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简介

内科学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1.王晓，女，1970 年出生，副教授，主任医师，沈阳

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主任。2001 年获得消化内科

硕士学位。消化内科学术带头人。现任辽宁省医学会消化

病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常委，辽宁省免疫学会消化专业委

员会常委,辽宁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委员，辽宁省细胞生

物学学会消化内科专业委员会理事。参与编写全科医生话

健康（书）。在国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参与完成市级和校级课题

多项。掌握消化系统常见病及疑难病的诊治。掌握内窥镜的检查及内镜下治疗，

如取异物、胃、肠多发息肉治疗、肠内营养管置入、上消化道大出血治疗等。掌

握超声引导下肝脏穿刺术。主要研究方向：幽门螺杆菌（Hp）发现至今 30 余年，

目前 Hp 感染是一个关系到公众健康的问题，与一些胃肠道疾病有密切的关系，

我国属于 Hp 高感染率国家，更应该引起重视。胃肠道息肉与胃肠肿瘤的关系。

2.许小扬，女，1969 年出生，副教授，主任医师。重

症感染 ICU 主任。2002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硕士研究生

学位。现任辽宁省医学会重症医学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

呼吸医师分会呼吸系统感染工作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医学

会呼吸病学分会委员。发表核心期刊论文多篇，参与完成

市级和校级课题多项。研究方向：重症医学。



3. 孙艺，男，1962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阳

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肾内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内

科学/肾内内科。1993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大学获得内科学

硕士学位。荣誉称号：肾内科学科带头人、全国医德标兵、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现任中国医师协会肾脏病分会委员，

辽宁省肾脏病学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细胞生

物学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2项，沈阳市医疗成

果奖 3项；出版学术著作 3部、编委、参编规划教材 1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

发表学术论文 32 篇/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25 篇，其中 SCI 收录论

文 1篇。临床相关优势特色（擅长多脏器衰竭的血液净化的器官支持治疗及尿毒

症血液透析患者的血管通路的建立，填补市级医院 20 余项空白）。研究方向：

尿毒症患者改善及提高生存质量研究。

4. 孙奡燕，女，1973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

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心血管内四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

/领域：内科学/心血管内科。2002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

得内科学硕士学位。现任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心血管分会

常务委员；辽宁省心血管病学会青年委员。主持沈阳医学

院课题 2 项，参编规划教材 1部。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

学术论文 10 篇，其中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相关论文 3篇。

研究方向：急性冠脉综合征诊治。

5. 杨立新，女，1971 年出生，副教授，主任医师，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干诊一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

领域：内科学/内分泌科。2003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内

分泌学硕士学位。现任辽宁省老年病学内分泌组组员；目

前主持沈阳医学院项目 1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

术论文 4篇，其中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2篇。

擅长内分泌科常见病及少见病的诊治。研究方向：糖尿病



临床药物相关研究。

6. 沈静雪，女，1972 年出生，副教授，主任医师，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内分泌二科主任。沈阳医学院

内分泌代谢科学术带头人。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内科学

/内分泌代谢科。2001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内科学硕士

学位。获得“优秀党员”、“先进个人”、“优秀教师”

等荣誉称号。现任辽宁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委员；辽

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委员；辽宁省营养学会肿瘤营养治

疗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糖尿病医学营养防治学会妊娠糖尿病分会委员；辽宁

省营养学会体重管理分会常务委员；沈阳市医师协会代谢性疾病标准化管理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阳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劳动鉴定专家；沈阳市医保中心特病

鉴定专家。2015 年-2016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主持及参与 2项市级课题，

1项局级课题，以及 1项医学院课题。参编规划教材 2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

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其中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5 篇。从事临床一

线工作 20 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甲状腺疾病以及血脂、尿酸代谢紊乱

疾病的诊治上具有独到见解。研究方向：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的目标管理。

7. 张曼，女，1973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现任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所属二级学

科/领域：内科学/心血管内科。2005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

博士毕业并获得内科学博士学位。2015 年获得辽宁省“百

千万”人才“百层次”称号；2006 年沈阳市卫计委“学

术带头人”称号；2009 年沈阳医学院“学术带头人”。

现任辽宁省医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

临床流行病与循证医学分会青年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兼秘书；沈阳医师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及循证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

书；沈阳市医师协会心力衰竭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主持完成省、市（辽宁省科

技厅、辽宁省教育厅、沈阳市科技局）及沈阳医学院科研课题多项并顺利结题。



曾主持并完成沈阳医学院教学重大攻关课题及辽宁省“十三五”规划教学课题各

1 项。2012 年获得沈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2013 年获得辽宁省科技进步三

等奖 1 项，2009 年获得沈阳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目前主持的在研课题：沈

阳市科技局课题 1项，辽宁省教育厅课题 1项，辽宁省教育厅普通高校校际合作

项目 1项。研究生方向：冠心病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8. 孟亮 ，女， 1976 年出生，副教授，主任医师，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心血管内三科主任。所属二级学

科/领域:内科学/心血管内科。2011 年获得中国医科大学

心血管内科学博士学位。沈阳医学院学术带头人。现任中

国医师协会腔内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心血管药

物研究专委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内科学分会青年委员，

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心血管分会常委，辽宁省免疫学学

会委员，沈阳市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委员。目前主持省科技厅课题 2 项、省教育厅

课题 1项、市科委课题 2项、市卫生局课题 1项、沈阳医学院课题 1项，获沈阳

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出版学术著作 1部，副主编。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

