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机关硕士生（含推免）招生导师简介(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招生专业及代码

常昭瑞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导师类型

■硕导

□博导

电子邮箱

changzhaorui@chinacdc.cn

105300 公共卫生
招生研究方向

传染病监测、疾病负担研究和疫苗效果评价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常昭瑞，硕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从事肠道传染病监测、预警、流行特征及
疫苗效果研究工作。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库成员，疾病监测杂志审稿专家。主持
或参与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项目，以第一作者或通
讯作者在 Lancet 子刊、CID 等顶级期刊发表 SCI 论文 10 余篇，获中国检验检测学会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申请发明专利 1 项。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作为防控技术组主
要成员编写了新冠疫情防控方案 2-9 版，参与制定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方案、新冠
肺炎聚集性疫情处置指南、新冠肺炎疫情“三公（工）”协同流调溯源工作指南、元
旦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等几十余个技术方案和指南，为新冠疫情的防
控提供技术支撑。作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疫情防控专家组专家，组织制
定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第一版）》等
系列方案，为保障北京冬奥会公共卫生安全提供技术支持。

□推免硕士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陈秋兰

导师类型

√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chenql@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动物源性及媒介传染病疾病负担与防控策略

招生类型

√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陈秋兰，博士，副研究员，200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妇幼卫生系，
获医学学士学位，2017 年毕业于中国 CDC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获博士
学位。现任中国 CDC 传染病管理处动物源性及媒介传染病室主任，新冠肺炎
应急响应机制防控技术组副组长，国家免疫规划狂犬病工作组副组长，中华
预防医学会狂犬病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布鲁氏菌病、狂犬病、
登革热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动物源性及媒介传染病流行病学与防控
策略研究。主持“东盟地区重要传染病传播风险和监测预警技术研究”“布
鲁氏菌病不良治疗结局发生率及影响因素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基于数
字健康技术的布病患者新型管理模式整群随机对照试验”等科技部重大专项/
中心级别课题多项。以第一（含并列）或通讯作者在 The Lancet, BMJ, PLoS
Neglected Infectious Diseases, 及 Infectious Diseases of Poverty 等
SCI 收录和中文核心及科技期刊上发表文章近 30 篇。

□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陈伟

导师类型

√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电子邮箱

chenwei@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结核病流行病学、疫情预测以及干预措施策略等方面的研究

招生类型

√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陈伟，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04 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
身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获博士学位。2007 年 8-10 月和
2012 年 8 月-2013 年 7 月分别赴日本结核病研究所(RIT)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导师简介

(UCLA)作为访问学者进行深造学习。现任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政策规划
部主任，主要从事结核病流行病学与防控政策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和参与了十一五、
十二五、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以及科技部社会公益性项目等多项研究项目，研究
领域涉及结核病疫情预警预测，重点人群干预，结核病患者经济负担，干预策略效果
评价等。在《Lancet》
，《BMC》等国内外核心期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近 50 余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郝利新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电子邮箱

haolx@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公众疫苗信心及疫苗素养监测评价等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郝利新，博士，主任医师，MPH 导师。1993 年毕业于山西医学院预防医学系，获
医学学士学位，2009 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公众沟通和健康教育室主任，主任医师，公共卫生专业硕士导师，
CFETP 导师。
主要从事疫苗可预防疾病监测与防控、疫苗免疫策略、疫苗信心评价、公众科普
与风险沟通等领域研究工作。参与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其中《应对输入脊髓灰
质炎野病毒关键技术体系的研究及其应用》获 2017 年华夏医学科技奖三等奖。在国
内外杂志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近 60 余篇。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胡跃华

