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医学部2022年推荐免试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考生编号 姓名 拟录取学院 招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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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20228910227 鹿艺萌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遗传学 医学分子遗传学 91.6

101020228910281 武文学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遗传学 生殖遗传 89.6

101020228910181 於尚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生物物理学 结构生物学 79.4

101020228910145 赵怡倩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肿瘤侵袭转移和耐药 91.8

101020228910257 彭依笛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肝脏、胰腺发育和再生 91.0

101020228910287 刘宋伟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免疫学 淋巴细胞分化与疾病 93.0

101020228910102 于恒响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免疫学 炎症调控与肿瘤免疫 91.0

101020228910191 刘宇威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免疫学 肿瘤免疫 87.0
肿瘤免疫研究跨
学科群体专项

101020228910237 杨炯明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免疫学 肿瘤免疫和免疫治疗 92.0

101020228910213 陶怡飞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免疫学 淋巴细胞发育分化与代谢 92.0

101020228910253 杨志锋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免疫学 肿瘤免疫，免疫代谢 86.0

101020228910232 李子寅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免疫学 淋巴细胞发育、肿瘤免疫 91.0

101020228910278 周召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病原生物学
病毒性肝炎及相关疾病的病原学和发
展机制研究

91.0

101020228910046 白子贤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放射医学 核医学分子影像 91.0

101020228910043 张成煜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放射医学 核医学分子影像 94.0

101020228910244 王宇辰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放射医学 肿瘤微环境分子影像 88.4

101020228910182 郑仙群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中西医结合基础 血瘀与活血化瘀 93.6

101020228910211 秦博洋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理学 分子心血管药理 91.8

101020228910142 钱岳晖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理学
衰老、癌症和代谢疾病的人工智能药
物研发

91.6

101020228910203 王贤锋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理学 非酒精性脂肪肝，胃肠内分泌 92.0

101020228910101 刘纪含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药理学 心血管药理学 93.8

101020228910104 金有容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人体生理学 血管炎症与动脉粥样硬化 95.6

101020228910044 李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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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6

101020228910228 王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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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
血管医学跨学科

群体专项
101020228910225 梁宏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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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机制 93.6

101020228910235 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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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机制 93.4
退役大学生士兵

计划

101020228910259 王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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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

101020228910061 陈仕威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肿瘤表观遗传学 87.7

101020228910248 张妍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表观遗传调控在发育和肿瘤中的分子
机制

85.2

101020228910280 张成颖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表观遗传学/肿瘤分子生物学 89.2

101020228910246 李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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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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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228910289 焦子涛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衰老与肿瘤 88.8

101020228910263 李海萌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细胞自噬与肿瘤发生发展 91.4

101020228910261 李印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及无膜细
胞器的调控机制

90.1

101020228910186 蒋云鹏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遗传、表观遗传调控 82.6

101020228910233 武家兴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DNA损伤修复与蛋白质翻译后修饰
在肿瘤中的作用

89.9

101020228910149 谭思琪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神经生物学 阿尔茨海默病的表观遗传学 86.0

101020228910103 田菁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神经生物学 神经发育与神经环路 84.0

101020228910251 吴骄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神经生物学 认知神经科学 90.0

101020228910247 李昌颖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神经生物学 突触可塑性 89.0

101020228910148 彭芳琪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细胞生物学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92.6

101020228910051 张思琪 基础医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细胞生物学 干细胞肿瘤免疫治疗 91.2

101020228910146 王子骏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病理学 妇科肿瘤病理 90.4

101020228910042 常红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病理学 肿瘤发生发展的调控机制研究 94.2

101020228910252 侯滔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病理生理学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发病机制 95.0

101020228910265 胡高飞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病理生理学 血管病理生理学 94.4
血管医学跨学科

群体专项
101020228910243 赵子极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信息学 病原真菌功能基因组学 86.4

101020228910190 张艺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信息学 蛋白翻译后修饰 81.6

101020228910290 叶佳晨 基础医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生物信息学 复杂疾病生物信息处理与分析 93.0
血管医学跨学科

群体专项
101020228920105 蒙骏鸿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物化学 药物合成及新药发现 94.4

101020228920147 程乙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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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101020228920108 刘泓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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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

101020228920023 姜常伟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物化学 基于药物合成的有机化学方法学研究 88.0

101020228920025 周佳漪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剂学 智能给药系统 91.8

101020228920144 李振文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剂学 生物大分子药物递送系统 94.4

101020228920152 刘晨睿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生药学
中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活性成分发现
及其生物合成