学术论文 20 余篇，其中被 SCI 收录 4篇，影响因子超 10 分。带领科室成功开展

沈阳市市属医院首例抗核磁永久性心脏起搏器和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首例

三腔永久性心脏起搏器植入术，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脏瓣膜病、

心肌炎、心肌病等心血管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的疑难病历的诊治，被评为“沈阳市

十佳青年科主任”，在沈阳市卫计委举办的“沈阳市医疗机构临床科主任业务查

房大赛”中获得第二名。研究方向：血管重塑性疾病的诊治及发病机制研究。

9. 赵龙，男，1976 年出生，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2008 年于中

国医科大学获得急诊医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呼

吸医师分会肺部感染性疾病工作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医学

会老年病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呼吸感染学组组员，辽宁省

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介入学组组员，辽宁省



抗癌协会第三届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目前主持沈阳市科技局项目 1项，参与省

市课题 3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6篇，其中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

表相关论文 5篇，SCI 收录论文 1篇。擅长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慢性气道疾病、

呼吸危重症、肺部肿瘤的救治技术，熟练掌握呼吸介入技术及呼吸机使用等技术。

研究方向：呼吸系统感染、肺部肿瘤、慢性气道疾病、呼吸危重症、呼吸介入等。

10.夏书月，女，1962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

硕士生、博士生导师。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内科学/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现任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副院

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辽宁名医，三届沈阳市优秀专家。兼任中华医学会呼吸

分会肺血管组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呼吸分会副主任委

员；辽宁省医学信息与健康工程学会副理事；中国实用

内科杂志编委 13 项等。目前合作支持国自然课题 2项，主持辽宁省计划项目 2

项，沈阳市科技局项目 2项，参与国家及省市课题 10 项。曾获辽宁省科技进步

二、三等奖 2项；沈阳市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共 8项。出版学术著作 2部、参编

规划教材 2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SCI 收录论文 21

篇。熟练掌握呼吸系统疾病诊疗技术，在呼吸系统疾病的疑难和危重症及肺部感

染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创立沈阳市慢阻肺管理及防治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研究

方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肺血管基础与临床研究。

11.葛华，男，1964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

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内科教研室主任、心血管内科

学科带头人、心血管内一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域:

内科学/心血管内科。2003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内科

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全国委员、

中华医学会辽宁省心血管分会常务委员、辽宁省细胞

生物学会心血管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与临床康复杂志常务编委、中华现代内科学杂志编委、中国实用内科学杂志编委、



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辽宁省高级职称评审专家，曾于德国波恩医院研

修心血管介入诊疗技术，先后主持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4项，辽宁省教育厅

课题 1项，沈阳市科技局课题 4项。荣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沈阳市科

技进步二等奖 2 项，沈阳市科技创新一等奖 2 项。先后在国家级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参与 10 项国际大型多中心研究。主要从事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及永久

起搏器植入术。研究方向：冠心病发病机制及冠脉支架术后再狭窄的研究。

12.何巍，男，1978 年出生，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学科 医生。所属

二级学科/领域:内科学/呼吸内科。2010 年于中国医科大

学获得内科学硕士学位。现任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呼吸

生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学

分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学组组员。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1

项，参与省市课题数项。获沈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实用新型专利 1项。在

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5篇。研究方向：呼吸生理和肺部肿瘤研究。

13.娄宪芝，女，1962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感染科主任、沈阳医学院附属

中心医院感染科教研室主任。所属二级学科:内科学/感

染科。1986 年于锦州医学院获得学士学位。荣聘为沈阳

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传染病学科带头人。现任辽宁省医

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分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医学会肝

病分会常务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传染病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肝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医学会临床流

行病与循证医学分会委员，沈阳市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沈

阳市医师协会传染病分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APALD 辽宁省联盟副理事，辽宁省传染病质控中心副主

任，沈阳市卫生局医疗管理质控中心副主任。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1项，



沈阳市科技项目 1项。出版学术著作 2部、参编规划教材 5部。在国内外学术期

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5 篇。临床相关优

势特色：擅长急慢性传染病的诊断、救治及预防，特别是急慢性肝衰竭患者的诊

治。研究方向：肝病的病理基础及临床表现。

14.李云霞，女，1982 年出生，副主任医师，沈阳

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所属二级学

科/领域：内科学/呼吸与危重症医学。2016 年毕业于中

国医科大学，获得内科学博士学位。沈阳医学院青年骨

干教师，优秀教师。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分会青年工作组

委员，全国肺栓塞与肺血管病青年工作组成员,辽宁省

免疫学会呼吸免疫分会会员，《实用医学杂志》审稿专

家。目前主持辽宁省课题 1项，沈阳医学院课题 3项，参与国家自然基金、沈阳

市科技局重大课题等多个课题。获辽宁省科学技术成果奖二等奖 1项；沈阳市科

学技术成果奖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参编规划教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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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余篇，第一作者 5篇。研究方向：

免疫相关性肺疾病、肺血管疾病等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

15.纪镇华，女，1977 年出生，副教授，主任医师，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肾内科副主任、肾内科教研室

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内科学/肾内科。2006 年于

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内科学硕士学位。现任辽宁省医学会

肾脏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

肾脏病和血液净化分会理事，辽宁省养生康复学会肾脏

病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委员。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厅项

