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医科大学 2017 年 9 月博士、硕士学位

授予名单公示 
 

 

 

经南方医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同意授予下列人员（见具体名单）

相应学位。现将我校 2017 年 9 月授予博士、硕士学位人员名单在网上公布，自

公布之日开始进入异议期（2017 年 9 月 27 日—2017 年 10 月 11 日）。 对公

示名单中的人员获得学位有异议者，请在异议期内以书面方式向我校学位办公室

提出异议（通信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北 1838 号 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北楼 9

楼学位科， 邮编：510515，电话：020-61648035）。提出异议的书面材料应包

括被异议者姓名、异议内容，支持异议的具体证据或科学依据，以及提出异议者

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地址、联系电话等（如需保密，请注明）。 

 

序

号 
姓名 专业 导师 学位论文题目 

所属学位分

委会 
学位类型 

1 马丽丽 
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 

丁彦青/

邓永键 

Prohibitin 极性变化驱动结直肠癌细胞

定向迁移 
基础 学术型博士 

2 杜艳丽 病原生物学 万成松 

多聚磷酸盐激酶 1 在肠出血型大肠

埃希菌 O157:H7 致病中的作用机制

研究 

公卫 学术型博士 

3 刘薇 动物学 顾为望 
利用 CRISPR/Cas9 基因修饰技术制备

PLCD1 基因敲除动物的实验研究 
基础 学术型博士 

4 马倩倩 儿科学 封志纯 
携带 Ang-1 基因的 BMSCs 共培养对 RSCs

分化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 
二临 学术型博士 

5 王洁 耳鼻咽喉科学 李湘平 
EBNA1 募集 Treg 细胞致鼻咽癌免疫逃

逸机制的研究 
一临 学术型博士 

6 狄乾乾 发育生物学 张译月 两种髓系缺陷斑马鱼模型的建立 基础 学术型博士 

7 刘玉东 妇产科学 陈士岭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卵巢颗粒细胞

lncRNA 表达谱及其调控功能的研究 
一临 学术型博士 

8 朱伟 
临床检验诊断

学 
富宁 

TCR 工程 T 细胞抗肝细胞癌及肿瘤疫苗

诱导的干细胞样记忆性 T 细胞的研究 
二临 学术型博士 

9 刘宇 内科学 侯金林 

慢性 HBV 感染病毒准种异质性研究及

利用基因编辑工具定点修饰 HBV ccc 

DNA 

一临 学术型博士 

10 王坤元 内科学 刘莉 

Pescadillo 核糖体合成因子 1（pes1）在

原发性肝细胞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

机制的初步探讨 

一临 学术型博士 

11 崔爽 内科学 侯凡凡 
利用对比超声技术检测肾脏灌注损伤预

测急性肾损伤慢性肾脏病进展 
一临 学术型博士 

12 邓钧 内科学 陈烨 二甲双胍在实验性结肠炎肠粘膜上皮屏 一临 学术型博士 



障中的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13 罗晓英 内科学 李旭 
醛固酮诱导小窝蛋白 1 相关性自噬促进