95.0
血管医学跨学科

群体专项
101020228920028 苏凰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物分析学 生物分析与药物分析 88.0

101020228920214 陈洁欣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药理学 神经药理学 95.9

101020228920121 金嘉诚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基于糖和肽模拟物的药物研究（药
化）

81.0

101020228920185 吕禧敏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糖化学生物学（化生） 84.2

101020228920221 王芙蒂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新型病毒载体与基因治疗转化研究
（化生）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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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228920024 李洋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中药功效物质及质量评价（生药） 92.0

101020228920205 雷阵宇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天然产物的发现与合成生物学（生
药）

92.0

101020228920190 陈俊整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天然药物化学及化学生物学（生药） 93.6

101020228920156 孙俪瑜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新型药物递送系统与生物药剂学（药
剂）

89.2

101020228920201 何仟一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核酸药物及核酸化学生物学研究（药
化）

84.8

101020228920243
热合木哈力

·哈加依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核酸药物及核酸化学生物学研究（药
化）

83.0
北京大学支教团项

目

101020228920112 张凯锐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临床药学 92.0

101020228920230 王雪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临床药学 86.0

101020228920150 种姗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临床药学 95.0

101020228920191 李若菲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临床药学 91.0

101020228920234 李翔宇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药事管理 91.0 学工选留
101020228920104 余俊璇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药事管理 91.0

101020228920146 凌可欣 药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药事管理 93.0

101020228920184 苏晔宇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化学生物学 蛋白质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制药 95.8

101020228920106 王艺铭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化学生物学 药物研发新技术新方法 95.4

101020228920086 余梦凡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化学生物学 药物研发新技术新方法 91.6

101020228920163 王岩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化学生物学 天然产物的化学与化学生物学 88.0

101020228920181 肖家珩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化学生物学 天然产物的化学与化学生物学 87.0

101020228920148 韦宜辰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化学生物学 糖化学和糖类药物 95.0

101020228920182 黄璐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化学生物学 多肽及糖蛋白的药学和化学生物学 95.0

101020228920041 李雨欣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化学生物学 糖化学驱动的生物药用新技术 86.4

101020228920022 韩兆昕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化学生物学 糖化学驱动的生物药用新技术 84.4

101020228920188 窦智扬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化学生物学 前沿生物技术与再生医学 93.0

101020228920109 胡雨霏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化学生物学
化学生物学在药物新靶标发现中的应
用

90.0

101020228920101 宦澍雨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化学生物学 自由基生物学 90.2

101020228920222 李欣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化学生物学 生物无机和无机药物化学 88.0

101020228920210 刘雪宁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临床药学 临床药学实践与研究（药学应用类） 94.0

101020228920158 王庚辰 药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临床药学 医药法律与政策（药学应用类） 93.0

101020228930083 胡景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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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

101020228930066 邵子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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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

101020228930041 章萌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药物流行病学/循证医学 96.7

101020228930178 王若涵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生育健康相关的环境流行病学、卫生
统计学、疾病负担评估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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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228930254 任子扬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围产营养与流行病学 93.7

101020228930051 张婉雪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传染病流行病学 90.0

101020228930063 高宁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环境与生育健康 91.7

101020228930251 顾钿钿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室内外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及防控；
健康城市建设

94.1

101020228930085 张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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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

101020228930101 严诗钰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环境与妇幼健康 96.0

101020228930171 陈子玥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儿童青少年健康与发展 94.6

101020228930241 沈曜佳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儿童生长发育的生命早期风险因素 92.8

101020228930092 侯天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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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

101020228930220 周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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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

101020228930149 陈欣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药物流行病学（流病） 94.7

101020228930137 张子怡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生育健康流行病学（流病） 93.2

101020228930248 文羽洁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生命早期营养与婴幼儿健康（儿少） 92.6

101020228930170 邱芸菲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环境与妇幼健康（儿少） 94.0

101020228930185 何郎志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劳动（卫生）与健康（劳环） 93.2

101020228930139 张容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妇幼营养学（营养） 86.48

101020228930082 陈倩倩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营养、食品与健康（营养） 85.8

101020228930086 张浩然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安全性评价及风险评估（卫生毒理） 92.8

101020228930098 党媛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全球卫生（全球卫生） 88.0

101020228930260 冉珂欣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医院管理（社医卫管） 85.4

101020228930207 袁睿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社医卫管） 84.8 学工选留

101020228930189 李佳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卫生政策与体系（社医卫管） 86.2