目 1项、市卫健委课题 1项。参编规划教材 2部。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 10 余篇。研究方向：不同血液净化方式与尿毒症患者生存质量的研究。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 马晶茹，女，1970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硕导，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皇姑院区心血管一科主任。所属二

级学科/领域：心血管内科/内科学。1994年毕业于沈阳医学

院，2002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心血管内科硕士学位。沈阳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学术带头人。现任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心

血管分会常委，辽宁省中医药学会络病专业委员会常委，辽

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心血管内科专业委员会动脉粥样硬化

学组理事，辽宁省医院协会急救中心（站）管理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沈阳医

学会心血管分会委员。先后主持辽宁省科技厅课题1项、沈阳市科技局课题2项、

沈阳市卫生局及沈阳医学院课题多项，沈阳市教改课题1项，沈阳医学院教改课

题1项，并参与国家省部级课题2项，先后获得沈阳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次，沈阳

市科技成果奖及沈阳市卫生局应用推广新技术二等奖2次。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

表学术论文近20篇，其中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近10篇。擅长冠脉的复

杂病变，分叉病变的介入治疗。研究方向：冠心病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及冠心病的

介入治疗。

2. 卢杰，女，1970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阳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皇姑院区心血管二科主任。所属二级

学科/领域：心血管内科/内科学。2008年于吉林大学获得

病理生理学硕士学位。学术带头人。现任辽宁省细胞生物

学学会心血管内科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医学会心

血管病学分会组员；沈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专家。共

承担市科技局、市卫生局以及医学院课题5项。获沈阳市科

学进步二等奖1项。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多篇。从事心血管内科临

床诊疗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高

血压性心脏病、顽固性心衰、各种心律失常等疾病的诊治。尤其在冠状动脉造影

检查及介入治疗方面。首批获得国家级PCI资质，致力于经桡动脉径路的冠状动



脉腔内成形术（PTCA）、冠状动脉内支架术的研究10余年，已成功施行经桡动脉

径路冠状动脉介入治疗1000余例，成功率高，痛苦小，并发症少。并能独立成功

完成左主干病变、分叉病变、慢性完全闭塞（CTO）病变的介入治疗，而且成功

开展了冠状动脉内超声、药物球囊、切割球囊治疗顽固钙化病变等新技术。研究

方向：冠心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3. 冯秀艳，女，1972 年出生，主任医师，沈阳医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 医务部。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内科学。2002

年获得中国医科大学内科学硕士学位。2004-2009 年美国爱

荷华大学生理学博士后。主持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2 项，沈

阳医学院科技基金项目 2项，参与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辽宁省教改课题 1 项。在国内外

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8 篇，其中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

表相关论文 5 篇，SCI 收录论文 10 篇，国际会议交流论文 3 篇。研究方向：内

分泌激素与乳腺肿瘤的研究。

4. 刘丽敏，女，1968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阳

医学院附属二院副院长。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内科学/心血

管内科。2008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内科学硕士学位。被评

为第九届沈阳市优秀科技工作者，沈阳医学院优秀科技工作

者。现任中国心脏康复学会辽宁分会副主任委员，沈阳医学

会第七届心血管病分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第八届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基层老年医学会副主任委员，沈阳市人力资源开发专

项资金人才引进项目专家，沈阳市卫生系统副高评委专家。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

厅重大课题 1项，沈阳市科技局课题 3项，沈阳市卫计委课题 2项，沈阳医学院

课题 2 项，参与多项省市课题研究。获沈阳市科学进步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出版学术著作 1 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尤其在心

内科重症抢救和介入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研究方向：冠心病的重症治疗

及基础研究。



5. 李飞，女，1976 年出生，讲师，副主任医师。所属

二级学科/领域：内科学/心内科。2006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

内科学硕士学位。现任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心血管内科理

事。主持辽宁省科技厅课题 1项、沈阳医学院课题 2项、沈

阳市卫生局课题 1 项、沈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 1 项、

沈阳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 1项。辽宁省推荐国家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指导教师 1项。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科技论文 4

篇。研究方向：高血压和冠心病的防治研究。

6. 李潞，女，1961 年出生，博士，二级教授，主任医

师，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内科教研

室主任，沈阳市心血管疾病重点实验室负责人，沈阳市心

血管病研究所所长，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

学科带头人。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内科学。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有者，获辽宁省优秀科技

工作者，沈阳市创新型领军人才，沈阳市优秀专家，沈阳市劳动模范,沈阳市优

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委员会委员；中国

老年保健协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血管疾病

预防与治疗分会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血管病分会委员；辽宁省

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常

委；辽宁介入医学分会常委；辽宁省预防医学会心血管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心血管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

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脏重症分会辽宁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

生交流协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辽宁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编委等职。主持省、市各级课题 20 余项，获辽宁省科技进步奖 2 项，沈阳市科

技进步奖 3 项，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20 余篇。擅长冠心病介入治

疗技术。研究方向：冠心病基础与临床研究。



7. 杨洋，男，1975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阳医学

院科技处副处长兼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科教副院长、心

血管内科副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内科学）。2016年于

辽宁中医药大学获得中西医结合临床硕士学位。现任辽宁省

医学会内科分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心血管分会青年委员，

辽宁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委员，辽宁省心血管病

质控中心胸痛委员会委员，沈阳市心血管病专业质控中心主任委员。沈阳市医师

协会中西医结合心脑同治医师分会委员。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厅科技重大项目1

项，先后承担和参与国家科技部重大新药创新专题项目1项，辽宁省科技厅项目3

项，沈阳市科技局科研项目3项,获得科研经费近百万元。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1项；沈阳市科学进步二等奖3项；辽宁省教育厅科研成果2项；在国内外学术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其中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6篇，SCI