肝窦内皮细胞去窗孔化 
一临 学术型博士 

14 邹美圣 内科学 宾建平 
环状 RNA 在胸主动脉夹层的表达谱

及机制研究 
一临 学术型博士 

15 朱佳佳 神经病学 潘速跃 
多糖包被在大鼠窒息性心跳骤停/心肺复

苏模型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一临 学术型博士 

16 林嵩 神经生物学 高天明 

慢性刺激后星形胶质细胞来源 ATP 的功

能障碍损伤中间前额叶皮层区 GABA能传

递功能 

基础 学术型博士 

17 吴威 生理学 肖中举 
纯音和复合声在小鼠听皮层和海马的声

处理特性 
基础 学术型博士 

18 黄祖成 外科学 朱青安 
酮体代谢对急性脊髓挫伤的神经保护作

用及其机制的研究 
一临 学术型博士 

19 秦海林 外科学 马廉亭 
颅骨去骨瓣后颅内压变化的实验与临床

研究 
一临 学术型博士 

20 丁一 
微生物与生化

药学 
刘叔文 

穿心莲内酯对致死剂量甲型流感病毒感

染小鼠的保护作用 
药学 学术型博士 

21 拱梅芳 药理学 
徐江平、

张汉霆 

磷酸二酯酶-4 介导的信号通路在酒精依

赖中的调节作用 
药学 学术型博士 

22 黄小芳 
中西医结合临

床 
周迎春 

5-LOX 途径在补阳还五汤及其有效成分

芍药苷抗心肌细胞凋亡中的作用研究 
中医药 学术型博士 

23 朱震威 肿瘤学 姚开泰 
鼻咽癌干细胞的 3D培养及其转移亚群的

研究 
基础 学术型博士 

24 朱伶群 肿瘤学 姚开泰 
NOS1 抑制鼻咽癌自噬导致化疗耐药的

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基础 学术型博士 

25 夏机良 肿瘤学 湛凤凰 
药理浓度抗坏血酸诱导多发性骨髓瘤细

胞死亡的机制研究 
基础 学术型博士 

26 陈平姣 临床医学 曾抗 

一个表皮松解性角化过度型鱼鳞病

家系致病基因（KRT10）及其功能的

研究 

一临 专业型博士 

27 王业杨 临床医学 金大地 
槲皮素调控 mTOR 信号通路激活自噬

修复大鼠急性脊髓损伤的实验研究 
三临 专业型博士 

28 王金华 临床医学 曾其毅 
醒脑静注射液对内毒素诱导脓毒症

大鼠模型心肌损伤的作用及机制 
二临 专业型博士 

29 刘慧恒 临床医学 苏  磊 
降钙素原 C-反应蛋白对不同菌种脓

毒症诊断价值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一临 专业型博士 

30 张  劼 临床医学 薛耀明 
2型糖尿病患者维生素D对胰岛素抵

抗及骨代谢的影响及可能的机制 
一临 专业型博士 

31 常  亮 临床医学 简志祥 
SIRT5 在肝细胞肝癌发生发展中的

作用研究 
二临 专业型博士 

32 项  薇 临床医学 潘速跃 脑梗死溶栓患者血浆 miRNA 的表达 一临 专业型博士 



变化及 let7i-5p对缺血后脑血管内皮

作用的研究 

33 吴小川 临床医学 尹庆水 

阿仑膦酸钠干预膝关节炎大鼠的

ColⅡ､MMP-13 及β-catenin 实验机

制研究 

一临 专业型博士 

34 张文浩 临床医学 王甲汉 

负压封闭引流联合肝素溶液灌洗对

兔烫伤合并海水浸泡创面病理学改

变的影像 

一临 专业型博士 

35 秦文娟 临床医学 陈龙华 
miR-124 抑制 iASPP/RelA/STAT3 通

路 
一临 专业型博士 

36 万鹏飞 
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 
李红卫 

稳定表达分泌型 Zika NS1 蛋白细胞株的

构建及细胞永生化的探索 
基础 学术型硕士 

37 邓月琴 耳鼻咽喉科学 李湘平 
舌扁桃体肥大与咽喉反流的相关性及初

步机制研究 
一临 学术型硕士 

38 王  悦 法医学 邱平明 
甲基苯丙胺诱导α-突触核蛋白磷酸化

致异常聚集的神经毒性机制研究 
基础 学术型硕士 

