 整形外科，烧伤外科

马正良 急慢性疼痛机制及防治，围术期重要脏器功能保护

佘万东 耳科学方向

曹孟淑 间质性肺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陈兵 血液系统疾病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施晓雷 肝胆疾病的基础研究与外科治疗

甘卫东 泌尿系肿瘤基础和临床研究

024附属八一医院 105709中西医结合临床 秦叔逵 肝胆胰肿瘤的药物治疗与研究

张蓓 妇科肿瘤；妇科内分泌

韩从辉 中西医结合泌尿外科和男科疾病，创新中药筛选

黄俊星 消化道肿瘤的诊断与治疗研究

朱莉 心血管病临床研究

于鸿 食管癌的发病机制和信号通路研究

林梅 纳米医学及肿瘤个性化诊疗研究

韩国荣 生殖健康高危妊娠的管理及诊治

谭善忠 慢性肝病中西医结合临床和基础研究

余敏敏 妇科肿瘤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026泰州市人民医院 105709中西医结合临床

028附属南京医院
（南京市第二医院）

105709中西医结合临床

022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院
（南京市鼓楼医院) 105709中西医结合临床

025徐州市中心医院 105709中西医结合临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