收录论文1篇。擅长心血管内科常见病诊断和治疗和冠心病介入诊疗技术。研究

方向：冠心病、高血压病、心肌病的发病机制和治疗进展。

8. 吴桂平,女，1966 年出生，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任医师，现任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二科主任、

内科一党支部书记。1999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心血管

专业硕士学位。先后获得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层次人

才、沈阳市劳动模范、沈阳市领军人才、沈阳市卫生局百名

科技人才、沈阳市卫生局优秀专家、沈阳市科教工委优秀共

产党员、沈阳市五一巾帼先进个人、沈阳市优秀科技工作者。现任辽宁省细胞生

物学学会心血管内科专业委员会动脉粥样硬化学组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康复医学

会心肺康复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第八届委员会血脂

及代谢性心脏病血组委员、辽宁省中医药学会心脏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

辽宁省中医药学会络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沈阳心血管分会委员、中华

医学会沈阳心电分会委员、沈阳市医疗事故鉴定专家、辽宁省和沈阳市高级职称

评委。主持参与完成国家及省市科研课题 10 余项。曾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沈阳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发表论文 30 余篇。擅长冠脉介入治



疗和起搏器植入治疗心律失常及心力衰竭。主要研究方向为冠心病、高血压的临

床与基础研究。

9. 吴蔚，女，1970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阳医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一病房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

域：内科学。2005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心血

管学科带头人，于 2010 年度被评为沈阳市卫生局十佳青年

科主任，第九届沈阳市优秀科技工作者。现任辽宁省细胞

生物学学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理事；辽宁省中医药学会

心脏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预防与康复专业

委员会委员。目前主持沈阳市科技厅项目 1项、沈阳医学院课题 1 项，曾主持辽

宁省科技厅项目 1项、辽宁省教育厅项目 2项、沈阳市卫生局课题 1项。沈阳医

学院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1项。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在国家级核

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7篇。擅长冠脉介入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及急性心梗；起

搏器治疗严重的缓慢性心律失常等。多次获得沈阳市卫生局应用推广新技术一等

奖。研究方向：冠心病的基础研究以及临床研究。

10. 陈丽萍，女，1962 年出生，三级教授，主任医师，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呼吸科主任。内科教研室副主任，

沈阳医学院呼吸内科学科带头人。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内

科学呼吸系病。1991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呼吸内科学硕士

学位。2007 年赴美国哈弗大学麻省总医院学习，辽宁省高

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沈阳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

“辽宁省优秀教师”、辽宁省百千万人才。辽宁省优秀住培带教教师、沈阳医学

院教学标兵，教书育人模范。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委员，中国师协

会会呼吸医师分会基层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过敏性疾

病基础研究与转化医学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辽宁分会呼吸系疾病学会常务委员;

中华医学会辽宁省分会变态反应学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呼吸学会副

主任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变态反应学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沈阳变态反



应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沈阳呼吸分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微生态专业委

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呼吸病学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学组委员;;辽宁省免疫

学会临床病原生物与免疫分会常务委员。中国组织工程研究杂志、沈阳医学院学

报审稿专家。

主持并完成卫生部青年科学基金、辽宁省科技厅等科研课题十余项。先后获

市辽宁省政府、辽宁省教育厅及沈阳市政府科技进步二、三等奖三项，省教育厅

科技成果奖一项。沈阳市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目前在研国家级科研子课题

项目一项、辽宁省重大科技基金一项、沈阳市科技局重大项目一项。出版学术著

作一部、主编、参编规划教材三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

其中 SCI 收录论文 5篇。擅长各种呼吸系统疾病如:呼吸系统感染、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支气管哮喘、肺栓塞及肺血管病、呼吸衰竭、肺癌等的诊治。特别是对

过敏性疾病的诊疗，达国内领先水平。研究方向：吸烟与支气管哮喘发病机制的

相关研究、吸烟与呼吸道微生态发生机制的相关研究、变态反应性疾病的发病机

制相关研究。

11.赵红丽，女，1972 年出生，副教授，主任医师，

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内科学。2003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

循环内科硕士学位。沈阳医学院优秀科研工作者。现任辽

宁省细胞生物学会心血管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

内科医师分会肿瘤心脏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目前主持辽

宁省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参与省市科研项目 20 余项，获

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沈阳市科技进步奖 3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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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余篇，擅长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诊疗

技术。研究方向：缺血性心脏病机制与干预研究。



12. 徐萍，女，1961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阳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

领域：内科学。2001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心血管内科学

硕士学位。荣誉称号：医院优秀医师，优秀科主任，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科技工作者；沈阳医学院突出贡献科技工

作者等荣誉称号；2017 获沈阳市政府特殊津贴；沈阳市优

秀科技工作者、优秀专家、五一巾帼十佳标兵、劳动模范，十三大妇女代表、五

一劳动奖章；辽宁省五一奖章、五一巾帼十佳标兵、优秀科技工作者等。现任辽

宁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委员、心电与起搏学会委员、高级卫生专业资格评审委

员会专家、医师协会内科医师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劳动鉴定委员会医疗

卫生专家库劳动能力鉴定专家、预防医学会心血管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第一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西医结合学会心律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沈阳市医学会心