101020228930095 李君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医学教育（社医卫管） 86.6

101020228930183 彭权明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医学教育（社医卫管） 87.0 学工选留

101020228930267 刘梦荃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公共卫生 医学教育（社医卫管） 86.4

101020228930262 夏祎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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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

101020228930048 郑汇娴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
理

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 88.0

101020228930163 谭银亮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
理

健康管理与大数据分析 87.2

101020228930192 张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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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

101020228930146 宋瑛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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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 学工选留



北京大学医学部2022年推荐免试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考生编号 姓名 拟录取学院 招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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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20228930174 聂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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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
退役大学生士兵

计划

101020228930223 陈静远 公共卫生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全球卫生学 传染病预防与控制 82.0

101020228930043麦丽克扎提·麦麦提明 公共卫生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全球卫生学 全球卫生 87.0

101020228940016 王伟轩 护理学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护理学 老年护理、智慧康养 83.2

101020228940047 郭晨明 护理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老年护理、智慧康养） 81.0

101020228940126 乔佳收 护理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老年护理、智慧康养） 86.6

101020228940041 沈永 护理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慢性病管理、循证护理
、精神卫生）

85.2

101020228940006 贾鑫磊 护理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慢性病管理、循证护理
、精神卫生）

87.8

101020228940168 兰琨熠 护理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护理学
临床护理学（慢性病管理、循证护理
、精神卫生）

92.8

101020228940125 左欣 护理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护理
临床护理技能训练与研究（内科、外
科、肿瘤、口腔、NP）（请注意与
方向03学习方式不同）

68.8 学工选留

101020228940185 苏珍珍 护理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护理
临床护理技能训练与研究（内科、外
科、肿瘤、口腔、NP）（请注意与
方向03学习方式不同）

77.2

101020228940104 金玮艺 护理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护理
临床护理技能训练与研究（内科、外
科、肿瘤、口腔、NP）（请注意与
方向03学习方式不同）

83.8

101020228940124 张宜竹 护理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护理
临床护理技能训练与研究（内科、外
科、肿瘤、口腔、NP）（请注意与
方向03学习方式不同）

82.2

101020228940203 葛侯睿 护理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护理
临床护理技能训练与研究（内科、外
科、肿瘤、口腔、NP）（请注意与
方向03学习方式不同）

78.2

101020228940026 张子末 护理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护理
临床护理技能训练与研究（老年、社
区、精神、妇儿、NP）（请注意与
方向04学习方式不同）

83.4

101020228940029 杨成凤仪 护理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护理
临床护理技能训练与研究（老年、社
区、精神、妇儿、NP）（请注意与
方向04学习方式不同）

77.8

101020228940183 胡杨 护理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护理
临床护理技能训练与研究（老年、社
区、精神、妇儿、NP）（请注意与
方向04学习方式不同）

80.4

101020228950122 左右 医学人文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伦理学 科技与社会、生命伦理学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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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228950107 刘可欣 医学人文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应用心理 健康心理学、心理咨询与治疗 84.6

101020228950163 方品 医学人文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科学技术史 医学史 91.2

101020228950021 杨雯珺 医学人文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科学技术史 医学史 85.2

101020228950102 吴子婧 医学人文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科学技术史 医学史 93.2

101020228950123 胡籽萱 医学人文学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科学技术史 医学史 91.2

101020228950124 陈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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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

101020228950106 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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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

101020229100052 韩项羽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内科学 免疫炎症性肾脏病 97.4

101020229100306 舒悦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内科学 肾脏病的免疫机制和治疗 85.6

101020229100045 范亦敏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内科学 急性肾损伤发病机制与防治 91.4

101020229100249 花子昕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内科学 自身免疫性肾脏病 94.2

101020229100296 王楚乔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内科学 肾脏病免疫炎症发病机制 96.6

101020229100290 林燕芸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内科学 心房颤动的发生及其进展机制的研究 93.8

101020229100109 李欣怡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老年医学 呼吸专业 86.2

101020229100028 李圳钰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神经病学 神经肌肉病与脑血管病 90.8

101020229100267 许慧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皮肤病与性病学 医学真菌学 88.0

101020229100064 李鸣嘉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肿瘤的发病机制研究 90.4

101020229100178 崔凯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分子影像药物化学 96.0

101020229100142 潘常青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临床检验诊断学 临床生化与分子检验 63.6

101020229100209 王晓蓉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妇产科学
生殖医学：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早
衰

90.6

101020229100187 黄磊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肿瘤学 放射治疗物理学 89.8