39 聂庆文 妇产科学 李红 
辅助生殖技术中枯萎卵的影响因素研究

及核型分析 
一临 学术型硕士 

40 马婵娟 口腔临床医学 轩东英 
汉族人群硬腭粘膜厚度测量研究及影响

因素分析 
一临 学术型硕士 

41 张睿佳 
劳动卫生与环

境卫生学 

马安德/

周枝凤 

儿童血浆及常见蔬菜中全氟化合物的暴

露水平研究 
公卫 学术型硕士 

42 陈倩梅 免疫学 胡志明 
ICOS 促进 Foxp3 转录增强调节性 T 细胞

的抑制功能 
基础 学术型硕士 

43 邹晓静 免疫学 裴雪涛  
小分子化合物调节多种细胞周期蛋白促

进巨核细胞的多倍体化 
基础 学术型硕士 

44 周  柔 内科学 邓红文 
运用 cFDR 的方法探索骨质疏松症和类

风湿性关节炎共同的遗传变异 
三临 学术型硕士 

45 张  慧 内科学 马世武 
HBV 相关慢加急肝衰竭患者血浆抗可溶

性肝抗原抗体的检测及意义 
一临 学术型硕士 

46 曾丽珊 内科学 陈烨 
分泌防御素 HD-5 的重组乳酸乳球菌对

溃疡性结肠炎治疗作用的研究 
一临 学术型硕士 

47 许可寒 内科学 姜泊 结直肠肿瘤黏膜的黏膜微生物分析研究 一临 学术型硕士 

48 蔡丽婷 内科学 智发朝 
β-arrestin2 对小鼠肠炎及上皮屏障功

能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一临 学术型硕士 

49 张佳令 
社会医学与卫

生事业管理 
马占军 我国医疗纠纷仲裁中的鉴定问题研究 人文社科类 学术型硕士 

50 谢泗芬 神经病学 王丽娟 
胰岛素抵抗与帕金森病的认知功能及其

影像学特点的相关性研究 
二临 学术型硕士 

51 崔书亭 生物医学工程 刘哲星 
基于体素的磁共振扩散张量图像分析研

究 
医工 学术型硕士 

52 冯穗滨 外科学 张学利 肝脏胆汁酸代谢在 Roux-en-Y 胃旁路术 三临 学术型硕士 



治疗 2 型糖尿病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53 张  翔 外科学 余斌 
利用生物膜细菌建立骨折术后内植物相

关骨髓炎动物模型 
一临 学术型硕士 

54 严  乐 外科学 漆松涛 颅脑创伤后水电解质紊乱的临床研究 一临 学术型硕士 

55 谢正元 外科学 张旺明 
UCA1 在髓母细胞瘤中的表达水平及调控

增殖迁移能力的研究 
二临 学术型硕士 

56 姜  卫 外科学 胡志奇 
成年鼠被毛毛乳头细胞分离方法的建立

及评价 
一临 学术型硕士 

57 李金州 药理学 郭丹 
苦参碱诱导 miR-199a-5p 抑制肝癌细胞

迁移和侵袭的作用研究 
药学 学术型硕士 

58 黄翠红 药物化学 朱秋华 
二氢吡咯类化合物的设计合成及其抗癌

活性与荧光性质的研究 
药学 学术型硕士 

59 伍  杨 
影像医学与核

医学 
王全师 

18F-FDG PET/CT 在 NK/T 细胞淋巴瘤中

的应用价值 
一临 学术型硕士 

60 曹鸿挺 应用生物学 吴英松 

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化学发光定量检

测试剂盒（HBcAb-CLIA）的研制及其临

床验证研究 

基础 学术型硕士 

61 黄  瑶 中药学 谭晓梅 
麻黄附子细辛汤抗过敏性鼻炎有效组分

组方的研究 
中医药 学术型硕士 

62 黄  智 儿科学 李春富 
NOPHO AML 2004 方案联合造血干细胞移

植治疗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临床研究 
一临 专业型硕士 

63 黄丽娟 儿科学 李丽华 
早产儿贫血及输血治疗对组织氧饱和度

及血压的影响 
二临 专业型硕士 

64 欧阳妮 儿科学 孙树梅 
秀丽隐杆线虫-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感染模型的建立 
一临 专业型硕士 