血管分会委员、心电学会委员、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

院硕士生导师；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心脏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辽宁工作委

员会委员。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基金、辽宁省教育厅基金、沈阳市科技基金等

10 余项课题资助。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项；辽宁省教育厅科研成果 2项；

沈阳市科学进步二等奖 3项；沈阳市科技成果奖 4项；沈阳市职工技术创新活动

二等奖及表扬奖 1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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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擅长冠脉介入治疗，快速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手术，单腔、双

腔起搏器治疗缓慢心律失常，三腔生理起搏治疗慢性心力衰竭，外周动脉自膨去

架植入术，先心病封堵术等。研究方向：心血管病诊治及介入研究。

13. 谭力力，女，1981 年出生，副主任医师，沈阳医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脏康复科医生。所属二级学科/领域

（内科学/心血管内科）。2017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博士研

究生毕业，并获得心血管内科博士学位。2013 年被评为沈

阳市卫生局十佳青年医生。现任辽宁省医学会内科学分会

青年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常委；辽宁



省细胞生物学会心肺康复学会副主任委员。目前主持辽宁省重点研发项目 1项、

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 1项，沈阳市科技局课题 1项、院局级课题 6 项；参与国家

级、省市级课题多项。获沈阳市科学进步三等奖 1项、辽宁省医学科技三等奖 1

项、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二等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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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篇。在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率先开展了心脏

康复技术。研究方向：冠心病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14.肖桂贤，女，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皇姑院

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1989 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医学系临床医

学专业。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学术带头人。现任辽宁

省医学会呼吸分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组组员，沈阳医学会第

一届肺癌分会委员，沈阳市医疗事故鉴定专家组成员，沈

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皇姑院区内科二党支部书记。主持

学院科题 1项，参与学院课题 1项。在核心期刊及国家级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参与出版学术著作 2部。从事呼吸内科工作多年，有丰富的临床工作及教学经验，

常年承担内科学呼吸学部分的授课任务，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病、疑难病以及呼吸

危重症诊治抢救工作，主要诊治疾病包括常见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扩张、

支气管哮喘、肺间质性疾病、肺栓塞及肺部感染性疾病，少见病如机化性肺炎等。

特别是在采用中西医联合治疗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上取得了良好的

临床效果。

15.刘兆奕，女，1977 年出生，副教授，主任医师，

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心血管内科/内科学。2004 年于大

连医科大学获得内科学硕士学位。沈阳市高层次人才，

沈阳医学院优秀教师。曾获医院中、英文授课大赛一等

奖、微课大赛一等奖、教学查房大赛二等奖。现任辽宁

省中医药学会心脏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

细胞生物学学会心血管内科专业委员会理事。目前主持



辽宁省重点研发课题 1项、沈阳市卫生局课题 1项、沈阳医学院课题 1项、并主

持沈阳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 1 项、沈阳医学院教改课题 1项。参与辽

宁省重大课题 2 项、沈阳市科技局、市科委、卫生局课题 4 项、医学院课题 2

项。曾获得沈阳市科技进步三等奖2次。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 余

篇、其中核心期刊 5篇。擅长冠脉介入治疗冠心病、起搏器植入治疗心律失常及

心力衰竭。主要研究方向为冠心病、高血压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16.邵冰，女，1975 年出生，主任医师，沈阳医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心律失常亚专科副主任、心

血管内一科病房副主任。2008年获得吉林大学硕士学位。

现任辽宁省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学青年委员会委员；

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心血管内科专业委员会理事；中

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房颤动专业委员会委员 。先后在国

家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数十篇。承担沈阳医学院科技基

金项目，参与完成沈阳市卫生局课题、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十

二五”辽宁省高等教育研究课题项目。2017 年荣获沈阳市卫计委应用推广新技

术二等奖。临床工作擅长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疾病的诊治，可独立完

成冠状动脉造影及支架植入术、IABP 植入术、心电生理检查及室上性心动过速、

室早、房扑、房颤的导管消融手术。研究方向：冠心病、心律失常诊治。

17. 柳云恩，男，1979年出生，教授，副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沈阳医学院树人国际学院副院长。病

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内科学。2012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

肿瘤学博士学位，2018年于北部战区总医院博士后出站。

现任中国医药技术协会皮肤软组织修复重建技术分会常

务委员、世界中西医结合经皮给药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中国医院协会 MTA 胃肠道肿瘤 MDT 的副组长、中国医

药技术学会 3D打印技术分会委员、中国医药技术学会中西医结合检验技术专委

会委员、中国医药技术学会打印技术分会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常务理事、



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人工关节与 3D打印技术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辽宁

省细胞生物技术学会脊髓损伤修复专委会委员。《创伤与急危重病医学》和《实

用临床医药》杂志编委。入选辽宁省科技厅及广东省科技厅科技专家人才库。主

持辽宁省教育厅项目 2 项，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2 项，全军博士后基金 1项。参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军队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面上连续项目 10多项。获