101020229100211 邹雨婷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麻醉学 围术期器官保护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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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229100032 崔光辉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中西医结合临床 损伤性胃黏膜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 94.2

101020229100203 董彬彬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6.4

101020229100183 侯为洁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2.0

101020229100243 邵雯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6.0

101020229100198 忽欣怡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2

101020229100185 张小雪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8.6

101020229100188 李丹茜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8.4

101020229100258 余佳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6.0

101020229100189 刘永佳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6.4

101020229100031 陈子锐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皮肤病与性病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1.6

101020229100164 杨晨昕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皮肤病与性病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0.8

101020229100126 田宇轩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7.0

101020229100231 郭璇骏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5.8

101020229100135 李晓宇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5.8

101020229100170 姚凯烽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6.0

101020229100150 廖章正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6.6

101020229100204 周锐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4.4

101020229100144 张丽慧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4.8

101020229100272 许峰晟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眼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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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229100235 马宗辉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眼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1.0

101020229100202 王世琦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耳鼻咽喉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2.4

101020229100105 王明辉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耳鼻咽喉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5.8

101020229100219 李妍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麻醉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9.8

101020229100029 汤芸行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放射影像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5.0

101020229100201 于正阳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放射影像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6.0

101020229100033 刘畅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超声医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5.0

101020229200310 马晓航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内科学 恶性血液病诊治 86.2

101020229200281 廖明玥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内科学 恶性血液病诊治 87.4

101020229200101阿衣包它·巴哈巴依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临床检验诊断学 淋巴细胞相关临床血液学检验 88.2

101020229200192 张晓扬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临床检验诊断学 细菌耐药机制和分子诊断 89.0

101020229200247 乔笑莹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外科学 乳腺肿瘤的转化性研究 91.0

101020229200208 张悦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妇产科学 妇产科疾病发病机制研究 73.0

101020229200196 苏德慧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妇产科学 妇产科疾病发病机制研究 81.2

101020229200262 陈筱东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眼科学 眼底病的基础研究 90.8

101020229200156 刘佳程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0.0

101020229200023 顾家慧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7.83

101020229200175 明雪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9.0

101020229200258 赵岚欣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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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229200173 何韵琦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8.33 港澳台

101020229200174 贯玲儿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5.67

101020229200309 邱梦媛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神经病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9.0

101020229200085 邓宇轩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皮肤病与性病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9.6

101020229200313 张紫微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8.71

101020229200169 代孔旭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5.86

101020229200246 王鑫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29

101020229200287 漆玉州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2.14

101020229200312 李浩源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9.29

101020229200254 林立婷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1.3 港澳台

101020229200184 白瑞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0.6

101020229200142 宋雪莲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3.2

101020229200109 李思奇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0.38

101020229200044 张泽宇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眼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7.9

101020229200002 马遥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眼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3.8

101020229200083 丁一鸿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眼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7.2

101020229200357 张宜可
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麻醉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9.2

101020229300209 王远耕硕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内科学 心血管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87.6

101020229300285 范晨宇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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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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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229300390 黄智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内科学 消化系统疾病内镜下诊治 71.8

101020229300242 张海东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内科学
糖尿病肾病和高血压肾损害、肾小球
肾炎

86.6

101020229300214 杨一诺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皮肤病与性病学 皮肤肿瘤、皮肤美容 89.6

101020229300062 赵一霏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外科学 大肠癌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85.6

101020229300221 殷昊明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外科学 泌尿系肿瘤的早期诊断与治疗 83.6

101020229300246 洪浩峰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外科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93.8

101020229300003 张嘉琪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妇产科学 生殖内分泌、不孕症 93.4

101020229300292 李遥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妇产科学 生殖生物学与辅助生殖技术 93.0

101020229300070 罗宇欣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妇产科学 生殖发育与干细胞 92.8

101020229300354 赵敏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妇产科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76.8

101020229300288 娜米冉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妇产科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88.4

101020229300232 蒋雨欣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妇产科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91.0

101020229300104 杨雨寒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综合治疗和各种复发、转移癌的
微创近距离治疗

84.0

101020229300223 孙梦泽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运动医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94.4

101020229300314 孔思敏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运动医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93.6

101020229300370 魏畅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5.0

101020229300016 赵鹏辉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9.8

101020229300283 张晓琴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0.2

101020229300244 张钰琪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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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229300345 耿芸玲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9.2

101020229300072 刘梦茜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1.0

101020229300222 张晓青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4

101020229300165 郑媛媛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皮肤病与性病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8