导师类型

√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huyueer@163.com

招生研究方向

中国水痘疾病负担与疫苗经济学研究

招生类型

√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胡跃华，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1 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流行病与
卫生统计学专业，获医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疾控中心流病办中国水痘疾病负担与疫
苗经济学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兼任中华预防医学会爱国卫生技术指导工作委员会委
员、中国疾控现场流行病学导师、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健康统计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
卫生经济学会青年卫生经济委员会委员、北京慢病研究会大数据分会委员、
《中国实
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结核病与肺部健康杂志》等编委、2018 年—2020 年在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大数据和工程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海南省“2+3”健康服务包
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水痘疾病负担、带状疱疹发病影响因素、儿童青
少年糖尿病患病与营养及影响因素、手足口病时空传播模型与预警模型等方面的研
究。主持和参与了中国水痘疾病负担与疫苗经济学研究等多项国家级/中心级/所院级
科研项目。在《Endocrine》
，
《JIMR》
《BES》
，
《CDC weekly》
，《中华流行病学》等杂
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近 20 余篇。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李浩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lihao@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病毒分子流行病学、实验室监测技术、疾病防控策略管理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李浩，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16 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
学专业，获医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染病监测
和分子病毒与免疫，持续开展分子流行病学、病毒病实验室监测技术和体系、疾病防
控策略与管理等研究工作。
多次作为专家组成员，赴一线处置疫情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参与撰写多份国家
卫生健康委的相关规范、标准及方案的制修订。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973、农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中美新发再发传
染病项目和国家“十一五”传染病重大专项等课题研究工作，主持国家“十二五”传
染病科技重大专项子课题研究工作、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生物安全专项课题
研究工作。
参与撰写和翻译多部传染病及病原微生物相关的论著与书籍，2010 年至今在国
内外专业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文章 15 篇，其中 SCI 论文 4 篇，获得
“国家专利”2 项。
获奖情况：1.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015）
2.国家卫计委青年干部培训班优秀学员（2015）
3.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14）
4.中华预防医学会科技奖一等奖（2013）
5.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13）
6.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13）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李克莉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likl@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预防接种后不良事件监测评价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李克莉，硕士，主任医师，MPH 导师。1994 年毕业于济宁医学院预防医学专业，
获学士学位，2007 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
理专业，获医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疾控中心免疫中心预防接种后不良事件监测室主
任，疫苗上市后安全性监测与评价相关课题负责人。主要从事预防接种后不良事件监
测评价、调查诊断、因果关联评估、疫苗上市后安全性研究，以及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补偿等国家政策法规和技术指南等研究。主持和参与了疫苗上市后安全性监测与评
价、疫苗安全性监测文献研究等多项国家级和中心级科研项目。在《Vaccine》、中国
疫苗和免疫、中华预防医学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李涛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Litao1@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结核病流行病学、疫情预测以及干预措施策略等方面的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李涛，硕士，副研究员，MPH 导师。2006 年 9 月硕士毕业于法国马赛大学，医
学与社会网络管理专业。
研究方向：结核病预防与控制，现任结控中心监测评价部副主任，曾任中国全
球基金结核病项目办公室项目官员，现负责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与维护方面的
工作，提供疫情监测数据，并参与学校和特殊人群结核病防控以及各项研究、项目
工作。先后参与全球基金结核病项目“HIV 感染者结核病预防性治疗研究”、比尔及
导师简介

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传染性肺结核病人住院隔离治疗可行性评估”、世界卫生组织
及中美新发及再发传染病合作项目“利用“病例存量研究”估算结核病管理信息系
统敏感性的研究”等多项研究工作，参与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结核病防治
项目工作。担任《结核菌/艾滋病病毒双重感染防治工作技术指导手册》等多书编
委，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结核病相关论文、专著 20 余篇。参与的研究先后获
得华夏医学科技二等奖和中国防痨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李昱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liyu1@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新发再发传染病传播动力学和疫苗效果评价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李昱，副研究员，MPH 导师，国家级青年文明号号长，201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七年制培养计划，2011 年曾赴牛津大学临床试验研究中心交流
访问。目前为国家免疫规划技术工作组狂犬病疫苗工作组成员、秘书，从事狂犬病、
登革热等动物源性和媒介传染病的监测和防治工作，并开展了多项手足口病临床特
征、疫苗效果评价、后遗症评估等临床研究。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在新发传染
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柳叶刀子刊（Lancet Child & Adolescent
Health）等国际知名杂志发表 15 篇英文论文，参与《老年保健流行病学》和埃博拉
英文科普出版物的编制，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现阶段专注于在人群水平采用
多学科方法研究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的时空演变规律、传播特征及疫苗效果。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刘世炜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电子邮箱

