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浙江大学争创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 2021 年拟资助名单 

 

序号 学生姓名 学生学号 导师姓名 所在学院/系 一级学科名称 

1 徐  焕 11604048 胡可先 人文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2 闫  丽 11704067 刘进宝 人文学院 中国史 

3 熊笠地 11805019 何莲珍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4 阎建伟 11805002 刘海涛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5 孙梦如 11623008 吴  赟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新闻传播学 

6 李佳瑞 11723009 韦  路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新闻传播学 

7 房  超 11701032 马述忠 经济学院 应用经济学 

8 肖  洒 11802027 郑春燕 光华法学院 法学 

9 徐冰娜 11703012 阚  阅 教育学院 教育学 

10 付亚男 11620009 吴晓波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11 于艺凝 11720011 汪  蕾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 卢圣华 11722052 汪  晖 公共管理学院 管理学 

13 郑淋议 11722011 钱文荣 公共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14 皇甫鑫 11722024 陈国权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 

15 尹  健 11933004 刘同舫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6 程少哲 11839001 周吉帆 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心理学 

17 曹  杰  11935001 王晓光 数学学院 数学 

18 程  满  12036013 郑  毅 物理学系 物理 



序号 学生姓名 学生学号 导师姓名 所在学院/系 一级学科名称 

19 贺炎炎  11736041 
朱诗尧 

张俊香 
物理学系 物理 

20 畅  丹 11629012 高  超 化学系 化学 

21 金  良 12037015 史炳锋 化学系 化学 

22 陶卫健 11737058 朱海明 化学系 化学 

23 周长江 11838029 夏江海 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学 

24 金旭晨 11838021 潘德炉 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学 

25 杨  洋 11625045 杨华勇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26 唐  威  11825084 邹  俊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27 王  越 11725018 梅德庆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28 裴继琰 11726047 钱国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29 汪建立  11726038 韩伟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30 章超波 12027007 赵  阳 能源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

物理 

31 龚碧瑶 11727027 

岑可法 

薄  拯 

夏新辉 

能源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

物理 

32 杨  晓 11727031 

程  军 

岑可法 

刘建忠 

能源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

物理 

33 朱加贝 11710039 吴立建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34 胡  彬 11810031 年  珩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35 董  伟 11910012 杨  强 电气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6 芮圣洁  11712026 
王立忠 

国  振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37 周文杰 11712027 
王立忠 

国  振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38 夏  鹏 11612018 
陈云敏 

周燕国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序号 学生姓名 学生学号 导师姓名 所在学院/系 一级学科名称 

39 张魏栋  12028015 陆盈盈 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40 茅安然 11728009 柏  浩 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41 陈英杰 11624006 陈伟球 航空航天学院 力学 

42 冯  哲  11930004 钱  骏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43 许培臻 11630034 童利民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44 赵  磊 12030001 白  剑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45 陶  琴 11731054 钟财军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46 任金科 11731048 余官定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47 王静波 12032019 宋执环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48 周志斌 12021008 孙凌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设计学 

49 郝韵致 11821010 王新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0 屠婷婷 11715032 叶学松 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51 谭加兴  11707074 朱永群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学 

52 徐  晨 11807115 郑绍建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学 

53 张霖霖 11807024 刘建祥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学 

54 李逊甲 11913022 平建峰 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 农业工程 

55 李永璐 11913046 余  挺 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56 石凌栋 12014015 赵和平 环境与资源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57 赵侃侃 11814061 
Phil C. 

Brooks 
环境与资源学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 

58 陈洪瑜 11716031 樊龙江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作物学 

59 胡超轶 11716049 喻景权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园艺学 

60 唐  彧 12017006 刘广绪 动物科学科院 畜牧学 



序号 学生姓名 学生学号 导师姓名 所在学院/系 一级学科名称 

61 董一言 11618023 胡海岚 医学院 生物学 

62 林  杉 11618024 李晓明 医学院 生物学 

63 范翠英 11618025 罗建红 医学院 生物学 

64 郑军强 11618027 徐  晗 医学院 生物学 

65 邱礼耀 11718019 高志华 医学院 生物学 

66 张超逸 11718022 胡海岚 医学院 生物学 

67 范文露 11718044 戈万忠 医学院 生物学 

68 田园园 11818302 徐  晗 医学院 生物学 

69 吴  澄 11818308 杨小杭 医学院 生物学 

70 王  宁 11818330 王晓健 医学院 基础医学 

71 章增杰 11918341 叶招明 医学院 临床医学 

72 王淑玥 11718212 张敏鸣 医学院 临床医学 

73 吴奕征 11718218 范顺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74 黄若琼 11818363 舒  强 医学院 临床医学 

75 陈佳欣 11918429 宋章法 医学院 临床医学 

76 李娜雨 11734038 徐志伟  海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77 周航海 12034016 章春芳  海洋学院 海洋技术与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