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医学部2020年推荐免试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考生编号 姓名 本科学校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
层次

拟录取
培养类型

拟录取专业 拟录取研究方向
复试

总成绩
备注

101020198910031 单文心 吉林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病理生理学
心血管代谢与蛋白质组学（血管医学跨学
科群体专项）

80.73

101020198910044 王晓瑞 西南大学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病理生理学 血管内皮功能的调控 79.78

101020198910014 赵东方 吉林大学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病理学 妇科肿瘤 79.53

101020198910004 张学超 北京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病原生物学 乙型肝炎病毒病原学研究 88.16

101020198910038 王颖 吉林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病原生物学 蛋白质组学、宿主-细菌互作 87.57

101020198910005 邹文佳 中国农业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病原生物学 病毒与宿主相互关系及抗病毒靶标研究 87.9

101020198910065 赵小豫 吉林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放射医学 分子探针、分子显像、肿瘤靶向治疗 88.95

101020198910029 杨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放射医学 DNA损伤修复与肿瘤发生和治疗 88.26

101020198910066 柯鲁伦 厦门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放射医学
肿瘤放化疗抗性（肿瘤免疫研究跨学科群
体专项）

88.72

101020198910025 李忱震 吉林大学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放射医学 肿瘤分子影像 87.07

101020198910009 周昊毅 天津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放射医学 分子影像指导的肿瘤精准治疗 85.63

101020198910011 巨钰荣 陕西师范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免疫学 淋巴细胞发育、肿瘤免疫 84.1

101020198910027 范舒宁 云南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免疫学
肿瘤免疫及免疫细胞治疗（肿瘤免疫研究
跨学科群体专项）

86.65

101020198910047 赵晔 北京大学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免疫学 肿瘤免疫；免疫代谢 86.5

101020198910003 郭鹏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免疫学 免疫调节 86.93

101020198910057 汪雨嘉 东北农业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免疫学 淋巴细胞发育与分化 86.0

101020198910053 唐荣淳 大连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免疫学 炎症调控与肿瘤免疫 88.44

101020198910008 马腾云 中国农业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免疫学 免疫耐受和免疫应答分子调控机制 87.65

101020198910048 王大为 厦门大学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免疫学 肿瘤免疫及免疫细胞治疗 75.75

101020198910075 龚玉清 东北大学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肿瘤侵袭转移及转化医学研究 87.02

101020198910078 姚启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人体生理学 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病理机制 78.33

101020198910079 杨东敏 郑州大学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人体生理学 代谢性心血管病炎症免疫机制 80.37

101020198910041 杨诗雨 哈尔滨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人体生理学
重大血管疾病发病机制（血管医学跨学科
群体专项）

80.41

101020198910039 沙雪莹 吉林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人体生理学 膜受体与药物靶点 83.79

101020198910054 罗茜 武汉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人体生理学 代谢性疾病 82.97

101020198910064 郭雪飞 华中农业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系统生物医学 免疫与病原生物 88.59

101020198910018 张昕 河北工业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系统生物医学 抗病毒与抗肿瘤免疫 87.03

101020198910001 王一惠 大连理工大学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药理学 药物成瘾与神经环路 86.88

101020198910035 霍嘉欣 河北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理学 神经精神疾病机理 81.88

101020198910030 乔攀爽 南开大学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药理学 心血管药理学 85.86

101020198910040 张航 中国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理学 心血管药理学 89.3

101020198910050 郑俊玮 四川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理学 精神疾病的神经机制与调控 87.55

101020198910002 霍昱 长春理工大学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神经生物学 药物成瘾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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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98910070 樊沛瑶 西安交通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细胞外囊泡 86.24

101020198910020 秦森 东北农业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肿瘤遗传与表观遗传 87.21

101020198910068 马艺蕾 郑州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发育和肿瘤中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 87.29

101020198910060 唐玲 安徽大学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信息学 免疫信息 88.56

101020198910021 张赟 四川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信息学 复杂性状的遗传规律解析 88.02

101020198910022 杨亮 上海交通大学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信息学 蛋白质组及多组学数据综合挖掘 89.3

