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大学信息学部文件 
信息学部发[2016]001 号 

            

关于公布邱建荣等 74 位教师具有研究生招生资格 
的通知 

 

各院（系）：  

根据《关于印发《浙江大学教师申请研究生招生资格的规定》的

通知》(浙大发研〔2011〕85 号)文件精神以及《关于做好教师申请 2017

年度研究生招生资格工作的通知》规定，经各学科学位委员会初审，

学部学位委员会审核，同意邱建荣等 33 位教师具有博士研究生招生

资格，叶德信等 20 位教师具有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另外，根据学

校相关文件规定，同意增列胡冰等 14 位教师具有博士研究生招生资

格，汤斯亮等 7 位教师具有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现予以公

布。 

 

一、具有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人员名单（47 人） 

1. 经学部学位委员会讨论，新增具有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的教师名

单 

序号 教师 院系 学科 

1 邱建荣 光电学院 光学工程 

2 刘雪明 光电学院 光学工程 

3 金毅 光电学院 光学工程 

4 郝然 信电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5 张培勇 信电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6 郁发新 航空航天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7 应迪清 航空航天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8 单杭冠 信电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9 赵志峰 信电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0 李春光 信电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1 刘英 信电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2 赵民建 信电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13 孙优贤 控制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14 陈积明 控制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15 程鹏 控制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16 冯冬芹 控制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17 贺诗波 控制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18 刘兴高 控制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19 倪东 控制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20 王文海 控制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工程（电子与信息） 

21 胡瑞芬 控制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22 鲁仁全 控制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23 黄文君 控制学院 工程（电子与信息） 

24 张泉灵 控制学院 工程（电子与信息） 

25 汤斯亮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6 车录锋 生仪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27 何宏建 生仪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28 张孝通 求是高等研究院 生物医学工程 

29 陈卫东 求是高等研究院 生物医学工程 

30 刘华锋 光电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31 钱大宏 转化医学研究院 生物医学工程 

32 牛田野 转化医学研究院 生物医学工程 

33 王书崎 转化医学研究院 生物医学工程 



2. 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规定，新增具有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的教师名

单 

序号 教师 院系 学科 备注 

1 William 
lreland 

信电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外专千人 

2 胡冰 信电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求是青年考核优秀 

3 胡海岚 求是高等研究院 生物医学工程 人才引进 

4 宋雪梅 求是高等研究院 生物医学工程 人才引进 

5 张孝通 求是高等研究院 生物医学工程 

电子科学与技术 
人才引进 

6 杨旸 光电学院 光学工程 “百人计划”研究员 

7 许威威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百人计划”研究员 

8 江大伟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百人计划”研究员 

9 卓成 信电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百人计划”研究员 

10 余显斌 信电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百人计划”研究员 

11 陈焰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国家千人计划创新长期”教授 

12 项志宇 信电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正常职称评审 

13 张琳 生仪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正常职称评审 

14 张彩妮 

 

先进技术研究院 光学工程 正常职称评审 

二、具有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人员名单（27 人） 

1. 经学部学位委员会讨论，新增具有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的教师名

单 

序号 教师 院系 学科 

1 叶德信 信电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2 张帆 信电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 黄正亮 航空航天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4 王志宇 航空航天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5 陈志坚 信电学院 工程-集成电路工程 



6 戚伟 浙大城市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7 赵胜颕 浙大城市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8 高广春 浙大城市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9 王一刚 宁波理工学院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10 刘之涛 控制学院 工程-控制工程 

11 肖铎 城市学院 工程-控制工程 

12 陶吉利 宁波理工 工程-控制工程 

13 于欣 宁波理工 工程-控制工程 

14 卜凯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 高艺 计算机学院 工程（软件工程） 

16 吴剑钟 城市学院 工程（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 

17 魏金岭 城市学院 工程（计算机技术） 

18 宋宏伟 国际设计研究院 工程（工业设计工程） 

19 谢立 生仪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20 马振国 生仪学院 工程-仪器仪表工程 

2. 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规定，新增具有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的教师名

单 

序号 教师 院系 学科 备注 

1 汤斯亮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正常职称评审 

2 夏莹杰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正常职称评审 

3 何宏建 生仪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正常职称评审 

4 马振国 先进技术研究院 工程（仪器仪表工程） 正常职称评审 

5 王春晖 先进技术研究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正常职称评审 

6 刘亚波 先进技术研究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正常职称评审 

7 周一览 先进技术研究院 光学工程 正常职称评审 

 

 

信 息 学 部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主题词：研究生招生资格  教师名单  通知 

送：研究生院 

发：各院系  

浙江大学信息学部办公室                     2016 年 7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