101020229300310 王众正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0

101020229300282 彭贤龙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2.2

101020229300329 赵昱东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2

101020229300287 陈泓宇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8.6

101020229300211 杨旭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0.8

101020229300162 李伊宁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3.0

101020229300250 张浤洸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运动医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7.6

101020229300230 邱婉宁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8.8

101020229300201 刘兴莹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7.0

101020229300189 李彦秋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8.5

101020229300068 袁焯琳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0.9

101020229300325 王洪博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6.8

101020229300312 李婧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8.4

101020229300012 梁明钰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0.6

101020229300260 史嘉欣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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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229300043 巩春杰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妇产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5.8

101020229300001 王子禛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眼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1.4

101020229300266 贲涵芝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眼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0.0

101020229300265 吕中盛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眼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1.8

101020229300245 王赫佳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临床病理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3.6

101020229300019 张秋露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临床病理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1.2

101020229300359 高媛
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药学 临床药学 81.4

101020229310001 王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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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

101020229310121 廖文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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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

101020229310082 张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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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

101020229310122 张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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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

101020229310061 蔡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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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

101020229310041 涂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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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

101020229400196 金默然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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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101020229400200 马舒蕾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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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

101020229400224 刘苑晴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牙周病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0.8

101020229400252 周安琪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牙周病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9.4

101020229400086 彭玉清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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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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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229400205 邓敏婷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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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

101020229400206 李林蔓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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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4

101020229400238 刘仪洲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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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

101020229400154 陈嘉怡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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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

101020229400228 胡潇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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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

101020229400159 黄竑远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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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

101020229400152 袁梦宁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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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

101020229400168 刘昕宇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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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

101020229400161 林深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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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

101020229400167 刘承哿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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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

101020229400158 杨一帆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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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

101020229400162 张文伊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临床医疗技能训练
与研究

88.2

101020229400190 涂雅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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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

101020229400160 付杨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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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

101020229400089 胡博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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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

101020229400235 李悦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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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

101020229400063 王译雪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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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101020229400090 张佳徐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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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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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229400107 陈思廷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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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

101020229400041 王天仪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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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

101020229400108 杨睿聪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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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

101020229400234 牛钦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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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

101020229400226 陈思睿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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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

101020229400184 白天一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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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

101020229400005 吴冠希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口腔颌面外科学

肿瘤干细胞在免疫微环境中的作用研
究

83.8

101020229400128 冯菁菁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口腔正畸学 牙齿移动与骨代谢 90.0

101020229400191 黄灿灿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口腔正畸学 口腔生物材料的研发与临床应用 88.8

101020229400202 李畅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口腔正畸学 仿生纳米材料与颅颌面组织再生 88.35

101020229400257 朱子璐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口腔正畸学 干细胞骨再生 85.7

101020229500024 黄俊捷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社会精神病学 88.6

101020229500161 赵国瑞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生物精神病学 83.4

101020229500013 高媛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儿童精神病学 76.99

101020229500129 于亚杰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92.0

101020229500132 张心怡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85.16

101020229500121 黄思成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85.16

101020229500026 邓咏妍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8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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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229500143 周幸之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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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

101020229500006 李灿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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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

101020229500010 王丽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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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

101020229500147 梁太柱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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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

101020229500003 陈音含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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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

101020229500011 张 渝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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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

101020229500081 陈汇宇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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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4

101020229600244 王芝楠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肿瘤的影像诊断与治疗研究 85.4

101020229600108 谢意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63.8
肿瘤免疫研究跨
学科群体专项

101020229600284 贾闵淇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63.8

101020229600103 孔新宇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76.6

101020229600125 郝昊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90.8

101020229600161 张子怡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89.2

101020229600126 廖兴宇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80.8

101020229600105 孙康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63.9
退役大学生士兵

计划

101020229600253 朱妍梦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76.0

101020229600249 董丽媛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78.1

101020229600247 文松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71.8



北京大学医学部2022年推荐免试拟录取研究生名单

考生编号 姓名 拟录取学院 招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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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20229600240 侯立杰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肿瘤学 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71.1

101020229600141 胡志强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肿瘤流行病学 95.0

101020229600182 伍梦秋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肿瘤分子流行病学 87.8

101020229600185 冯佳琳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肿瘤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8

101020229600006 于雅婕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肿瘤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5

101020229600062 马金铎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肿瘤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7.6

101020229600066 柯希扬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肿瘤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7.8

101020229600044 刘慧珍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肿瘤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1.3