101020198910007 刘茹聪 西北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信息学 转录组与表观转录组生物信息学 87.52

101020198910032 熊畅贤 北京大学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信息学 转录组与表观转录组生物信息学 89.99
退役大
学生士
兵计划

101020198910010 刘润宇 首都师范大学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细胞生物学 神经干细胞生命活动的调控 88.67

101020198910023 孟繁一 内蒙古大学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细胞生物学 多能干细胞免疫治疗 89.3

101020198910024 卢刚 南方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遗传学 蛋白质翻译后在癌症、衰老中的作用 89.6

101020198910034 崔雅琪 吉林大学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遗传学 医学分子遗传学 89.17

101020198910076 张竞心 南京中医药大学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中西医结合基础
代谢综合征的炎症免疫机制与中西医结合
治疗

84.12

101020198920080 李思聪 北京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临床药学 医药法律与政策 78.55

101020198920114 周佳静 四川大学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生药学
天然药物化学与中药分析（血管医学跨学
科群体专项）

92.47

101020198920094 王昊天 山东大学 药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生药学 中药活性成分的生物合成 90.22

101020198920102 侯杏子 河南大学 药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生药学 天然药物活性成分及其化学生物学 90.57

101020198920150 李佳薇 青岛大学 药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生药学 天然药物化学与化学生物学 89.12

101020198920128 高伯函 吉林大学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生药学 中药成分的生物合成与生物催化 91.82

101020198920110 罗铭钰 天津大学 药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生药学 有活性的天然产物及结构修饰研究 93.2

101020198920100 王昭景 上海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生药学 生物活性天然产物与创新药物研究 93.22

101020198920157 姚璐 北京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生药学 天然药物化学与化学生物学 89.78
退役大
学生士
兵计划

101020198920125 郭庚硕 中国药科大学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理学 细胞表面受体的结构药理学 86.38

101020198920096 李娜 中国药科大学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理学 神经药理学 87.8

101020198920104 黄韬 中国药科大学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物分析学 毛细管电泳新技术新方法研究及应用 91.0

101020198920082 郭华 中国海洋大学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物化学 核酸药物及核酸化学生物学研究 85.5

101020198920117 黄彦雯 中国药科大学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物化学 药物先导结构的发现与优化 86.5

101020198920081 赵款 四川大学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物化学 天然产物全合成及药物合成 88.68

101020198920133 张扬 河南大学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药学（中药化学成分分析新方法） 88.11

101020198920097 王天玉 厦门大学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药学（神经、免疫、中药药理） 8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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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98920126 张静 昆明医科大学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药学（中药复杂体系的药效物质和质量评
价）

89.35

101020198920085 王瑞麟 沈阳药科大学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药事管理 79.26

101020198920108 周嘉雪 大连医科大学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药学（纳米药物细胞药代动力学） 85.6

101020198920129 杨瑶瑶 中国药科大学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药事管理 81.74

101020198920135 宫珺 郑州大学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临床药学 80.84

101020198920152 徐萌 山东大学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药学（天然产物发现及合成生物学） 89.35

101020198920132 陈松岳 哈尔滨医科大学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药学（新型药物递送系统和靶向给药） 85.1

101020198920137 宋茵茵 中国药科大学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临床药学 78.54

101020198920151 周子婷 四川大学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药学（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合成与生物
活性评价）

81.38

101020198920093 韩丛笑 山东大学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临床药学 77.42

101020198920139 杨昶 吉林大学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药学（多肽自组装与仿生治疗） 86.2

101020198920122 张姣 中国药科大学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临床药学 75.24

101020198920134 朱兴星 中南大学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学(化学生物学) 基于化学-生物学交叉的药物研究新方法 87.7

101020198920086 徐忠欣 南开大学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学(化学生物学) 糖蛋白及糖多肽化学生物学 87.76

101020198920083 孙千惠 中国药科大学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学(化学生物学) 糖化学和糖类药物 89.4

101020198920088 常满霞 北京化工大学 药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药学(化学生物学) 癌症发生及防治 88.19