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出版学术著作 3 部，获国家发明专利 4项，实用新

型专利 16 项。发表 SCI 论文 33 篇(累计影响因子 203.15)，国内核心论文 129篇。

研究方向：消化系统疾病发病机制及转化研究、皮肤粘膜软组织创伤修复重建及

转化研究和心力衰竭的基础与临床转化研究。

18.王帅，男，1974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所在

单位职务：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心脏重症监护病房

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内科学。2007 年于中国医科大

学获得硕士学位。现任辽宁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青年

委员；辽宁省预防医学会心血管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

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协会心血管内科专业理事。目前主

持沈阳医学院重点实验室研究基金项目 1项，曾参与省市

课题 10 余项。获沈阳市科学进步二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

上发表学术论文 9篇，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2篇。临床相关优势特

色：擅长冠状动脉造影术及冠脉介入治疗手术，累计完成万余例，在心力衰竭诊

断及治疗方面有较深造诣。研究方向：冠心病、心力衰竭诊断及治疗。

19.槐永军，男，1974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

曾于北部战区总医院工作 17 年。现沈阳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辽宁省退役军人总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2008

年于大连医科大学获硕士学位。现任中国地市级医院急

诊专科医联体理事，中国研究型学会呼吸病学专业委员

会委员，辽宁省急诊专科医联体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



学学会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休克与脓毒症专业

委员会常务委员，沈阳市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委员，沈阳医学会急诊医学

分会委员，沈阳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荣获首届中国医师节沈阳市“优

秀医师奖”。获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出版学

术著作 6部，其中副主编 2部。获国家发明专利 1项。在国家核心期刊上以第一

作者发表相关论文 20 余篇。从事呼吸与重症医学 19 年，急诊医学 6年。对多发

性创伤、休克、重症感染、多器官功能衰竭、老年危重病及围手术期危重病人的

救治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目前研究方向：急危重症临床研究。

20.庞昶，男，1979 年出生，讲师，副主 任医师，沈阳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干诊一科。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内科学。

2003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临床医学学士学位。2010 年于中

国医科大学获得内科学硕士学位。现任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

会呼吸生理专业委员会理事、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老年内分

泌与代谢病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老年心

脏病专业委员会理事。主持辽宁省科技厅科研课题 1项。主持沈阳市卫健委科研

课题 1项，主持沈阳医学院科研课题 1项，参与辽宁省教育厅科研课题及沈阳市

科技局科研课题各 1项，主持沈阳医学院教改课题 1项，主持沈阳市大学生思想

课题 1项，作为指导教师，指导沈阳医学院本科生完成辽宁省教育厅大创科研课

题 1项。荣获沈阳市第二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三等奖。参与编写《临床

实践教学与拓展》。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北大核心期刊论文 6

篇（其中中华医学会杂志 1篇），国家级论文 3篇。省级教改论文 2篇。研究方

向：老年患者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研究。



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简介

1.王静波，女，1972 年出生，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主任

医师，2010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传染科博士学位，现任沈

阳市第六人民医院肝硬化病房主任。辽宁省免疫学会感染免

疫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先后主持和参加沈阳市科技局课

题、沈阳市卫生局课题、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课题多项，

获得沈阳市政府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在《Laboratory

Investigation》和《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上分别发表论文各

1篇，SCI 影响因子分别为 3.8 和 2.4。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擅

长：肝病相关危急重症的临床诊治，如急性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自发性细

菌性腹膜炎、肝肾综合征、顽固性腹水、重症感染、肝癌癌结节破裂出血、肝衰

竭等等。特殊人群的保肝抗病毒综合治疗，如肝移植术后维护、肝癌手术和 TACE

等外科治疗后的肝内科治疗、接受化疗/免疫抑制剂治疗、儿童慢性肝病患者、

妊娠期慢性肝病患者、合并慢性肾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内分泌系统疾病的慢性

肝病患者等等。研究方向：肝硬化、肝衰竭、原发性肝癌等终末期肝病及其并发

症的临床诊治和发病机制的研究。

2. 尤振宇，男，1971 年出生，解放军 202 医院肿瘤介入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擅长

肝癌、肺癌、胃癌、胰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的规范诊治工

作，尤其在恶性肿瘤的介入治疗、生物治疗及化学治疗等方面

造诣颇深。现担任中国抗癌协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介入医学

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癌症疼痛与姑息医学会青年委员，沈阳

军区肿瘤学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荣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



3. 卢巍，女，1974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医

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现任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

呼吸内科。具有多年临床实践经验，和良好的医德医风，有

稳定的临床专业方向和丰富的临床技能，为临床技术骨干。

承担辽宁省博士课题基金项目1项，主持省级科研课题1项，

相关论文被中文核心期刊收录 2篇，SCI 收录 1篇。出版《呼

吸病学-临床实践及进展》专著 1本。自 2011 年起，累计承担对 96 名本科生的

实习、实训工作，经验丰富。研究方向：睡眠呼吸病学。

4. 冯济龙，男，1970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1993

年于辽宁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沈阳市第

五人民医院副院长兼肿瘤放射治疗科和肿瘤微创治疗中心主

任。现任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理事、中国医学影像技术

研究会核医学分会委员、辽宁省抗癌协会理事、辽宁省细胞

生物学会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辽宁省医学会

放射治疗分会常务委员、沈阳市医师学会核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沈阳医学会医

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参与省市各级科研课题多项，获沈阳市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 1项，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发表国家级论文 20 余篇，参与出

