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医学院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简介

妇产科学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1.李彤，女，1969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

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妇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

域：妇产科。1999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妇产科硕士

学位，2011 年博士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妇产科专业。

现任中国老年医学会妇科分会第一届委员；辽宁省中

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

中西医结合学会快速康复妇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辽宁省免疫学会妇产科基础与临床免疫专业委员会

委员；辽宁省预防医学会生殖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抗癌协会第三届肿瘤

妇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盆底学组组员；

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妇科与泌尿盆底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曾主持沈阳市科

委课题 1项，参与沈阳市科委课题 3项；目前参与沈阳医学院课题 3项。获沈阳

市职工技术创新一等奖 1项；沈阳市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二等奖 1项；沈阳市科技

进步三等奖 1项；沈阳市卫生局医学科技进步工作应用推广新技术二等奖 1项。

参编全国普通高等医学院校医学类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 1部，获实用型专利

2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9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篇。擅长子

宫内膜癌、宫颈癌癌前病变的诊治。研究方向：子宫内膜癌、宫颈癌及子宫内膜

异位症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2.李岩，女，1971 年出生，副教授，主任医师，沈

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妇科副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

域：妇产科。2002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妇产科硕士学

位，2011 年博士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妇产科专业。现任

辽宁省免疫学会妇产科基础与临床免疫专业委员会委



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预防医学会生殖健

康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快速康复妇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

省抗癌协会第三届肿瘤妇科专业委员会委员；目前主持沈阳医学院科技基金 2

项。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8篇。擅长宫颈病变的诊治。研究方向：妇

科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3.孟斐，女，1972 年出生，副教授，主任医师，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产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

域（妇产科学/产科）。2010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妇

产科学博士学位。现任辽宁省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第

五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第二届辽宁省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妇产科专业基地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辽

宁省产科专业质控中心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沈阳医学

会第二届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沈阳市医师协会

第一届分娩镇痛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曾主持省自然科学基金 1项、省教育厅课

题 1项、沈阳市科技局课题 1项、沈阳医学院课题 2项等，均已顺利结题。目前

主持校级课题 1项。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辽宁省自然科学成果三等奖

1项；沈阳市科学进步三等奖 1项；沈阳市自然科学成果三等奖 1项。出版学术

著作主编 2部、参编 2部。获实用新型专利 1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共发表学

术论文 20 余篇，其中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3 篇、SCI 收录论文 3

篇。临床擅长高危妊娠的诊治及宫颈疾病的诊治。研究方向：高危妊娠的基础与

临床研究、宫颈癌的病因及治疗学研究。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 郭欣宇，女，1970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

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主任。所属二级学科/领域

（妇产科学）。1992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

业，2013 年于吉林大学获得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现

任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妇科内分泌及绝经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辽宁省第三届免疫学会妇产科基础与临床免疫

专业委员会委员；沈阳医学会第一届妇幼保健分会委员，

沈阳医学会第二届生殖医学分会委员，沈阳医学会第一届微创妇科学分会委员，

沈阳医学会第一届肿瘤学分会委员。目前主持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1项，参与省市

课题 2项。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沈阳市科学进步二等奖 1项；出版学

术著作 2部、参编教材 2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4 篇/在国家级

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 6篇。在围产保健及产科危急重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擅长妇科各种肿瘤的诊断与治疗，能熟练进行各种妇科微创手术；对妇科恶

性肿瘤如宫颈癌、子宫内膜癌有一套完善规范化的手术及化疗方案。研究方向：

阴道微生态与宫颈病变相关性研究；高危妊娠管理。



沈阳市妇婴医院

1.王晓彩，女，1972年出生，主任医师，沈阳市妇

婴医院产科门诊副主任。从事妇产科学临床工作 22年。

1996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2004年获得中国医科大学

妇产科学硕士学位。遗传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辽宁省免疫学会妇产科免疫分会委员，沈阳市医学评审专