101020198920111 董良镇 中国药科大学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学(化学生物学) 前沿生物技术 86.58

101020198920130 常丽颖 北京大学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学(化学生物学) 蛋白化学生物学 89.83

101020198920147 汪佳玉 苏州大学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学(化学生物学) 化学生物学在药物新靶标发现中的应用 86.9

101020198920103 王雅涵 北京大学 药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药学(化学生物学) 生物无机和无机药物化学 86.25

101020198920124 王笑阳 武汉大学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学(化学生物学) 基于化学-生物学交叉的药物研究新方法 89.2

101020198920113 曹艺 北京科技大学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学(化学生物学) 糖化学和糖类药物 84.46

101020198930234 弭小艺 华北理工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婴幼儿生长发育 81.63

101020198930193 邓睿 山东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和心血管健康 87.14

101020198930236 陈力 重庆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生长发育及影响因素 88.83

101020198930238 邢云昆 重庆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疾病预防与控制（卫生毒理） 88.73

101020198930237 余洪钊 北京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妇儿保健与人口健康(流病) 87.28

101020198930205 徐杭 东北农业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卫生事业管理（医学教育管理）（社医卫
管）

76.25

101020198930164 王雪纯 山东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基于互联网+的MSM人群艾滋病防控(流病) 89.23

101020198930258 江南宇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卫生学与卫生执法监督（劳卫） 85.33

101020198930177 王雪珩 北京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慢性病流行病学(流病) 89.88

101020198930194 程晓冉 北京中医药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卫生事业管理（社医卫管） 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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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98930225 王智帆 北京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卫生事业管理（医学教育管理）（社医卫
管）

79.79

101020198930226 白易 首都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临床评价(流病) 91.93

101020198930182 池岩娜 山东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生物统计（流病） 90.0

101020198930200 刘西瑶 山东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生命早期营养（儿少） 87.11

101020198930213 孙萌 北京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疾病预防与控制（营养） 81.99
学工
选留

101020198930239
买热排提·
哈力木拉提

北京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疾病预防与控制（营养） 84.92

101020198930185 郭子睿 北京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传染病流行病学(流病) 90.38

101020198930216 党佳佳 武汉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儿童青少年发展与健康（儿少） 81.33

101020198930246 孔钦胜 北京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全球变暖的疾病负担研究 85.1
学工
选留

101020198930204 王佳炜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环境流行病学 88.27

101020198930202 赵烨彤 温州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分子环境医学 87.08

101020198930190 王裕新 武汉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全球变暖的疾病负担研究 89.17

101020198930201 张亚丽 北京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职业有害因素致病机制及防治 86.1

101020198930165 陈柏锜 南昌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环境因素的健康影响及机制 85.58

101020198930171 王佳敏 中山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慢性病流行病学 89.45

101020198930260 胡陶钧 北京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生物统计，医学统计 88.03

101020198930191 张艺倩 中南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慢性病流行病学 90.53

101020198930215 曹梦奇 北京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生物统计 88.83

101020198930159 程千慧 山东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分子流行病学，生殖与围产流行病学 89.98

101020198930181 孙栋 中山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慢性病流行病学 91.65

101020198930173 王泽昆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基于大数据的传染病预防与控制 91.55

101020198930163 李圆圆 中国农业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卫生经济 81.66

101020198930162 李明月 北京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卫生人力资源管理 82.43

101020198930219 邓宇含 山东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医疗大数据分析、健康管理 83.09

101020198930172 窦宇琪 天津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妇儿保健与人口健康 80.77

101020198930180 孔晨 山东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卫生体系与政策，激励机制 82.98

101020198930251 郭怡 北京体育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健康行为与健康促进 78.85

101020198930235 周娜 大连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卫生经济 84.33

101020198930224 王延赏 天津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卫生经济与政策 80.32

101020198930241 赵婧雨 北京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药物经济与政策 79.0

101020198930175 陈平 天津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健康行为与健康促进 83.07

101020198930230 袁约瑟 山西医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卫生毒理学 分子与细胞毒理学 8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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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98930197 池睿欣 北京协和医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不同人群水摄入量与健康 82.53

