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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郭欣等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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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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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郭欣等 16 位教师具有博士研究

生招生资格，佘玄等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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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吴仍茂等 10 位教师具有博士研究生招生

资格，雷鸣等 2 位教师具有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现予以公布。 

 

一、经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新增具有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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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欣 光电学院 博士 光学工程 

2 李鹏 光电学院 博士 光学工程 

3 张帆 信电学院 博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程（电子与信息） 

4 徐明生 信电学院 博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程（电子与信息） 



5 车录锋 生仪学院 博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程（电子与信息） 

6 宋执环 控制学院 博士 网络空间安全 

7 赵春晖 控制学院 博士 网络空间安全 

8 刘之涛 控制学院 博士 网络空间安全 
工程（电子与信息） 

9 张宇 控制学院 博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程（电子与信息） 

10 王新宇 计算机学院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11 吴鸿智 计算机学院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 赵洲 计算机学院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 周泓 生仪学院 博士 生物医学工程 
工程（电子与信息） 

14 王志宇 航空航天学院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 郑能干 求是高等研究院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 高利霞 求是高等研究院 博士 工程（电子与信息） 

二、经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新增具有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的教

师名单（24 人） 

序号 教师 单位 招生资格 学科 

1 佘玄 光电学院 硕士 工程（光学工程） 

2 曹臻 信电学院 硕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3 陈冰 信电学院 硕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4 李英明 信电学院 硕士 信息与通信工程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5 任沁源 控制学院 硕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程（控制工程） 



6 潘再生 控制学院 硕士 工程（控制工程） 

7 鲁伟明 计算机学院 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 廖子承 计算机学院 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 陈实 计算机学院 硕士 设计学 
工程（工业设计工程） 

10 姚琤 计算机学院 硕士 工程（工业设计工程） 

11 李红 计算机学院 硕士 工程（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 

12 夏鑫 计算机学院 硕士 工程（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 

13 梁秀波 软件学院 硕士 工程（软件工程） 

14 尹巍巍 生仪学院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15 于淼 电气学院 硕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16 莫炯炯 航空航天学院 硕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 宋开臣 航空航天学院 硕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工程（控制工程） 

18 潘树文 城市学院 硕士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19 夏顺仁 城市学院 硕士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20 韩志科 城市学院 硕士 工程（计算机技术） 

21 陈宏波 宁波理工学院 硕士 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 

22 叶凌箭 宁波理工学院 硕士 工程（控制工程） 

23 杨建华 先进技术研究院 硕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24 马振国 先进技术研究院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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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 

序号 教师 单位 招生资格 学科 

1 吴仍茂 光电学院 博士 光学工程 

2 李林军 光电学院 博士 光学工程 

3 金潮渊 信电学院 博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4 黄科杰 信电学院 博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5 储涛 信电学院 博士 电子科学与技术 

6 陈晓明 信电学院 博士 信息与通信工程 

7 吴均峰 控制学院 博士 控制科学与工程 

8 郑友怡 计算机学院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 任奎 计算机学院 博士 网络空间安全 

10 高利霞 生仪学院 博士 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学 

11 雷鸣 先进技术研究院 硕士 信息与通信工程 

12 陈侃 先进技术研究院 硕士 光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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