家，沈阳市健康教育专家，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细胞研究

与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目前主持辽宁省自然基金课题项

目 1项，为国家级科研项目《互联网孕产妇心理干预效果评价研究》医院负责人，

参与沈阳市课题 1项。获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5项。在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

表相关论文 10余篇。擅长孕期保健，对于胎儿异常及畸形具有丰富的诊治经验，

在解读唐氏筛查、遗传咨询、产前诊断方面具有独到的见解；对复发性流产等妊

娠合并免疫失衡的治疗、辅助生殖技术受孕后妊娠、孕期心理相关问题、再生育

相关问题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研究方向：围产医学及孕产妇心理健

康。

2.牛菊敏，女，1970 年出生，医学博士，主任医师，

沈阳市妇婴医院副院长兼妇二病房主任，从事临床、教学、

科研工作二十余年，学术兼职：中国医师协会微无创医学

专业委员会盆底与盆腔疼痛专业委员会（学组）第一届委

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妇科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中国性学会女性生殖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抗癌

协会第二届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

骨质疏松与骨矿盐疾病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预防医学会生殖健

康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妇科内分泌及绝经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免疫学会

妇产科基础与临床免疫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沈阳市科技局科技评审专家；沈阳

市优秀科技工作者；沈阳药科大学学报外审专家。作为第二负责人参与完成课题



获沈阳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及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主持

沈阳市科学项目 1 项，参与沈阳市科学项目 4 项，参与省自然科学指导项目 1

项。研究方向：妇科肿瘤、盆腔器官脱垂、生殖不孕相关微创手术治疗。

3. 兰翀，女，1977 年出生，沈阳市妇婴医院副主任

医师，妇科门诊副主任，妇产科专业。2005 年于中国医科

大学获妇产科硕士学位。获辽宁省“PAC 公益项目”先进

个人。担任辽宁省预防医学会生殖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

辽宁省预防医学会生殖健康专业委员会宫颈病变与宫颈癌

防控学组组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

理事，沈阳市健康教育专家讲师团成员，入选沈阳市健康教育知名专家库，国际

妇科内分泌学会中国分会会员。目前承担省自然科学基金 1项，完成市级课题项

目 2项，获沈阳市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发表 SCI 及国家

级核心论文数篇。从事妇产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十余年，曾于北京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宫颈病变中心进修学习，对宫颈病变的诊治及阴道镜下病变的识别、早

期诊断及处理有独到见解。研究方向：妇科肿瘤。

4. 刘丽英，女，1976 年出生，主任医师，遗传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沈阳市妇婴医院生殖中心实验室副主任。2009

年获“沈阳市青年岗位能手”称号，2014 年获“沈阳市十

佳青年科主任”称号。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实验室学

组委员，中国优生科学协会生殖医学与生殖伦理学分会委

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遗传与生殖专业委员会青

年委员会委员兼副总干事，辽宁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常

务委员、遗传学分会委员。从事遗传病的分子遗传学、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与

筛查及胚胎干细胞的相关研究。先后作为骨干参与完成了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1 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1项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及多项省市资助的

科研课题，主持省、市级项目 各 1 项。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相关论文 24 篇，

会议文章 20 余篇。并参与编译了《人类分子遗传学》1部。研究方向：遗传病



的分子遗传学及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及筛查。

5. 刘岩松，女，1970 年出生，沈阳市妇婴医院主任医

师，妇一病房副主任，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二十余

年。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妇科内镜学组委员，中国中

医药研究促进会中西医结合妇产与妇幼保健分会委员，中

国医师协会微无创委员会单孔与阴式腔镜学组委员，辽宁

省抗癌协会第四届妇科内镜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生命

科学学会妇科与泌尿盆底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细胞生

物学学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理事，辽宁省医院协会病案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