liusw@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慢性病流行病学、危险因素干预与效果评价

招生类型

√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刘世炜，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9 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得流行病学与
卫生统计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烟草流行监测与评价组
组长，长期从事死因监测、疾病负担测量、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慢性病危险
因素干预和效果评价、烟草流行监测与评价等工作和研究。近 5 年以第一或通讯作者
发表中英文论文 30 余篇。兼任中华预防医学会慢性病预防与控制分会委员、中国药
物滥用防治协会烟草依赖与戒烟分会常委、北京市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医疗
健康大数据专委会副主委、《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杂志编委等。作为项目负责人
承担中国/WHO 卫生技术合作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马超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电子邮箱

machao@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免疫规划、疾病防控、循证疫苗政策制定和评价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马超，医学博士，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责任导
师。2003 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获医学学士学位；2006 年毕业于中
国疾控中心，获得医学硕士学位；2014 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医学
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循证疫苗政策研究室主任，从事疫苗可预
防疾病监测与防控、疫苗免疫策略研究、疫苗使用技术指南制定、疫苗上市后研究、
疫苗相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兼任 WHO 免疫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SAGE）麻疹
风疹疫苗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协联合国咨商生命科学与人类健康专委会委员，中国科
协第十届常务委员会决策咨询专门委员会委员，承担多项国际组织合作和国内疫苗与
免疫研究课题，发表中英文学术文章 30 余篇。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彭质斌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pengzb@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疾病负担和干预措施评价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彭质斌，硕士，副研究员，MPH 导师。200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妇幼卫生专
业，获医学学士学位，200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获
硕士学位。现任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中美疾控中心合作项目子项目 3 课题组负
责人，国家免疫规划技术工作组流感疫苗工作组组长，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进化技
术咨询工作组（TAG-VE）成员，结核与肺部疾病杂志通信编委。主要从事季节性流
感、人感染禽流感、新冠等常见和新发呼吸道传染病的监测与防控、疾病负担和干预
措施评价等领域的工作与研究。主持和参与了中美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合作项目、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课题。获北京市科技奖一等奖、华夏奖一
等 奖 和 北 京 市 科 技 奖 三 等 奖 各 1 项 。 在 BMC ID 、 PLOS One 、 Lancet Public
Health、EID 等 SCI 收录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近 50 余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戚晓鹏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电子邮箱

qixp@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全球卫生、疾病控制、风险评估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戚晓鹏，博士, 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12 年毕业于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疾控中心全球公卫中心
副主任，承担全球卫生援外项目、全球疫情风险评估和国际化人才培养。同时担任中
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卫生地理信息专业委员会常委，公共卫生信息专业
委员会常委。主持和参与了塞拉利昂疟疾分子实验室流行病学网络能力建设试点项目
等多项国际科研项目，长期致力于全球卫生、卫生信息、疾病制图等领域研究。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秦颖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qinying@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传染病流行病学、呼吸道传染病防控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秦颖，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99 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
业，获医学学士学位，200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获医学硕士
学位，2010 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2002-06 年曾在北
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留校任教，2011 年至今在中国疾
控中心传染病处工作。主要从事呼吸道传染病防控、二类疫苗应用策略及传染病流行
病 学研究工 作，主持 和参 与 了新冠 和流感相 关的 国家级科 研项目 。 在《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Lancet Reg Health West Pac.》、《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
、
《Vaccine》等 SCI 收录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近 40 余篇，参与的研究项目
多次获得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中华医学科技奖。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石文惠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shiw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慢性病预防与控制，健康促进策略与效果评估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石文惠，硕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95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
业，获医学学士学位，2002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获硕士学位。现
在中国疾控中心慢性病和老年健康管理处工作，主要从事慢性病防控与健康促进策略
导师简介

研究与实践，通过开展健康生活方式相关适宜技术、移动医疗技术应用与效果评估，
完善防控策略，曾承担国际合作、国内科技部及中国疾控中心等多项课题。2018 年
荣获中华医学科技二等奖，2022 年中国营养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营养学会“科技
服务百名专家”（2022-2024）。发表论文入选 2020 年度 F5000。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苏雪梅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suxm@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公共卫生信息学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苏雪梅，硕士，研究馆员，MPH 导师。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中心副主
任（主持工作）。中华预防医学会预防情报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卫生信息与健
康医疗大数据学会公共卫生信息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近些年先后承担和参与了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信息资源规划、新址信息系统设计、新址信息系统建设、
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疾控信息系统建设等项目，基于云计算技术传染病症候群病
原监测大数据处理分析应用与共享平台建设、基于大数据的危险因素监控信息系统建
设关键技术研究等国家级课题。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孙谨芳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sunjf@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环境政策效果评价；环境流行病学；过敏病流行病学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孙谨芳，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办公室（爱国卫生
工作技术指导处）工作。2000 年本科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业，2003 年硕
士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2006 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2015 年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访学。
长期从事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研究、教学和培训工作。2009 年获中华预防医学
导师简介

