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大学信息学部文件 

信息学部发[2018]006 号 

            

关于公布唐龙华等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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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研究生招生资格工作的通知》规定，经各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初

审，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同意唐龙华等 42 位教师具有博士研

究生招生资格，陈跃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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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马耀光等 16 位教师具有博士研究生招

生资格。现予以公布。 

一、 具有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人员名单（42 人） 

序

号 
教师 单位 

招生

资格 
学科 备注 

1 唐龙华 光电学院 博士 光学工程   

2 杨柳 光电学院 博士 
光学工程 

工程（电子与信息） 
  

3 王立强 光电学院 博士 
光学工程 

工程（电子与信息） 
  

4 陈惠芳 信电学院 博士 
信息与通信工程 

工程（电子与信息） 
  

5 刘而云 信电学院 博士 
信息与通信工程 

工程（电子与信息） 
  

6 叶德信 信电学院 博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7 叶志 信电学院 博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程（电子与信息） 

8 张帆 信电学院 博士 网络空间安全   

9 史治国 信电学院 博士 网络空间安全   

10 刘之涛 控制学院 博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11 金晓明 控制学院 博士 工程（电子与信息）   

12 王锐 计算机学院 博士 网络空间安全   

13 黄劲 计算机学院 博士 网络空间安全   

14 钱徽 计算机学院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 伍赛 计算机学院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 张克俊 计算机学院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 周亚金 计算机学院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 杨小虎 计算机学院 博士 工程（电子与信息）   

19 张三元 计算机学院 博士 设计学   

20 刘济全 生仪学院 博士 
生物医学工程 

工程（电子与信息） 
  

21 宋开臣 航空航天学院 博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22 郑荣濠 电气学院 博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程（电子与信息） 
  

23 于淼 电气学院 博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程（电子与信息） 
  

24 王华萍 海洋学院 博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25 欧阳宏伟 
医学院基础医学

系 
博士 生物医学工程   

26 高长有 
高分子科学与工

程学系 
博士 生物医学工程   

27 蒙涛 先进技术研究院 博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程（电子与信息） 
  

28 
Anna wang 

Roe 
求是高等研究院 博士 

光学工程 

工程（电子与信息） 
  

29 
Hisashi 

Tanigawa 
求是高等研究院 博士 生物医学工程   

30 白瑞良 求是高等研究院 博士 生物医学工程   

31 李艳君 城市学院 博士 工程（电子与信息）   

32 殷锐 城市学院 博士 工程（电子与信息）   

33 沈昌祥 控制学院 博士 网络空间安全 兼职教授 

34 张紫阳 光电学院 博士 光学工程 兼职教授 

35 
Rui 

Q.Yang 
光电学院 博士 

光学工程 

工程（电子与信息） 
兼职教授 



36 
Guo 

Dongbai  
计算机学院 博士 工程（电子与信息） 兼职教授 

37 
Jingren 

Zhou 
计算机学院 博士 工程（电子与信息） 兼职教授 

38 王刚 计算机学院 博士 工程（电子与信息） 兼职教授 

39 华先胜  计算机学院 博士 工程（电子与信息） 兼职教授 

40 潘爱民 计算机学院 博士 工程（电子与信息） 兼职教授 

41 任小枫 计算机学院 博士 工程（电子与信息） 兼职教授 

42 司罗 计算机学院 博士 工程（电子与信息） 兼职教授 

二、具有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人员名单（20 人） 

序号 教师 单位 
招生

资格 
学科 

1 陈跃庭 光电学院 硕士 光学工程 

2 屈万园 信电学院 硕士 工程（集成电路工程） 

3 程然 信电学院 硕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4 郑斌 信电学院 硕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5 张婷 信电学院 硕士 
信息与通信工程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6 夏明俊 信电学院 硕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工程（集成电路工程） 

7 喻洁 控制学院 硕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8 施一明 控制学院 硕士 工程（控制工程） 

9 杨洋 计算机学院 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 姚琤 计算机学院 硕士 工程（软件工程） 

11 徐雯洁 计算机学院 硕士 设计学 

12 厉向东 计算机学院 硕士 
设计学 

工程（工业设计工程） 

13 邢钱舰 生仪学院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工程（仪器仪表工程） 

14 陈华 航空航天学院 硕士 空天信息技术 

15 杨波威 航空航天学院 硕士 空天信息技术 

16 王文睿 航空航天学院 硕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17 莫炯炯 航空航天学院 硕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18 喻平 宁波理工学院 硕士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19 文世挺 宁波理工学院 硕士 工程（计算机技术） 

20 蔡卫明 宁波理工学院 硕士 工程（控制工程） 

三、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规定，新增具有研究生招生资格的教师名单（16

人） 

序号 教师 单位 
招生

资格 
学科 

1 马耀光 光电学院 博士 光学工程 

2 狄大卫 光电学院 博士 光学工程 

3 
Ribierre 

Jean-charles 
光电学院 博士 光学工程 

4 沙威 信电学院 博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5 赵松睿 信电学院 博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6 高飞 信电学院 博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7 赵博 信电学院 博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8 林宏焘 信电学院 博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9 高翔 信电学院 博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10 刘安 信电学院 博士 信息与通信工程 

11 周亚金 计算机学院 博士 网络空间安全 

12 周晓巍 计算机学院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 张祎 生仪学院 博士 生物医学工程 

14 孙煜 生仪学院 博士 生物医学工程 

15 吴丹 生仪学院 博士 生物医学工程 

16 
Whitfield 

Diffie 

网络空间安全

研究中心 
博士 网络空间安全 

 

 

 

                                     信 息 学 部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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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