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20 年毕业博士生名单

序号 博士生姓名 毕业年度 单位名称 导师姓名

1 杨莉 2016 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付玲

2 王伊娜 2016 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博士后 黄振立

3 罗召洋 2016 常州博思中鼎 骆清铭

4 郭利丽 2016 同济医院 许彤辉

5 舒玉 2016 专利局 许彤辉

6 熊欢 2016 四川大学博士后 许彤辉

7 李靖 2016 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曾绍群

8 仇丰武 2016 武汉血液中心 张玉慧

9 杨飞 2016 武汉中南医院 张智红

10 郭聪迪 2017 华为武汉研究所 龚辉

11 赵泽宇 2017 福州鑫图光电有限公司 黄振立

12 吕威 2017 武汉光电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科技孵化部 刘谦

13 严冬梅 2017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学影像科 骆清铭

14 连丽超 2017 豪威集团（上海） 骆清铭

15 谢文浩 2017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骆清铭

16 王绍芳 201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许彤辉



17 刚亚栋 2017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曾绍群

18 周宏福 2017 湖北科技学院 曾绍群

19 郭文炎 2017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博士后 曾绍群

20 王小俊 2017 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博士后 曾绍群

21 钱源 2017 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后 张智红

22 时瑞 2017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江苏中心 朱丹

23 江旭 2018 武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邓勇

24 崔权 2018 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付玲

25 王瀛 2018 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付玲

26 王家福 2018 杭州聚光科技有限公司 付玲

27 江涛 2018 苏州脑空间信息研究院 龚辉

28 高晨阳 2018 天津医工所 龚辉

29 彭杰 2018 豪威科技有限公司 龚辉

30 赵灵希 2018 美国科洛玛技术公司 黄振立

31 李玥 2018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雷皓

32 崔玉婷 2018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李浩洪

33 化瑞芳 2018 新乡医学院 李浩洪

34 李阳阳 2018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七研究所 李鹏程

35 汪洋 2018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李鹏程

36 黄钦 2018 武汉联影医疗有限公司 李鹏程



37 熊雄 2018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刘谦

38 李宇昕 2018 西安理工大学 骆清铭

39 熊本义 2018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杭州） 骆清铭

40 周航 2018 中国电子第十研究所 曾绍群

41 汪萌 2018 陆军军医大学 曾绍群

42 胡庆磊 2018 华中科技大学 曾绍群

43 李龙辉 2018 武汉沃亿生物有限公司 曾绍群

44 胡建功 2018 南昌大学 詹明生

45 韩于冰 2018 浙江大学 张玉慧

46 赵延洁 2018 同济医院 朱丹

47 林慧敏 2018 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 张玉慧

48 姚应涛 2018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博士后 朱丹

49 王萌 2019 武汉联影医疗器械公司 刘谦

50 徐浪 2019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刘谦

51 张静 2019 华中科技大学基础医学院 王平

52 陈潇 2019 武汉联影医疗器械公司 袁菁

53 许国强 2019 深圳市瑞沃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张智红

54 刘征 2019 华中科技大学（博后） 张智红

55 冯伟 2019 湛江市中心人民医院 朱丹

56 张超 2019 湛江市中心人民医院 朱丹



57 郭一鸣 2019 武汉联影科技有限公司 曾绍群

58 宋贤林 2019 武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杨孝全

59 李路长 2019 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黄振立

60 王钰洁 2019 华中科技大学（博后） 黄振立

61 任淼 2019 华中科技大学 龚辉

62 余祥 2019 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大学 张智红

63 闻栋 2019 上海联影科技有限公司 陆锦玲

64 陈铭 2019 武汉联影科技有限公司 李鹏程

65 杨雄 2019 武汉市委组织部 曾绍群

66 卢利森 2019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肿瘤分院 张智红

67 黄顺 2019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付玲

68 李梅花 2020 武汉联影生命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张玉慧

69 孙庆涛 2020 冷泉港实验室 龚辉

70 詹慕欧洋 2020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李向宁

71 陈肖 2020 深圳市迈瑞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李鹏程

72 程胜华 2020 华中科技大学（博后） 曾绍群

73 覃涵 2020 重庆大学 付玲

74 张小宇 2020 武汉华为研究所 袁菁

75 朱京谭 2020 华中科技大学（博后） 朱丹

76 王鑫鑫 2020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浩洪



77 吴昊 2020 湖北医药学院 骆清铭

78 陈志龙 2020 陆军军医大学 袁菁

79 刘磊 2020 中山大学眼科中心 张智红

80 罗盘 2020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李宁

81 辛博 2020 武汉食品化妆品检验所 吕晓华

82 龙犇 2020 海南大学 龚辉

83 闫帅 2020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博士后 王平

84 蒋思齐 2020 武汉联影医疗器械公司 李安安

85 王俊俊 2020 赣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张玉慧

86 钟秋园 2020 待业 龚辉

87 张晨 2020 北京昂坤视觉有限公司 袁菁

88 孙佩 2020 赣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张玉慧

89 戴艳锋 2020 海南大学 张智红

90 徐晓峰 2020 南阳师范学院 李安安

91 谭朝镇 2020 武汉华为研究所 李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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