101020229600199 和彦晖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肿瘤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1.9

101020229600245 王钥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肿瘤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1.2

101020229600107 丁璐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肿瘤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9.3

101020229600251 叶天星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肿瘤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8.6

101020229600123 李雯钰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肿瘤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0.8

101020229600084 王荃讷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肿瘤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6.3

101020229600239 吴佳奇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放射影像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1.2

101020229600140 郭玉琢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放射影像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1.4

101020229600132 刘丽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超声医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0.0

101020229600109 牛游滔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北京肿瘤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细胞生物学 肿瘤复发转移的分子机制和靶向干预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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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229710261 田梦
北京大学第五临床医学院

（卫生部北京医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临床检验诊断学 临床分子诊断方法及标准化 93.72

101020229710247 李妍妍
北京大学第五临床医学院

（卫生部北京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3.2

101020229710143 刘东昊
北京大学第五临床医学院

（卫生部北京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8.4

101020229710222 冷玉杰
北京大学第五临床医学院

（卫生部北京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8.6

101020229710249 王孟宇
北京大学第五临床医学院

（卫生部北京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1.4

101020229710181 付宇航
北京大学第五临床医学院

（卫生部北京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外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6.6

101020229710248 张晋荣
北京大学第五临床医学院

（卫生部北京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眼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4.4

101020229710243 尚丹丹
北京大学第五临床医学院

（卫生部北京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放射影像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2.4

101020229720061 彭姚蝶
北京大学中日友好临床医

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7.67

101020229720256 陈兆斐
北京大学中日友好临床医

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2.0

101020229720251 姬会会
北京大学中日友好临床医

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77.83

101020229720227 罗晓琴
北京大学中日友好临床医

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1.5

101020229720182 周佳卉
北京大学中日友好临床医

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3.67

101020229720257 陈思缄
北京大学中日友好临床医

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内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1.0

101020229720262 侯莹
北京大学中日友好临床医

学院
硕士 专业学位 神经病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6.0

101020229750162 文力
北京大学首都儿科研究所

教学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儿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87.8

101020229750003 王新月
北京大学首都儿科研究所

教学医院
硕士 专业学位 儿科学 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92.0

101020229850102 谈瀚博 医学技术研究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影像技术学
脑与智能医学成像技术；分子影像技
术

90.2

101020229850143 陈炯 医学技术研究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影像技术学
基于健康大数据和全生命周期的主动
健康管理；基于临床决策支持知识图
谱和语音识别驱动的智慧医疗

91.6

101020229850166 李晓雨 医学技术研究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影像技术学 先进显微成像技术，细胞器相互作用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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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0229850212 董司翰 医学技术研究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影像技术学 医学光学影像 88.0

101020229850229 王辉 医学技术研究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影像技术学 生物力学、医学影像 83.4

101020229850236 汤奕 医学技术研究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影像技术学
脑与智能医学成像技术；分子影像技
术

86.6

101020229850141 赵浩然 医学技术研究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影像技术学
基于健康大数据和全生命周期的主动
健康管理；基于临床决策支持知识图
谱和语音识别驱动的智慧医疗

89.2

101020229850241 宋凯文 医学技术研究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医学检验学 临床微生物学 91.6

101020229850208 冯卫民 医学技术研究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医学检验学 生物标志物的筛选 88.6

101020229850162 华凌 医学技术研究院 硕士 学术学位 放射治疗物理学 放射治疗物理学（方向03） 80.0

101020229850235 陈嘉玮 医学技术研究院 硕士 学术学位 眼视光学 眼前节屈光重建和眼表疾病 90.2

101020229850223 周梦云 医学技术研究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呼吸医学技术 呼吸介入 90.0

101020229850170 王洪波 医学技术研究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技术 口腔新材料 92.4

101020229850207 吴丽萍 医学技术研究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技术 口腔新材料  骨再生 91.4

101020229850081 王道涵 医学技术研究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技术 激光技术及材料在口腔中的应用 92.2

101020229850142 陈阳 医学技术研究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技术 口腔新材料 90.2

101020229850227 林超隆 医学技术研究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口腔医学技术 医疗质谱诊断 92.4

101020229850175 周佳颖 医学技术研究院 直博生 学术学位 健康数据科学 机器学习 92.8

101020229850202 张至隆 医学技术研究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健康数据科学 健康数据科学；医学人工智能 93.2

101020229850211 武之越 医学技术研究院 硕士 学术学位 健康数据科学 数据可视化，健康医疗数据分析 7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