委员。主持 1项沈阳市科技局项目，沈阳市卫计委课题 1项，获沈阳市职工技术

创新成果二、三等奖，沈阳市卫计委应用推广新技术一、二等奖。2项参与课题

获沈阳市科学技术进步二、三等奖。获批 3项实用新型发明专利。研究方向：妇

科肿瘤及盆底疾病治疗。

6.张莉，女，1980 年出生，沈阳市妇婴医院辅助生殖

门诊副主任医师，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医学博士。从事临

床、教学、科研工作十余年。现任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理

事，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专业委员会常

务理事，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多次主持、参与、完成多项省级、市级科研课题。发表国家

级核心期刊多篇。目前在研省级课题 1项，市级课题 1项。

对不明原因性不孕、反复种植失败、流产的患者以及心理疏导方面有着独到的见

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生殖内分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辅助生殖疑难重症的

诊治。研究方向：生殖内分泌与干细胞在妇产科领域的相关研究。



7. 郭帅帅，女，1974 年出生，沈阳市妇婴医院主任医

师，生殖医学科主任。曾获“全国妇科内分泌培训工程优秀

个人”、“先进个人”等称号。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

二十年，担任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科内分泌培训基地负责

人，中国妇幼保健学会妇幼健康指导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

生殖医学分会伦理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

会更年期保健学组委员，辽宁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委员会

常委，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辽宁省预防医学会性医

学专业委员会常委，辽宁省医学会细胞生物分会细胞治疗委员会常务理事，辽宁

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妇科内分泌及绝经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卫生法学会母婴保

健与计划生育法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编委，沈阳市科技

局评审专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承担省自然

等省级课题 3 项，沈阳市科技局项目多项。获沈阳市应用推广新技术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项，沈阳市科技局技术创新二等奖 2项、三等奖 1项。研究方向：

辅助生殖超促排卵技术、反复流产、PGD/PGS 技术。

8. 程昭霞，女，1974年出生，主任医师，沈阳市妇婴

医院生殖中心门诊副主任。所属二级领域：妇产科学/临床

医学。2005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妇产科学博士学位。现

任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青年委员，辽宁省医学会生殖医

学分会委员，沈阳市医学会生殖内分泌分会委员。目前主持

辽宁省科技厅项目 1项，参与省市课题 2项。获沈阳市职工

创新成果一、三等奖；沈阳市卫计委应用推广新技术二等奖 1项。临床擅长辅助

生殖技术及难治性不孕的诊治。研究方向：卵巢过度刺激的机制及治疗研究。



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简介

1.于月新，女，1973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

硕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优生优育门诊

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在产科高危妊娠的救治方面经验丰

富，特别是擅长产科急重症的手术与药物治疗、妇科肿瘤

的诊断及手术、宫腔镜检查及手术、辅助生殖技术等。现

任全军妇产科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军妇产科围产医

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大连医科大学、辽宁医学院硕士研究

生导师。目前承担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 1项，辽宁省科技项目 1项。发表论文多

篇，其中 SCI 收录 1篇，国家级杂志收录 10 余篇。荣获全军医疗成果一、二等

奖各 1项，全军医疗成果一、二等奖各 1 项，全军医疗成果三等奖 2项。研究方

向：妇科肿瘤及高危产科。

2. 陈红，女，1969 年出生。毕业于辽宁医学院，硕士

学位。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妇科

微创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现任全军妇科内镜学组委员，全

军妇科肿瘤学组委员，全军女性盆底学组委员，沈阳军区妇

产科专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妇科内镜专业学组委员

等。承担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多篇论文被中文核

心期刊收录。荣获解放军医疗成果二等奖 1项，解放军医疗

成果三等奖 1项。出版《临床妇产科急症学》专著 1本。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二