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兼任中华预防医学会爱国卫生技术指导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
国卫生经济学会公共卫生经济专业委员会委员。担任伤害医学（电子版）编委，中国
防痨杂志通讯编委，疾病监测、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审稿人，共发表论文 30 余篇。参
编《现代流行病学与中国应用》和《流行病学基本原理》等著作。主持科技重大专项
课题子课题，参与重大研发项目。目前，负责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核心
能力研修项目。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谭枫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电子邮箱

tanfeng@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职业和环境健康危害因素研究及国际标准制订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谭枫，双硕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疾控中心学术出版管理处处
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英文）》执行主编。1993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
劳动卫生与职业病专业，获得医学硕士学位；公派出国，2004 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
伊州立大学芝加哥分校，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监督机构以及卫生行政部门、国家疾控中心工作。
先后牵头承担完成十二五科技支撑专项课题一项，中美、中荷国际合作项目一
项，中国科协创办英文期刊项目一项，参与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一项；牵头承担完成国
家职业卫生标准 4 项，参与完成 4 项。在中外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王富珍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电子邮箱

wangfz@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疫苗可预防病毒性疾病的流行病学和免疫策略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王富珍，硕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98 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
学医学部）预防医学专业，获医学学士；2004 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社会医学
与卫生事业管理，获医学硕士。现任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病毒病疫苗室主任，
从事疫苗针对病毒性疾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包括病毒性肝炎、新冠病毒、麻疹、风
疹、流行性腮腺炎等疾病监测与免疫预防策略等。参与过卫生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中国乙肝疫苗接种项目，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病毒性肝炎国际合作项
目，以及多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自然基金课题；2011 年和 2017 年两次获得中
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王丽萍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wanglp@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传染病流行病学研究：重点传染病监测与预警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博导

□推免硕士 □推免直博

王丽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管理处综合业务室主任，流行病与卫生统
计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负责全国传染病疫情监测管理及全国急性传染
病监测防控综合业务。新冠疫情应对中，担任中国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一级响应框
架防控技术组副组长，牵头负责第二版到第九版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的制修订
等工作。以总负责人主持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另主持和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课题等多项国家级和中心级科研项目,主要从事传染病流行病学研究，包括重点传
染病监测与预警，传染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以及重点传染病疾病负担评估等领域。近
5 年在《Nat Commun》
，
《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等 SCI 收录杂志上发表
学术论文近 40 余篇,曾获得 2016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贰等奖等奖项。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王琦琦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wangqq@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人群健康测量、公共卫生政策效果综合评价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王琦琦，博士，副研究员，MPH 导师。2009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
与公共卫生专业，获医学学士学位；2012 年毕业于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
卫生统计学专业，获医学硕士学位；2020 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与
卫生统计学专业，获医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人群健康测量、公共卫生政策效果综
导师简介

合评价等相关研究。牵头负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项目 2 项、横向合作课题
1 项，课题骨干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基金专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等国际、国内科研合作课题 11 项。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文章 30 余
篇，副主编出版论著 4 本，参编论著 3 本，发布团体标准 2 项。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王锐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公共卫生 105300