101020198940273 张世翼 北京大学 护理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护理 临床护理技能训练与研究 71.31

101020198940271 杨万通 河南大学 护理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护理 临床护理技能训练与研究 72.02

101020198940272 鄢嫣 北京大学 护理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护理 临床护理技能训练与研究 73.15

101020198940295 梅冬里 北京大学 护理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护理 临床护理技能训练与研究 72.08

101020198940274 杨聪颖 北京大学 护理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护理 临床护理技能训练与研究 72.27

101020198940282 轩文萍 郑州大学 护理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护理 临床护理技能训练与研究 72.81

101020198940276 符鑫 北京大学 护理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 74.87

101020198940269 于家琪 大连医科大学 护理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 79.28

101020198940292 潘靖宇 北京大学 护理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 72.92
学工
选留

101020198940267 李雨轩 郑州大学 护理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 78.46

101020198940293 张世芳 北京大学 护理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 80.44

101020198940268 严惠茹 北京大学 护理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 75.13

101020198940278 籍萌萌 北京大学 护理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 69.95

101020198940281 张雅婷 厦门大学 护理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 73.26

101020198940290 杨雅洁 山东大学 护理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 70.91

101020198940262 黄奇芳 中南大学 护理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 77.78

101020198950304 温丰羽 北京林业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健康数据科学 生物统计 85.42

101020198950307 靳亚男 北京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科学技术史 医学史 83.4

101020198950298 张佳乐 北京林业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伦理学 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 78.0

101020198950305 王玉琪 广西医科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社会学 健康与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 79.95

101020198950315 张泽茹 华北电力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影像技术学 磁共振成像 86.38

101020198950306 张畅 郑州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应用心理学 健康心理学、心理咨询与治疗 80.38

101020198950300 陈晨 北京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应用心理学 健康心理学、心理咨询与治疗 84.98

101020198950309 明鑫 兰州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 83.19

101020199100350 刘文郡 哈尔滨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儿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3.47

101020199100320 彭翰林 同济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儿科学
儿科心血管学（血管医学跨学科群体专
项）

88.15

101020199100355 李念 北京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耳鼻咽喉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1.0

101020199100325 万嘉洋 浙江中医药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妇产科学 产前诊断、遗传咨询 71.9

101020199100380 郭睿霖 哈尔滨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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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99100330 王福琳 北京林业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健康数据科学 健康医疗大数据在重大疾病防治中的应用 86.51

101020199100317 莫宇佳 中山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康复治疗学 神经康复，老年康复，疼痛康复 86.32

101020199100323 陈娜萍 天津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麻醉学
体力训练对老年虚弱病人术后认知功能恢
复及远期预后的影响

82.8

101020199100410 荣浩天 南昌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麻醉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0.78

101020199100343 李依静 北京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2.18

101020199100360 黄姝伦 北京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3.2

101020199100416 何代钧 延边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内科学 慢性肾脏病的疾病负担与防治研究 89.51

101020199100375 宋卓燃 山东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4.36

101020199100398 边玮 吉林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0.1

101020199100418 李槟汛 武汉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内科学 心电生理 91.5

101020199100338 时铭蔚 大连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内科学 老年呼吸疾病 91.13

101020199100441 张慧敏 郑州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内科学 慢性肾脏病进展机制研究 90.34

101020199100377 李子涵 福建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内科学 自身免疫性疾病肾损害发病机制研究 88.27

101020199100327 刘梦晗 南昌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内科学 急性肾损伤发病机制与防治 91.92

101020199100414 徐圣亚 中南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3.03

101020199100432 谢双莲 北京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0.25

101020199100394 李欣秋 中南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7.98

101020199100427 孙仰仰 北京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45

101020199100415 冯子欣 南方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内科学 自身免疫性肾脏病 89.67

101020199100365 赵涛 中山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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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99100371 曹梦舟 南京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肿瘤、皮肤病理 88.32

101020199100363 肖宇 北京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皮肤病与性病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6.78

101020199100359 赵柳琦 复旦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皮肤病与性病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19

