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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信息学部文件 

信息学部发[2022] 005 号 

关于公布李奇等 139位教师具有研究生导师资格

的通知 

各院（系）： 

根据《关于做好 2023 年度研究生导师资格与招生资格申请审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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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审定，同意李奇等 57 位教师具有博士研究生导师

资格，康哲等 39 位教师具有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另外，根据学校

相关文件规定，同意张运炎等 10 位教师具有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

经信息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吴汉明等 26 位教师具有集成电路

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生导师资格，竺红卫等 7 位教师具有集成电路科

学与工程学科硕士生导师资格。现予以公布。 

一、 具有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人员名单（57 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学科 

1 李奇 光电学院 光学工程 

2 程潇羽 光电学院 光学工程 

3 郭敬书 光电学院 光学工程 

4 陈跃庭 光电学院 光学工程 

5 张登伟 光电学院 光学工程 

6 刘波 之江实验室（光电学院兼聘） 光学工程 

7 朱闻韬 之江实验室（光电学院兼聘） 光学工程  

8 马蔚 信电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9 林星 信电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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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马志鹏 航空航天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1 郑旭东 航空航天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2 彭亮 城市学院（信电学院兼聘） 电子科学与技术 

13 高峰 
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信电学院兼

聘） 
电子科学与技术 

14 马建国 
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微纳电子学

院兼聘） 
电子科学与技术 

15 于云龙 信电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6 廖依伊 信电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17 张萌 ZJUI 信息与通信工程 

18 赵志峰 之江实验室（信电学院兼聘） 信息与通信工程 

19 张宏纲 之江实验室（信电学院兼聘） 信息与通信工程 

20 赵明敏 信电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网络空间安全 

21 李荣鹏 信电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22 吴磊 计算机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23 顾超杰 控制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24 喻洁 控制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25 姜伟 控制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26 金伟 控制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27 朱强远 控制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28 张新民 控制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29 朱阳 控制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0 赵成成 控制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1 唐晓宇 控制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2 董山玲 电气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3 杨程 城市学院（计算机学院兼聘） 设计学 

34 厉向东 计算机学院 设计学 

35 陈焰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36 黄劲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37 张秉晟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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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章敏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39 蔡铭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40 王跃明 求是高等研究院 软件工程 

41 李纪为 计算机学院 人工智能 

42 林芃 计算机学院 人工智能 

43 王则可 计算机学院 人工智能 

44 郑乾 计算机学院 人工智能 

45 郑小林 计算机学院 人工智能 

46 祁玉 脑与脑机融合前沿科学中心 人工智能 

47 万志远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48 邢卫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 

49 邹强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50 伍赛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 

51 陈红阳 之江实验室（计算机学院兼聘）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2 刘哲 之江实验室（计算机学院兼聘）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3 姚林 脑与脑机融合前沿科学中心 
软件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54 郑能干 求是高等研究院 生物医学工程 

55 梁波 生仪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56 王镝 生仪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57 施钧辉 生仪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二、 具有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人员名单（39 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学科 

1 康哲 宁波科创中心（光电学院兼聘） 光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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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跃明 之江实验室（光电学院兼聘） 光学工程 

3 金日成 信电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4 李钧颖 信电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5 李达 信电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6 陈伟 先进技术研究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7 任堃 微纳电子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8 王佩剑 
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微纳电子学

院兼聘） 
电子科学与技术 

9 许凯 
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微纳电子学

院兼聘） 
电子科学与技术 

10 汪华 
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微纳电子学

院兼聘） 
电子科学与技术 

11 张亦舒 
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微纳电子学

院兼聘） 
电子科学与技术 

12 薛飞 
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微纳电子学

院兼聘） 
电子科学与技术 

13 阮伟 控制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4 曹雨齐 控制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5 顾超杰 控制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6 赵斐 控制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7 李亮 控制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8 朱秋国 控制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9 夏杨红 电气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20 闫琛 先进技术研究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21 李贞辉 先进技术研究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22 杨捷 先进技术研究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23 陶冶 城市学院（计算机学院兼聘） 设计学 

24 赵莎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5 马德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6 张微 软件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7 尚永衡 先进技术研究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8 万志国 之江实验室（计算机学院兼聘）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9 夏莹杰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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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毛玉仁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31 丁尧相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 

32 刘忠鑫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33 赵磊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 

34 陈超超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 

35 张犁 先进技术研究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 

36 张强 
杭州国际科创中心（计算机学院

兼聘）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工智能 

37 郝耀耀 计算机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38 孙兴林 先进技术研究院 生物医学工程 

39 罗威 生仪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三、 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规定，新增具有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人员名

单（10 人） 

序号 姓名 学院 一级学科 

1 张运炎 微纳电子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2 李晨晖 信电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3 李硕 控制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4 林励 生仪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5 陈昊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 祁玉 脑与脑机融合前沿科学中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 沈浩頲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空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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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坤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空间安全 

9 王海帅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 

10 郑乾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电子信息 

四、 经信息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新增具有集成电路科学与工

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人员名单（26 人） 

序号 姓名 学院 一级学科 

1 吴汉明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2 马建国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3 程志渊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4 张睿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5 汪涛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6 陈冰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7 程然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8 薛国标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9 张运炎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10 俞滨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11 徐杨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12 徐明生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13 赵昱达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14 郭芸帆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15 丁勇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16 高翔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17 何乐年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18 黄凯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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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虞小鹏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20 罗宇轩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21 谭年熊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22 张培勇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23 赵博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24 朱晓雷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25 屈万园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26 宋爽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五、 经信息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新增具有集成电路科学与工

程学科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人员名单（7 人） 

序号 姓名 学院 一级学科 

1 竺红卫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2 任堃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3 张亦舒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4 许凯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5 王佩剑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6 薛飞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7 汪华 微纳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信 息 学 部 

                                 2022 年 7 月 12 日 

主题词：研究生导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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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