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医学院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简介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1. 任甫，男，1970 年出生，医学博士，二

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沈阳医学院校长，辽

宁省人类表型组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协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Anthropologia

terminology group member of Federative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for Anatomical

Terminology（FIPAT，国际解剖学工作者联合会

人类学名词术语委员会委员）；中国解剖学会人类学分会主任委员、体质调查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解剖学报》、《解剖学杂志》编委；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辽宁省特聘教授，第九届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辽宁省第三批百千万人

才工程（百人层次）。1993 年本科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学专业；1999 年硕士

毕业于锦州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专业；2005 年博士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人体解

剖学专业；2010 年于沈阳药科大学博士后出站。2008 年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

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访问学者 1 年，2017 年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到美国迈

阿密大学做访问学者 6个月。长期从事人类学研究，在人类表型组、法医人类学、

体质人类学、分子人类学等领域都进行了有特色的研究。主持的科研项目代表了

国内本领域的前沿水平，发表国内外论文 80 多篇，参编著作 9 部，参加境外国

际学术会议 3次，报告论文 4篇。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 1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项、面上项目 3

项；主持教育部科技基金 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及一等资助项

目各 1项、辽宁省各类基金科研项目多项。获得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三

等奖 1 项；辽宁省教学成果三等奖 1 项；锦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已培养

毕业研究生 31 名，现有在读研究生 9名。联系 Email：rf@symc.edu.cn

mailto:rf@symc.edu.cn


2. 王效杰，女，1961 年出生，三级教授，所属二级学

科/领域：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人体解剖学。人体解剖

与组织胚胎学学科带头人。2007 年于吉林大学获得人体解

剖与组织胚胎学硕士学位。荣誉称号：辽宁省教学名师、

沈阳市名教师、沈阳市拔尖人才、辽宁好人·最美人物、

沈阳市五一巾帼十佳标兵。现任辽宁省解剖学会常务理事。

先后主持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2项，沈阳市科技局项目 1项，校级科研项目 5项，

目前参与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5项。获辽宁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

辽宁省省级精品课“系统解剖学”第一主讲人，辽宁省一流课程“系统解剖学”

主持人主编、副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 15 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3 篇。研究方向：干细胞修复器官缺损及肿瘤机制

研究。

3. 丁晓慧，女，1971 年出生，教授。所属二级学科

/领域：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组织胚胎学。2005 年于

日本三重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荣誉称号（沈阳市教学

名师）。目前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项目 1项，参与省市课题

3项。主编、参编规划教材 5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

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6篇，国家级核心

期刊论文 2篇。研究方向：心、脑缺血性疾病研究。

4. 邢雪松，男，1973 年出生，教授。所属二级学科/

领域：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人体解剖学。2007 年于中

国医科大学获得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2017 年中国医科大

学临床医学博士后。辽宁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主持省市

级科研课题 6项，参与多项国家、省、市课题。主持省市

级教改课题 9项。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1项，参与

省重点研发项目 1项。获辽宁省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1项。

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二十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3篇。研究方向：



缺血性脑损伤及其神经干细胞修复机制的研究。

5. 师秀艳，女，1972 年出生，副教授，沈阳医学院基

础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教师。所属二级学

科：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2013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细

胞生物学博士学位。现任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理事，沈阳市

医学会医学遗传学分会委员。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

论文 10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 篇。研究方向：先天性出

生缺陷疾病基因突变筛查和致病机制研究。

6. 张量，女，1970 年出生，教授，沈阳医学院基础医

学院教务科科长。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学科。2004 年于

中国医科大学获得生理学硕士学位。荣获辽宁省教学名师、

沈阳市优秀教师、沈阳市高校优秀教师、沈阳市优秀研究

生管理干部等荣誉称号。现任辽宁省生物技术协会常务理

事、辽宁省康复医学会听力语言专业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

务。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1项，参与省市课题 3项。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三

等奖 1 项；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二、三等奖各 1 项；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项。出版学术著作 3部，主编、副主编、参编规划教材

17 部。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2 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

术论文 1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篇。研究方向：中枢源性发热治疗的研究。

7. 隋璐，女，1970 年出生，教授，沈阳医学院基础医

学院病理生理教研室教师。所属二级学科：人体解剖与组

织胚胎学。2001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内科学硕士学位。

现任辽宁省认知科学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目前主持辽

宁省科技厅项目 1 项，辽宁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1项，沈阳

市科技局项目 1 项。参与国家级课题 2 项。获辽宁省教学



成果二等奖 1项。参编规划教材 3部。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5篇，

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篇。

8. 王正东，男，1977 年出生，副教授。人体解剖学教

研室副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域：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人体解剖学。2012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遗传学博士学