101020199100328 张壮壮 河北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神经病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65.9

101020199100349 栾明月 延边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神经病学 神经遗传病 73.98

101020199100420 宁太国 北京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6.11

101020199100422 舒建川 北京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1.7

101020199100379 韩冠鹏 北京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3.72

101020199100385 王文杰 华中科技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8.27

101020199100433 吉星 南方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9.92

101020199100348 刘畅 哈尔滨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1.18

101020199100333 张郅悦 天津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眼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98

101020199100408 侯嘉茵 北京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检验学 临床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84.95

101020199100322 隋瑜 沈阳药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影像技术学 分子影像药物化学 89.25

101020199100378 余晨昱 大连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放射） 76.67

101020199100357 杨尧 河北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中西医结合临床 老年病和脾胃病中西医结合诊治 86.16

101020199100417 储莹明 大连医科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中西医结合临床 老年病和脾胃病中西医结合诊治 82.33

101020199100424 刘鑫钰 北京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
（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肿瘤学 细胞生物学 86.53

101020199200458 卢潇菲 哈尔滨医科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9.2

101020199200485 宋佼洋 哈尔滨医科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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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99200578 宋字仪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07

101020199200500 丁莹俏 青岛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8.68

101020199200558 韩茹雪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29

101020199200448 许倩 天津医科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康复治疗学 慢性病、肿瘤营养康复治疗新技术 83.01

101020199200473 丁奇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临床检验诊断学
临床重要耐药耐菌形成和进化的分子机制
研究

84.7

101020199200527 王知任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临床检验诊断学 细菌耐药机制研究 83.5

101020199200454 李琪 哈尔滨医科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麻醉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2.7

101020199200598 潘信安 南昌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内科学 恶性肿瘤分子诊断与移植免疫 85.9

101020199200483 陈辰 青岛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内科学
风湿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理和免疫干预研
究

87.37

101020199200497 武晓庆 青岛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4.85

101020199200551 徐楠 大连医科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内科学 恶性血液病发生发展及预后机制 82.87

101020199200534 彭茂桓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5.23

101020199200520 孙海璐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8.3

101020199200484 侯玉珂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1.18

101020199200538 沈梦竹 南通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内科学 造血干细胞移植基础与临床 83.32

101020199200570 苏晓凤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3.55

101020199200571 杨丛艺 南昌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内科学 菌群失调在炎症性肠病发病中的作用 88.06

101020199200562 马一凡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4.73

101020199200516 周翠艳 厦门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内科学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的免疫机制 86.8

101020199200468 禹文艺 天津医科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内科学 重症肺炎发生机制研究 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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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99200460 冯瑞玲 扬州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内科学 自身免疫病的发病机制和免疫靶向治疗 81.0

101020199200602 钟灵芝 中南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皮肤病与性病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5.05

101020199200549 冯硕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6.61

101020199200548 范祺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7.35

101020199200525 芦芸苇 大连医科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1.38

101020199200560 杨舒雅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9.15

101020199200546 唐鑫伟 暨南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5.02

101020199200567 鲁立洋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8.03

101020199200577 屈欣荣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5.93

101020199200453 杨康怡 温州医科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眼科学 青光眼 85.08

101020199200585 王博浩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眼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2.03

101020199200537 李予靖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眼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8.15

101020199200541 张琳崎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眼科学 眼底病 88.43

101020199200582 刘文博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眼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0.45

101020199200450 王舒意 厦门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检验学 感染性疾病病原学诊断新技术 84.2

101020199200471 王轲 北京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检验学 分子生物学检验 82.3

101020199300647 王佳佳 北京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儿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6.34

101020199300815 田梦圆 南昌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妇产科学 生殖生物学与辅助生殖技术研究 84.65

101020199300750 张曦 北京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9.49

101020199300691 孙希雅 兰州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妇产科学 生殖医学 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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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99300711 孙梦星 中南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5.83

101020199300720 张玉瑢 山东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妇产科学 生殖内分泌 84.19

101020199300785 李拟东 北京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0.6

101020199300810 花凌月 南昌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妇产科学 生殖内分泌、不孕症 84.56