电子邮箱

wangrui@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物资供应保障预测技术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王锐，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94 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
学专业，获医学学士学位，2006 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医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健康危害与灾害应对室和保障支持与应急队伍室主
任。主要研究领域：应急物资供应保障预测技术研究，以及新冠疫情防控效果评价及
防控策略研究。主持或主要参与了科技部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国家卫
健委委托项目、WHO 合作项目，以及中心级科研项目的研究。以第一作者和责任作者
在《Journal of Plant Physiology》，《Biomed Environ Sci》，《高技术通讯》，《卫
生研究》等 SCI 收录杂志和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参编多本传染病防控
相关著作。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魏强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1 流 行 病 与 卫 生 统 计 学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weiqiang@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分子流行病学与病原微生物资源保藏利用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魏强，男，博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病原微生物
保藏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分子流行病学与病原微生物资源保藏利用研究工作，开展病
原微生物菌（毒）种标准株和低温保藏机理、共享机制等研究，牵头构建国家病原微
生物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立病原微生物资源保藏标准体系。主持“十一五”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课题 1 项、“十三五”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1 项；主持/参与制
定国家标准 2 项、主持制定/修订行业标准 3 项、主持/牵头中华预防医学会团体标准
11 项；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60 余篇，主编和副主编论著 9 部，组织病原
微生物资源标准体系建设重点专题 2 期；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 项；获得软件著作权 3
项、省部级奖项 3 项。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向妮娟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xiangnj@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与风险评估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向妮娟，女，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北大医学部 1994 级预防医学系本科、
2004 年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硕士毕业。现任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监测预警
与风险评估室主任。2004 年进入中国疾控中心疾控应急办工作，2016 年前主要从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监测和分析，重点传染病监测网络的建立和管理，各种新发
传染病（SARS、人禽流感、MERS、EBOLA、ZIKA、黄热病等）的监测、数据分析、暴
发现场调查和疫情处置等工作。2017 年至今主要从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与
风险评估工作。2020 年后赴武汉、大连、香港参与新冠肺炎疫情现场处置，并主持
开发新冠肺炎流调系统。曾参与科技部重大专项、中美 EID、WHO、世行等国内外科
研课题项目，在 MMWR、EID 等国际科学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肖琳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电子邮箱

Xiaolin@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烟草控制研究、行为干预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肖琳，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访问学者。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健康中国行动控烟行动
专家、国家科普专家。主持多次全国青少年烟草流行调查和成人烟草流行调查，参加
多项控烟政策的起草和论证工作，策划组织控烟主题宣传活动，推动无烟环境创建工
作，并为多个城市的无烟立法和执法效果评价提供技术支持。主持 10 余项国内外控
烟专题研究， 在 Tobacco Control、Lancet 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担
任 BMJ,Tobacco Control,Tobacco Induced Disease ， Nicotine & Tobacco
Research 等学术期刊审稿人，并多次作为专家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
约》相关工作。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徐彩红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xuc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结核病政策研究、质量控制、经济负担、预防性治疗以及耐药结核病防治等。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徐彩红，硕士，研究员，MPH 导师，现场流行病学责任导师。2006 年毕业于北京
大学医学部，获医学硕士学位，2016-2018 年参加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班。现任中
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综合业务部主任，兼任中国防痨协会互联网分会副主
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预防控制学组副组长、《结核与肺部疾病杂志》编
导师简介

委。
主要从事结核病政策、质量控制、经济负担、预防性治疗和耐药防治等方面研
究。主持和参与了 10 余项国家级/中心级/科研课题和项目。在 SCI 收录杂志和核心
期刊上上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近 40 篇，参与编写编译结核病有关专著
20 余本，主编 6 本。参与的研究先后获得华夏医学科技二等奖和中国防痨协会科学
技术一等奖。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殷召雪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电子邮箱

yinzx@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老龄健康与慢性病防控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殷召雪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18 年毕业于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与卫

生统计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营养食品分会副主任委
员，中华预防医学会老年病预防与控制专委会常委、过敏病专业委员会常委等。主要
研究领域为老龄健康和慢性病防控以及促进健康老龄化的政策研究。主持或参与国家
导师简介

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WHO 等多个研究项目，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论
著 80 余篇，其中在《BMJ》
、《Age and ageing》
、《Obesity》
、
《Nutrients》等国际期
刊上发表 SCI 论文 30 余篇。曾获中国营养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
二等奖、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华夏医学奖三等奖。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尹遵栋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yinzd@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疫苗上市后评价、疫苗可预防疾病负担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导师简介

尹遵栋，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0 年毕业于山东济宁医学院预防医学
专业，获医学学士学位，200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专业，获医
学硕士学位，2011 年毕业于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疾控中心免疫中心主任。从事疫苗可预防疾病监测和疫苗应用策略研究等工
作。兼任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疾控中心国
家免疫规划技术工作组副组长，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制品分会副主任委员、疫苗与免
疫分会常务委员，《中国疫苗和免疫杂志》常务编委、《实用预防医学杂志》、China
CDC Weekly 编委。现任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询委员会（SAGE）新冠病毒疫苗工作组
成员，曾任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询委员会（SAGE）乙脑疫苗工作组成员。主持和参与
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重大专项、应急专项等多项国家科研项目。以第一作者或通讯
作者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 50 余篇。