位。2017 年获得沈阳医学院资助公派赴美国纽约大学医学

院环境医学部访学一年。人体解剖学学术带头人。2018 年

获得沈阳医学院科技创新优秀指导教师。现任辽宁省细胞

生物学学会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目前主

持辽宁省教育厅课题 1 项；主持或参与省、市以及学院科研课题 7 项。参与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指导 7项辽宁

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省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1

项。主编、参编规划教材 3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篇。研究方向：神经与肌肉损伤的分子机制。

9. 王忠华，女，1979 年出生，副教授，沈阳医学院基

础医学院组胚教研室副主任。所属二级学科：人体解剖与

组织胚胎学。2012 年于日本名古屋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2018 年于北部战区总医院完成博士后科研工作。现任辽宁

省营养师协会常务理事。曾主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项

目 1 项，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一等面上项目 1 项，辽宁省

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参与省课题 3 项。主持省市教改

项目 2项，参与省市教改项目 2项。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三等奖 1项。参

编学术著作 3 部，参编规划教材 1 部。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国内外学术期刊论文 6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5

篇。研究方向：MMP 对肌少症影响的研究。



10. 解辉，女，1982 年出生，副教授，沈阳医学院基

础医学院组织胚胎学教研室教师。所属二级学科：人体解

剖与组织胚胎学。2011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生理学博士

学位。2017.09-2018.09 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神经外

科实验室访问学习。先后主持辽宁省博士启动基金项目 1

项；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 项；辽宁省自然科

学基金指导计划项目 1项。参编学术著作 1部、规划教材 2

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6 篇，SCI 收录论文 7 篇。获辽宁省百

千万人才工程“万层次”人选。获辽宁省和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三等奖”

各 1项。研究方向：脑胶质瘤、脑缺血、脑损伤的相关基础研究。

11. 王白石，男，1984 年出生，副教授，副主任法医

师。所属二级学科/领域：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生物信

息学。2015 年于郑州大学获得生物信息学专业博士学位。

截至目前，主持、参与国家级、部级和市级项目 11 项。

获得了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项，公安部物证鉴定

中心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2项。参编著作 1部，获国家发

明专利 1项。共发表论文 20 篇，其中 SCI 源刊 11 篇，中

文核心文章 9篇。制定公安部行业标准 1项，修订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技术方法

2项。研究方向：基于 GWAS 分析的高原人群表型组学研究。

12. 解玲，女，1978 年出生，副教授，沈阳医学院基础

医学院解剖教研室教师。所属二级学科/领域：人体解剖与组

织胚胎学专业/人体解剖学。2012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人

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博士学位。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

金 1项，参与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3项、省课题 3项。参

编规划教材 1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4篇，

其中 SCI 收录论文 2篇。研究方向：神经退行性变机制及治疗。



13. 谢菊华，女，1983 年出生，副教授，沈阳医学院

基础医学院组织学与胚胎学教研室教师。所属二级学科/

领域：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专业/组织胚胎学。2015 年

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人体解剖学与组织学与胚胎学博士

学位。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1项，主持市课题 1项。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8篇，其中 SCI 收录论

文 5篇。研究方向：应激对心脑血管的损伤及机制研究；

高血压等常见心血管疾病发病机制研究。



沈阳医学院基础医学校外兼职

硕士研究生导师简介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1. 张立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学部创伤骨科

主任，所属二级学科：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国家“万

人计划”领军人才，科技部中青年领军人才，国家级“百

千万人才”工程等。任北京医学会创伤骨科学组副组长，

全军创伤骨科学组副组长，中央保健委会诊专家，中央军

委保健委会诊专家。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SCI收录论文 73篇，获得国家专利 17项，

主编/副主编专著 7部。以首席科学家承担科技部重点专项 1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1项，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省部级课题 21项，课题

经费 2000余万元。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全军科技进步

一等奖 1项，华夏医学科技一等奖 2项，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

主要从事骨质疏松及骨质疏松骨折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包括骨质疏松的发病

机理与诊断模型（分子生物学与材料工程学），骨质疏松骨折的流行病学研究（流

行病学与大数据分析），骨盆髋臼骨折，髋部骨折的微创化和智能化治疗（临床），

骨科手术机器人与智能化手术的研发（机器人与智能图像）。团队与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中科院化学所，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有固定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