版《三维适形与调强放疗的基础与研究》著作 1部。从事肿瘤放射治疗的临床工

作与研究二十余年，擅长各种中晚期肿瘤的放疗及综合治疗，核医学的诊断和治

疗。研究方向：肿瘤的基础研究与精准治疗。

5. 吕东霞，女，1970 年出生，主任医师，1993 年毕业于

沈阳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2006 获得辽宁中医药大学中西医

结合内科学硕士学位，现任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医务科副科

长。辽宁省免疫学会感染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中西

医结合感染病及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临床及科研工作

22 年，在各种病因导致的急慢性肝病、肝硬化、肝衰竭、肝



以及肝硬化并发症的诊治与抢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曾在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肝病科进修一年半。并在全美最佳肝病科之一，美国密歇根大学医院肝病科

访问学习一年。目前主持辽宁省科学技术基金课题 1项，主持沈阳市科技局课题

1项，曾主持沈阳市卫生局课题 3项。曾参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医院肝病科课题 2

项，以及参与国家级、省市级课题多项。已在 SCI 期刊《Medicine》上发表医学

论文 2 篇，影响因子：4.867，《中华传染病杂志》等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医

学论文 10 余篇。参与编著的书籍三部，参与翻译的书籍一部。研究方向：自身

免疫性肝病、脂肪肝等非感染性肝病。

6.许春，女，1970 年出生，主任医师，1993 年毕业于

沈阳医学院预防医学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传染病临床诊

疗，2006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内科学硕士学位，沈阳市第

六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有扎实的临床工作基础，对统计学，

临床流行病学有独特见解，设计多项临床研究课题，曾主持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王宝恩肝纤维化基金课题、沈阳市卫生

局及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课题多项。课题及临床实际经验总

结撰写论文 20 余篇发表于《中华肝脏病杂志》、《中华传染病杂志》《中华临

床感染病杂志》等中文核心期刊。研究方向：肝硬化的危险因素，慢性病毒性肝

炎的抗病毒治疗。

7. 孙晓，女，1969 年出生，沈阳市妇婴医院主任医师、

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获“沈阳五一劳动奖

章”，“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沈阳市优秀科技工作

者”，沈阳市委、沈阳市人民政府授予“沈阳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贡献奖 ”，“沈阳市青年岗位能手”，“优秀教师”，

“十佳青年医师”。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二十余年，

担任美国心脏病协会会员，中国医院协会、疾病与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全

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临床医学教育研究会理事，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心血管内

科专业主任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医学科研管理学分会常务委员，全科医学分会委



员及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妇幼保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阳医师协会临床

流行病与循证医学医师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实用内科杂志》青年编委。在国内、

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SCI 收录 5 篇，累积影响因子 15.633，pub med

收录多篇，单篇文章最多被引用 10 次，著有《心内科临床问题集萃》、《全科

医生话健康》、《家庭医生》等著作。有国家发明专利 5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1项,省自然等省级课题 4项，沈阳市科技局项目多项。获辽宁省科技

进步三等奖 1项，沈阳市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研究方向：冠

心病防治，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机制的研究。

8.张明香，女，1965 年出生，主任医师，2003 年于中

国医科大学获得消化内科硕士学位，现任沈阳市第六人民医

院医疗副院长，医院感染病研究所所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合会艾滋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肝炎防治基金学术委

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

中医药学会肝胆病分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防治

传染病重点研究室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专科中医肝病科的

负责人。2014 年担任沈阳市埃博拉出血热防控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2015 年担

任沈阳市中东呼吸综合征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完成合作项目“艾滋病和病毒性

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十一五”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

染病防治”重大专项课题 7项，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1项，获沈阳市科技进步一

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目前承担在研“十二五”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

染病防治”重大专项课题 5项，省级课题 1项，市级课题 1项，沈阳市卫计委课

题 3项。发表论文十余篇，著作 4部。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沈阳市优秀

专家，沈阳市名中医。研究方向：病毒性肝炎，传染病。



9. 徐桂娟，女，1963 年出生，现任沈阳市安宁医院院长，

主任医师。曾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循环内科进修学习。兼

任中国医药教育学会整合医学教育分会理事，辽宁省康复医学

会心理康复专委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身医

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生物学学会睡眠障碍专业委

员会常务理事，辽宁省康复医学会理事，辽宁省卫生工作者协

会精神心理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医师协会委员，辽宁省中医药学会

传染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沈阳市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心脑同治医师分会副主

任委员，北方精神医学论坛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医院协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委

员，辽宁省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沈阳市医疗器械管理委员会

委员，沈阳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副理事长，沈阳大学师范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客座

教授，辽宁何氏医学院康复专业客座教授，沈阳市科技局评审专家，沈阳市医疗

事故鉴定专家。先后荣获沈阳地区卫生系统“白求恩杯”先进个人称号，沈阳市

“三八”红旗手，沈阳五一劳动奖章。曾获得沈阳市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省级

人社课题一等奖，由沈阳市委市政府颁发的振兴发展规划优秀建议奖。主持省人

社及总工会课题 3项，市科技局课题 1项，其他市级课题 1项，局级课题 1项，

参与省级课题 2项，市级课题 2 项。发表国家级论文 20 余篇。研究方向：冠心

病、高血压病诊断及治疗。

10. 王岩，女，1974 年出生，副教授，主任医师，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脂肪肝诊治中心 主任 科教科

科长，感染科。2013 年于辽宁中医药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荣誉称号：辽宁省肝病重点学科、沈阳市肝病重点学科亚

专业骨干。现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青年

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脂肪肝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华中医药学会肝胆病分会第二界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中医

药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肝病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辽宁省预防医学会第六届微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免疫学会临床微生物