101020199300731 杨萍 四川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呼吸医学技术 重症感染 87.33

101020199300805 钟泓颖 中山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康复治疗学 骨科康复、运动损伤康复、脊髓损伤康复 81.8

101020199300626 郭雯 郑州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康复治疗学 冠心病及动脉硬化的防治研究 79.67

101020199300787 王小熙 北京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临床病理学（不授博士学位）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7.67

101020199300753 蒋烨 北京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麻醉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3.48

101020199300795 曹骊亭 北京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0.15

101020199300701 郝晓宇 北京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6.47

101020199300652 李菲 郑州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内科学 胰岛再生与胰岛功能调控 81.19

101020199300776 刘悦 北京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5.75

101020199300835 程卓 北京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3.34

101020199300693 张雨欣 山东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8.76

101020199300683 王虎 徐州医科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内科学 心力衰竭早期诊治的分子机制研究 83.94

101020199300819 陈茜 南方医科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内科学 心脏重塑及机制研究 68.54

101020199300672 徐媛 首都医科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3.71

101020199300769 张颖 北京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皮肤病与性病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0.82

101020199300788 秦京京 北京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全科医学（不授博士学位）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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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99300742 黄昕 北京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神经病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6.0

101020199300625 曲瑞泽 山东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2.35

101020199300642 董子漾 宁夏医科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52

101020199300792 熊晨奥 北京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5.11

101020199300766 卢恩航 南昌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外科学 颅颌面整形与再生医学 75.97

101020199300638 刘泽南 郑州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9.28

101020199300639 吴志强 北京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2.72

101020199300765 尚泽森 天津医科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5.24

101020199300740 郭翼宁 北京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眼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6.64

101020199300806 赵晓瑞 南昌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眼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0.69

101020199300660 胡博浩 北京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眼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1.45

101020199300755 于昊哲 北京林业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眼视光学 眼科组织工程与智能穿戴 79.93

101020199300718 段虹宇 兰州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眼视光学 眼科影像与智能研究 69.1

101020199300759 安凯 吉林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信息学 医学决策支持和人工智能 77.06

101020199300681 王卉 北京化工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影像技术学 医学成像工程与技术、 脑与智能医学成像 74.29

101020199300679 张勇跃 大连医科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超声） 82.36

101020199300706 陈静 中南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生物医学工程 88.5

101020199300627 刘珂 青岛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放射） 79.58

101020199300651 杨柳 吉林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神经系统疾病诊断 83.78

101020199300637 张智昱 北京大学
第三临床医学院
（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运动医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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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99310839 赵贤 北京大学
第四临床医学院
（北京积水潭医
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9.32

101020199310842 马祝一 北京大学
第四临床医学院
（北京积水潭医
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8.23

101020199310840 李尚哲 北京大学
第四临床医学院
（北京积水潭医
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6.17

101020199310843 彭卫东 北京大学
第四临床医学院
（北京积水潭医
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6.79

101020199310841 敖进涛 北京大学
第四临床医学院
（北京积水潭医
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3.64

101020199310837 李秋雅 北京大学
第四临床医学院
（北京积水潭医
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0.79

101020199400928 陈良伟 郑州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口腔颌面外科学
肿瘤干细胞在口腔癌发生和转移中的机制
研究

81.06

101020199400918 张艺欣 郑州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口腔颌面外科学 肿瘤微环境与口腔肿瘤发生 81.45

101020199400908 袁若水 中山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口腔颌面外科学 口腔鳞癌淋巴转移相关的机制研究 83.76

101020199400912 朱丽静 大连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口腔基础医学 口腔颌面部肿瘤病理 86.21

101020199400911 柯怡芳 哈尔滨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口腔修复学 口腔医学数字化方法研究 80.69

101020199400894 陈昱敏 遵义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口腔修复学 口腔生物材料 83.82

101020199400957 刘昊宇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牙体牙髓病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5.29

101020199400891 陈震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1.6

101020199400875 秦亦瑄 武汉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牙周病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6.06

101020199400852 李晓晴 武汉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正畸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9.18