65 刘  珊 护理学 蔡文智 
ICF 通用组合在中国临床护理应用的多

中心研究 
护理 专业型硕士 

66 张禹念 护理学 翟惠敏 
广东省三甲综合医院急诊科健康工作环

境的现况调查 
护理 专业型硕士 

67 樊颖维 护理学 张立力 
中文版家庭韧性评估量表在癌症患者家

庭中的信效度研究及应用 
护理 专业型硕士 

68 赵倩倩 护理学 张立力 
肺癌患者心理弹性保护性因素的探索研

究 
护理 专业型硕士 

69 黄玉琴 
康复医学与理

疗学 
陈银海 

高压氧联合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对大

鼠脊髓损伤 NF-κB炎症信号通路的研究 
二临 专业型硕士 

70 梁仲朗 口腔医学 杨晓喻 
流体剪切力作用下阿司匹林对不同钛表

面成骨细胞 FAK 表达的影响 
一临 专业型硕士 

71 孙东瑾 临床病理学 申  洪 

P57、Ki67、PCNA 及 P63 免疫组化检测结

合 DNA 倍体分析及临床特征对葡萄胎的

鉴别诊断研究 

基础 专业型硕士 

72 支亦博 麻醉学 李伟彦 
大鼠前扣带回皮层中趋化因子ＣＸ３Ｘ

Ｌ１和ＣＣＬ２１对慢性病理性疼痛的
一临 专业型硕士 



影响 

73 罗  聪 麻醉学 秦再生 
右美托咪定对小鼠缺血性脑损伤后神经

元自噬的影响 
一临 专业型硕士 

74 严  笑 麻醉学 肖金仿 
开胸手术肺萎陷程度与犬早期肺损伤的

相关性研究 
一临 专业型硕士 

75 向晓红 内科学 章  俊 
晚期氧化蛋白产物调节自噬介导其对人

肾小管上皮细胞的损伤及其机制研究 
二临 专业型硕士 

76 朱超亚 内科学 邹和群 
八种常见致敏食物与膜性肾病发病关系

的初步探讨 
三临 专业型硕士 

77 陈新群 内科学 徐丽姝 

GLP-1 通过 TLR4/NF-κB 信号通路的介

导对大鼠非酒精性脂肪肝肝纤维化的影

响 

二临 专业型硕士 

78 钟超 内科学 吴保平 
LKB1 对 Peutz-Jeghers 综合征错构瘤及

胃肠上皮细胞 EMT 分子的调控研究 
一临 专业型硕士 

79 汪俏妹 内科学 肖  冰 
临床检验指标评估急性胰腺炎病情与预

后的应用与分析 
一临 专业型硕士 

80 冯丽芸 内科学 杨平珍 
两种射频导管消融术式治疗阵发性心房

颤动的回顾性分析 
二临 专业型硕士 

81 周勇军 内科学 江千里 
MagIC-TT 技术介导造血干/祖细胞靶向

植入骨髓对造血恢复的影响研究 
一临 专业型硕士 

82 黄松根 
皮肤病与性病

学 
周冼苡 

皮肤生理指标检测优选特应性皮炎润肤

剂的实验研究 
三临 专业型硕士 

83 高  倩 生物医学工程 詹长安 
高刺激率范式稳态视觉诱发电位产生机

制的初步研究 
医工 专业型硕士 

84 罗  丹 外科学 杨志军 
 阿维菌素抗胶质瘤作用及其相关机制

研究 
二临 专业型硕士 

85 凌  伟 外科学 王  钢 
应用三维重建技术比较不同性别髋臼后

柱内髂坐钢板置钉的安全性 
一临 专业型硕士 

86 姚  舜 外科学 靳安民 
低氧预处理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大

鼠脊髓损伤的研究 
二临 专业型硕士 

87 蔡扬科 外科学 杨国胜 
FBXW7 抑制肾癌细胞转移和上皮-间质转

化 
三临 专业型硕士 

88 肖  虎 外科学 张旺明 

选择性毁损脚桥被盖核（PPTg）类胆碱

能神经元对帕金森（PD）大鼠步态的影

响 

二临 专业型硕士 

89 王  强 外科学 张旺明 
 帕金森病异动症模型大鼠背外侧纹状

体和黑质网状部θ振荡脑网络研究 
二临 专业型硕士 

90 周  婕 外科学 齐向东 
先天耳廓畸形的无创矫正应用和畸形耳

廓三维数据库的构建 
一临 专业型硕士 

91 刘  晶 眼科学 白  浪 
角膜上皮细胞 TLR2 表达调控DC成熟的

实验研究 
一临 专业型硕士 

92 端木一博 影像医学与核成官迅 256iCT 对心肌桥-壁冠状动脉与冠脉粥 一临 专业型硕士 



医学 样硬化的相关性研究 

93 雷李智 
影像医学与核

医学 
许乙凯 

PI-RADS v2 联合 PSA 的 Logistic 回归模

型对前列腺癌的诊断意义 
一临 专业型硕士 

94 张作美 中医儿科学 吕  英 
从气一元论探讨自闭症社交障碍与阳明

的关系 
一临 专业型硕士 

95 赖妙玲 
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 
申洪 

胶质瘤中 LDHA和 IDH1 与 p53蛋白的关

系及意义 
基础 学术型硕士 

96 肖淑芳 妇产科学 钟梅 
三维超声胎盘体积测量早期预测重型 a-

地中海贫血的研究 
一临 学术型硕士 

97 林健达 麻醉学 秦再生 
加速康复外科理念术前口服液体对胃癌

患者全麻诱导的影响 
一临 学术型硕士 

98 白娜 免疫学 李红卫 

结合分枝杆菌 38KD 和 ESAT-6蛋白真核

表达载体的构建及其在 HEK 293T 中的分

泌性表达 

基础 学术型硕士 

99 施劭锋 内科学 薛耀明 
利拉鲁肽联合甘精胰岛素对新诊断 2 型

糖尿病疗效的观察 
一临 学术型硕士 

100 欧阳基鹏 神经病学 刘晓加 
不同剂量多柰哌齐联用奥氮平治疗阿尔

茨海默病的精神行为症状疗效对比 
一临 学术型硕士 

101 齐旻芳 细胞生物学 李明 
二甲双胍对实验免疫性前列腺小鼠的治

疗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基础 学术型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