十余年，对妇科常见病及妇科肿瘤的诊治、高危妊娠及难产的处理等有丰富经验，

擅长妇科肿瘤及不孕不育患者的腹腔镜等微创手术治疗，以及生殖器官脱垂的阴

式手术及盆底功能重建手术。带领的妇科微创病区开展大量腹腔镜手术，年手术

量达千例以上，腔镜手术率达 90%左右，开展了大量四级腹腔镜手术，如经腹腔

镜复杂性子宫切除术、腹腔镜下巨大子宫肌瘤及卵巢囊肿手术、经腹腔镜宫颈癌

及子宫内膜癌根治手术、早期卵巢癌经腹腔镜全面分期手术等。研究方向：妇科

肿瘤及子宫内膜异位症。



3. 陈震宇，女，1974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

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亿元

妇产科副主任，辽宁省医学会围产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辽宁省医学会围产分会危重症学组委员。承担辽宁省自然

科学基金 1项，辽宁省博士启动基金项目 1项。多篇论文

被中文核心期刊收录。荣获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 1项，军

队医疗成果三等奖 1项。2011 年起累计共承担 52 名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培养

工作，实践教学工作经验丰富。研究方向：围产科学。

4.薛丹，女，1976 年出生。毕业于吉林大学，硕士学位，

副主任医师。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2 医院妇产科病区负

责人，辽宁省医学会围产分会胎儿学组委员，《中华现代影

像学杂志》常务编委。承担辽宁省科学技术项目 1项，兴安

盟医疗科技项目 2项，兴安盟科技发展项目 1项。多篇论文

被中文核心期刊收录。荣获全军医疗成果二等奖 1项，全军

医疗成果三等奖 3 项，军队特殊培养人才称号，享受军队特殊津贴。2011 年起

累计共承担 70 名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培养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

研究方向：母胎医学，产前诊断。

5. 李丹，女，1963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硕士学位。

现任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主要从事妇科

内分泌研究。沈阳市劳动模范。现任沈阳市医师协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常委；辽宁省医师协会理事；

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获得沈阳市科学进步二等奖，沈阳市

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奖。主持沈阳市科技局、辽宁省发改委课

题多项，研究项目多项，参编《中医内科住院医师手册》。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SCI 文章、核心期刊等多余篇。研究方向：妇科内分泌。



6. 赵曼曼，女，1965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医学硕

士。现任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1987 年毕业于河

北医科大学医学系。1996 年获中国医科大学硕士学位。2014

赴日本川崎国立医院观摩学习，师从日本著名宫腔镜专家林宝

良教授。兼任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辽宁省抗癌协会妇科内镜专业委员会常委，辽宁省生命科

学学会妇科与泌尿盆底学专业委员会常委，辽宁省医学会妇产分会委员，辽宁省

中西医结合学会妇科内分泌及绝经专业委员会常委，辽宁省免疫学会妇产科基础

与临床免疫专业委员会常委，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

辽宁省医学会微创妇科分会委员，辽宁省抗癌协会肿瘤妇科专业委员，沈阳医学

会妇产分会委员等。曾承担多项省、市、局级科研课题并获得科研成果及科技进

步奖，发表国家级学术论文数 10 篇。擅长：妇科阴式手术、腔镜手术、尿失禁

及子宫脱垂等盆底手术。擅长妇科内分泌疾病的诊治。研究方向：妇科内分泌疾

病的诊治。

7. 徐杨，女，1977 年出生，教授，主任医师，沈阳市

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医师。2013 年于中国医科大学获得妇

产科学博士学位。沈阳市高级人才。现任辽宁省中西医结

合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妇科

内分泌及绝经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免

疫分会专业委员会委员，沈阳医学会第一届微创分会委员。

目前主持沈阳市科技局项目 1项，参与省市课题 2项。获

项；沈阳市科学进步三等奖 1项。出版学术著作 1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

学术论文 10 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3篇。擅长妇科微创手术（单孔腔镜手术、

经阴道手术），曾于空军军医大学（原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进修妇科腔镜技

术。研究方向：卵巢癌的早期诊断与治疗的研究及妇科内分泌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