与免疫分会委员，，辽宁省中医药学会综合医院中医药专业建设专业委员，辽宁



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身心医学会常务委员，辽宁省预防医学会第一届感染性疾病防

控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天士力脂肪肝学院东北内蒙脂肪肝分院讲

师。目前共同承担国家级课题 1项，独立承担省、市课题各 1项；参与国家级课

题 4项，省市课题 5项。获得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评价（学术论文类）二等

奖 1项。参编学术著作 1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0 篇，其中 SCI 收录

论文 1篇。临床相关优势特色：脂肪肝；乙肝母婴阻断临床诊治及基础研究。研

究方向：病毒性肝炎、非感染性肝病、肝硬化、肝癌、重症肝病及感染性疾病的

临床诊治。

11.郭晓钟，男，1958 年出生，主任医师、教授。1998

年于瑞士伯尔尼大学获得消化病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医

师协会胰腺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会常

委，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常委，辽宁省消化病分会

主任委员等学术任职。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从

事胰腺疾病的基础与临床、干细胞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研

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军十二五重点项目、辽宁省科技攻关项目、辽宁

省转化医学项目等 20 余项科研课题。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国际学术会议发表文

章 30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00 余篇。先后以第一完成人获得辽宁省自然科学、

科技进步、医学科技一等奖及省部级二等奖以上奖励 10 余项。已带 40 名博士后、

博士、硕士研究生。主编、参编论著 10 部。研究方向：胰腺疾病的基础与临床

研究；干细胞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研究。

11. 陈禹，女，1978 年出生，主任医师，沈阳市胸科

医院学生儿童结核科主任。结核病学/内科学。2018 年于辽

宁中医药大学获得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科硕士学位。现任中

国防痨协会转化医学分会副秘书长兼常委；中国防痨协会

第十一届老年结核病防治专业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

结核病学分会第十七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

会结核病学分会临床实验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辽宁省

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



厅项目 1项，主持市科技计划项目 1项，主持“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子课

题 1项。获第十四届沈阳市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

论文 4 篇/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3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3篇。擅

长结核病免疫学及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擅长儿童支气管结核、结核性胸膜炎、

腹膜炎、脑膜炎治疗技术。研究方向：儿童结核病临床诊治。

12.齐霁，男，1964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现任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心内二病房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

域：内科学。2002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医学硕士学位。

现任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心血管内科专业委员会理事；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心脏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辽宁

工作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心律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完成市卫计委科研课题 1项。参与获得沈阳市

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4篇，其中国家级核心期

刊 1篇。临床相关优势特色（擅长心脏介入技术）。研究方向：心力衰竭相关研

究。

13. 栗印军，男，1963 年 7 月出生，主任医师、教授、

硕士生导师。现任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心内科主

任。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曾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工作

十五年。2000 年调入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任心内科主任、内

科教研室主任。现任中国医促会心脏重症专业委员会全国委

员，中国医促会心血管病预防与治疗委员会全国委员，中国

老年保健协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全国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心同治专委会

全国委员，辽宁省心血管病分会常务委员、学会秘书，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心

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卫生工作者协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医促会辽宁省心脏重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中医药学会心脏预防与康复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阳市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高血压杂志》审

稿专家，《中国医科大学学报》审稿专家，《中国实用内科杂志》编委，《中国



医师进修杂志》编委，沈阳市政协委员。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沈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主编学术专著 3部、参编 4部。擅长冠心病

介入治疗、快速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治疗、高血压、血脂异常、心力衰竭防治等。

从事心血管病介入治疗二十余年，曾帮助多家医院开展介入治疗。近年来侧重于

心力衰竭、高血压、血脂异常的防治，是深受同行们欢迎的学术讲者。研究方向：

冠心病介入治疗。

14. 旷劲松，女，1965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现

任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2005 年于中国医科

大学获得内科学博士学位。现任辽宁省医学会内分泌分会委

员；辽宁省医学会糖尿病专科分会常务委员；沈阳市医学会

内分泌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减重

代谢外科分会委员。从事内分泌代谢疾病临床与教学工作

28 年，曾主持市级课题 2 项，局级课题多项，参与大型多中心研究项目多项，

参编全科医生诊疗手册 1部。在国际和国内会议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 SCI 收

录 2篇，核心期刊 5篇，已带研究生 5名。研究方向：糖尿病及内分泌代谢疾病

的临床诊治。

15. 甘宇，女，1971 年出生，教授，三级主任医师，

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沈阳市糖尿病足病诊治

中心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域（内分泌/内科学）。1994

年于沈阳医学院大学本科毕业获得学士学位。2003 年于中

国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获得医学硕士学位。辽宁省中西医结

合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沈阳市拔尖人才、沈阳市医疗事故

鉴定专家、沈阳市高级职称评审专家、沈阳市科委课题评审专家。现任中华医学

会医学工程学分会干细胞工程学组委员、辽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委员、辽宁省

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康复分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分会

常委、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糖尿病分会常委、辽宁省免疫学内分泌免疫分会常

委、辽宁省预防医学会第一届糖尿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组织工



程研究》等杂志编委。目前主持沈阳市科委课题项目 1项，获辽宁省科学技术奖

励二等奖 1项；沈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主编、参编学术著作 3部。在国内

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临床相关优势特色（擅长糖尿病、甲状腺

疾病、痛风、骨质疏松等内分泌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利用中西医结合治疗重症

糖尿病足）。研究方向：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痛风、骨质疏松等内分泌疾病的

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