101020199400890 张佳丽 中南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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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99400872 李雪滢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牙体牙髓病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52

101020199400864 王毅荻 南京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正畸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7.19

101020199400896 孟令玮 中南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修复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1.57

101020199400919 伊舒 河南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2.51

101020199400960 王玺 石河子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组织病理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1.79

101020199400954 李昊哲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预防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5.0

101020199400877 任晓萌 中南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黏膜病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5.31

101020199400930 陈克难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1.57

101020199400947 闻一凡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2.4

101020199400939 关筱媛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牙周病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7.04

101020199400944 岳慕心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修复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1.73

101020199400909 刘雨 郑州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全科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2.76

101020199400949 朱梦倩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全科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8.97

101020199400943 陈一铭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修复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85

101020199400945 戴世爱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牙周病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6.48

101020199400958 彭慧钰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6.35

101020199400941 李林蔚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正畸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5.91

101020199400950 杨婧懿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儿童口腔医学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5.38

101020199400899 毛渤淳 四川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正畸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6.18

101020199400897 晏凡雨 武汉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修复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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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99400969 袁丰 北京化工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技术 生物材料、材料调控干细胞命运 85.95

101020199400965 翟诗怡 厦门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技术 生物材料 82.92

101020199400848 张帆 中国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技术 生物材料；纳米医学；再生医学 84.41

101020199400853 翟墨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技术 组织再生先进技术 79.58

101020199400855 王逸君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技术 口腔材料评价技术 81.94

101020199400863 吴晓岚 武汉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口腔正畸学
胶原-磁纳米颗粒有序拓扑结构诱导牙源性
干细胞定向分化在肌腱损伤再生修复中的

86.04

101020199400866 白如水 中南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口腔正畸学
新型仿生牙釉质复合陶瓷材料的设计与优
化

84.96

101020199400916 丁承叶 贵州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院（口腔
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口腔正畸学
基于仿生矿化胶原的内源性骨再生与骨免
疫调控机制的研究

81.28

101020199500981 廖云丹 中南大学
精神卫生研究所
（第六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精神生化学 82.23

101020199500998 张康福茜 重庆医科大学
精神卫生研究所
（第六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儿童精神病学 80.84

101020199500990 徐沛琳 中山大学
精神卫生研究所
（第六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社会精神病学 82.25

101020199500973 刘倩溶 湖南师范大学
精神卫生研究所
（第六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儿童精神病学 78.04

101020199500978 张安琪 兰州大学
精神卫生研究所
（第六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2.49

101020199500976 高煦平 暨南大学
精神卫生研究所
（第六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儿童神经发育与行为障碍研究 83.78

101020199500993 周媛媛 北京大学
精神卫生研究所
（第六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9.04

101020199500974 范丽玮 中山大学
精神卫生研究所
（第六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6.79

101020199500986 彭舒晨 北京大学
精神卫生研究所
（第六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9.84

101020199500991 朱思齐 上海交通大学
精神卫生研究所
（第六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1.79

101020199500988 李祥雪 中山大学
精神卫生研究所
（第六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0.39

101020199500985 闫佳仪 中山大学
精神卫生研究所
（第六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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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99500972 王咏诗 首都医科大学
精神卫生研究所
（第六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康复治疗学 精神健康康复 81.83

101020199601061 王清莹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放射治疗物理学 人工智能自动治疗计划、自动质控 77.4

101020199601036 刘宏嘉 大连理工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放射治疗物理学 人工智能自动治疗计划、自动质控 81.1

101020199601000 金秋雨 山东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肿瘤分子流行病学 72.7

101020199601004 尹周一 山东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肿瘤流行病学 74.7

101020199601049 祁子凡 首都医科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肿瘤分子流行病学 68.0

101020199601035 左佳欣 大连医科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肿瘤发生的分子机制及应用基础研究 74.2

101020199601014 孔祥星 大连医科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影像技术学 肿瘤靶向放射性药物的制备及生物研究 74.7

101020199601057 夏邵君 南京师范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影像技术学
基于恶性肿瘤评效及药物筛选的分子影像
标记物的研发

