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生殖健康及重大出生缺陷防控研究” 

重点专项（增补任务）2018 年度项目 

视频答辩评审专家名单 
（按按系统抽取顺序排序排序） 

 

指南方向：3.1.1 “生殖细胞发生障碍与生育力重塑” 

3.1.2 “生殖器官功能障碍与生育力重塑” 

序号 姓 名 职称 工作单位 

1 周灿权 教授 中山大学 

2 俞超芹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3 丁辉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4 许沈华 研究员 浙江省肿瘤医院 

5 邱小波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6 李碧春 教授 扬州大学 

7 王佳 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 

8 裴秀英 教授 宁夏医科大学 

9 程玲 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10 丁岩 教授 新疆医科大学 

11 郑鹏生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12 高建明 教授 北京农学院 

13 洪新如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14 陆凤花 研究员 广西大学 

15 卿国良 教授 武汉大学 

16 陈勇彬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指南方向：2.7“胎盘形成的分子机制” 



2.9“母胎界面分子事件与病理妊娠” 

2.11“分娩启动和早产机理与干预” 

序号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1 徐智策 教授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 况海斌 教授 南昌大学 

3 戚其玮 主任医师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4 王凤英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5 朱  辉 教授 哈尔滨医科大学 

6 李雪玲 研究员 内蒙古大学 

7 吴  勇 

（研究员

级、教授

级）高工 

宁波海尔施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8 黄欲晓 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9 刘翠青 教授 三亚市人民医院 

10 张宏秀 主任医师 南京医科大学 

11 庞丽红 主任医师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2 颜卫华 研究员 温州医科大学 

13 李凌松 教授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14 赵旭东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15 辛  虹 教授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指南方向：2.5“免疫对配子发生和胚胎发育的影响” 

2.6“植入前胚胎发育的调控网络” 

3.2.1 “辅助生殖的遗传安全性研究” 

3.2.2 “辅助生殖的表观遗传安全性研究” 

序号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1 张学红 教授 兰州大学 



2 何爱彬 研究员 北京大学 

3 刘忠华 教授 东北农业大学 

4 马琳 教授 中山大学 

5 王怀秀 主任医师 山西省人民医院 

6 马远方 教授 河南大学 

7 宋殿荣 教授 天津中医药大学 

8 邹晖 

高工（研

究员级、

教授级） 

东莞凡恩世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9 刘宝华 教授 深圳大学 

10 张清炯 教授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11 邓伟民 主任医师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12 李铮 主任医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13 余细勇 教授 广东省人民医院 

14 王艺磊 教授 集美大学 

15 董杰 主任医师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指南方向：2.2 “生殖细胞染色体行为的分子调控” 

2.3.1 “精子发生的调节” 

2.3.2 “精子成熟的微环境影响” 

序号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1 赵升田 主任医师 山东中医药大学 

2 曹云霞 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 张贵学 教授 东北农业大学 

4 王树玉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5 刘兴国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6 孙前文 研究员 清华大学 

7 温绍君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 

8 陈瑞 教授 东南大学 

9 何援利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 

10 张君 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11 明蕾 主任医师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2 王惠萱 主任技师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13 兰风华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14 张新 主任医师 辽宁省肿瘤医院 

15 黄国宁 主任医师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 

 

指南方向：2.1“原始生殖细胞的命运决定、迁移和归巢机制” 

2.4.1 “原始卵泡库的形成、维持与激活” 

2.4.2 “雌性生殖细胞成熟的微环境影响” 

2.10 “获得性性状的生殖传递机制” 

序号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1 马燕琳 教授 海南医学院 

2 郭志刚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3 薛志宏 研究员 四川大学 

4 张  欣 教授 天津智特安达科技有限公司 

5 周天华 教授 浙江大学 

6 吴旭东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 

7 陈  川 主任医师 上海中医药大学 

8 戴雁峰 教授 内蒙古大学 

9 贾婵维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10 李建远 研究员 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 

11 郑  英 教授 扬州大学 

12 张翠莲 主任医师 河南省人民医院 

13 刘海军 研究员 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 

14 孙兆贵 研究员 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15 庄志雄 教授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指南方向：1.1“排卵异常的发生机制及临床干预” 

2.8.1“环境因素对生殖细胞的影响” 

2.8.2“环境因素对胚胎发育的影响” 

序号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1 丛慧芳 主任医师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 郭军巧 主任医师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 徐湘民 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 

4 周莉 研究员 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5 连方 教授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6 王禾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 金莉萍 教授 同济大学 

8 蒋义国 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 

9 雷贞武 教授 成都中医药大学 

10 石德顺 研究员 广西大学 

11 贺佳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12 熊波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 

13 张治芬 教授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4 曹贵方 教授 内蒙古农业大学 



15 黄晓武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