72.5

101020199601011 李清扬 重庆医科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基于深度学习技术和影像组学技术的恶性
肿瘤精准诊断和评效的人工智能诊断系统

77.2

101020199601017 刘嘉月 大连医科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66.2

101020199601009 王珍 兰州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放射） 76.9

101020199601089 何蒙 江苏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70.8

101020199601097 郭正望 湖北中医药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中西医结合基础 中药抗肿瘤的活性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 66.0

101020199601093 臧璠 北京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68.1

101020199601015 刘慧敏 延边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肿瘤学 乳腺癌易感基因的研究 73.7

101020199601084 滕霞 北京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68.9

101020199601031 曹交武 郑州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80.0

101020199601077 琚梦楠 郑州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肿瘤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肿瘤内科） 70.7

101020199601045 黄安 武汉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肿瘤学 消化道肿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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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99601088 李树泉 南昌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脂肪肉瘤的免疫治疗（肿瘤免疫研究跨学
科群体专项）

76.7

101020199601046 冯碧聪 西安交通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分子免疫（肿瘤免疫研究跨学科群体
专项）

74.1

101020199601005 刘思齐 东北林业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肿瘤学 细胞周期调控与肿瘤 69.9

101020199601096 陶冶 首都医科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肿瘤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肿瘤外科） 70.2

101020199601007 贡子琦 扬州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77.0

101020199601078 行溥 厦门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胃肠肿瘤转化医学研究 72.0

101020199601032 郏科人 南通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肿瘤学
消化系肿瘤分子靶向与免疫治疗（肿瘤免
疫研究跨学科群体专项）

77.8

101020199601054 刘婧思 哈尔滨医科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74.4

101020199601066 胡鼎耀 兰州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肿瘤学 淋巴瘤临床转化研究 81.3

101020199601073 吕洁 中南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肿瘤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肿瘤内科） 71.6

101020199601085 王明帅 北京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肿瘤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肿瘤外科） 75.9

101020199601044 孙佳文 青岛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肿瘤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肿瘤放疗） 76.6

101020199601070 张峰浩 南昌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免疫治疗 75.6

101020199601048 冀旭萌 河北医科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肿瘤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肿瘤内科） 76.6

101020199601003 宋同鲲 石河子大学
临床肿瘤学院（肿
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肿瘤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肿瘤外科） 69.1

101020199711106 李畅 湖南大学
第五临床医学院
（北京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临床检验诊断学 分子诊断 84.25

101020199711110 张裔麒元 佳木斯大学
第五临床医学院
（北京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麻醉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5.98

101020199711112 郭佩瑶 北京大学
第五临床医学院
（北京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7.0

101020199711113 王艺达 北京大学
第五临床医学院
（北京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神经病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6.71

101020199711102 李志超 北京大学
第五临床医学院
（北京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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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199711109 王佳宁 佳木斯大学
第五临床医学院
（北京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眼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3.73

101020199711111 李慧 北京大学
第五临床医学院
（北京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眼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9.71

101020199721118 周天欣 大连医科大学
中日友好临床医学
院（中日友好医
院）

硕士 专业学位 麻醉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69.53

101020199721123 周晓怡 北京大学
中日友好临床医学
院（中日友好医
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2.44

101020199721130 李雪昕 北京大学
中日友好临床医学
院（中日友好医
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67.27

101020199721119 胡艳芳 北京大学
中日友好临床医学
院（中日友好医
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1.53

101020199721128 宁小荔 山西医科大学
中日友好临床医学
院（中日友好医
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皮肤病与性病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8.09

101020199721127 牛小倩 山西医科大学
中日友好临床医学
院（中日友好医
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神经病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3.31

101020199721117 路红鹏 北京大学
中日友好临床医学
院（中日友好医
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3.9

101020199731132 郝琪 徐州医科大学
第九临床医学院
（北京世纪坛医
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放射） 78.66

101020199791139 刘奇佳 北京大学
北京地坛医院教学
医院（北京地坛医
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免疫学 感染免疫 82.39
学工
选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