推免硕士

□统招博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余文周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yuwz@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免疫服务评价，免疫规划政策，疫苗经济学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余文周，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1993 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预防医学
专业，获学士学位；2005 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公共卫生硕士学位；
2010 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获博士学位。免疫规划中心免疫服务室主
任，主要从事疫苗针对疾病预防控制、免疫规划相关政策研究、预防接种服务工作，
参与免疫规划一系列法规、规范、计划和方案的制定。2014 年和 2015 年，作为专家
援助西非埃博拉防控，2017 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疾控中心研究疫苗经济学。以第
一作者在《新英格兰杂志》
、《国际流行病学杂志》、
《传染病学杂志》等刊物发表英文
论文 10 余篇，发表中文文章 100 余篇。参与的课题“脊髓灰质炎野病毒输入应对技
术体系建立”获中华医学会三等奖。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张必科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zhangbk@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传染病防控，卫生应急管理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张必科，博士，主任技师，硕士生导师，实验室管理处副处长。2006 年硕士毕
业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2019 年博士毕业于军事科学院。主要从事传
染病监测系统管理、疾病预防控制、卫生应急、灾害医学救援、以及实验室生物安全
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研究和管理工作，发表 SCI 论文多篇，国内核心期刊论文二十余
篇，主编和参编各种专著十余部，获得中华预防医学会科技进步奖一项。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张国民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zhanggm@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病毒性肝炎防控、疫苗管理和冷链管理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张国民，博士，研究员，公共卫生硕士导师。2007 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病原
生物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疫苗和冷链管理
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疫苗流通管理和冷链管理研究工作。曾任免疫规划中心流行病
二室主任，从事病毒性肝炎防控工作，参与了十二五、十三五“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
等重大传染病防治” 科技重大专项乙肝防控相关课题、疫苗上市后评价相关课题、
科技支撑传染病防控、863 计划甲型 H1N1 流感病毒裂解疫苗评价课题等国家级科研
项目，现参与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课题“面向重大突发事件的
智能应急物资物流调配技术及应用”，并承担应急物资调配平台和供应保障决策系统
功能验证任务。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张彦平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zhangyp@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传染病流行病学研究及传染病防控、卫生应急管理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张彦平，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副处长，主任医师，公共卫生导师。主要研
究领域为：1）传染病流行病学研究及防控、卫生应急管理；2）人感染禽流感、中东
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病毒病、西尼罗病毒病等新发传染病防控；3）流感大流行应对
准备。研究课题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H7N9 等新型流感病毒的感染和流行风险评
估》
；科技部《人感染新型流感防控技术研究》；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新发传
染病防治对策研究》
；科技部课题《传染病症状监测技术研究》；世界银行项目《虫媒
脑炎病毒分子生物学调查》等专项研究。发表中英文论文 90 余篇，曾获得中华预防
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学技术进
步三等奖 3 项。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赵赤鸿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zhaoch@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实验室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赵赤鸿，女，硕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12 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公共管
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管理处处长，先后兼任国
家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秘书、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医学实验室装备与
技术分会副会长、亚太生物安全协会副秘书长等，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生物
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实验室生物安全认可评审员、国家级资质认定评审员。先后负
责并参与国家 863 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重大支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卫生公益性行业专项等多项重大课题研究工作，以及多项国际合作项目。主要从
事实验室安全及质量管理工作，参与多部法规、标准制（修）定工作，参与多项技术
方案、技术指南等编制工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提供生物安全技术支持。参与编写十
余部专著，累计发表文章 30 余篇。先后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实验动物学
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郑徽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1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电子邮箱

zhenghui@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疫苗可预防细菌病防控及流行病学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郑徽，硕士，副研究员，MPH 导师。2006 年起就职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
规划中心，主要负责疫苗可预防的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日常监测工作。对疫苗可预
防的病毒性肝炎防控、以及流脑、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的细菌性疾病有丰富的工作经
验。在科研领域中，作为主要课题人员参加了“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课题“、“十一五”科技重大专项、“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自然基金项
目等课题项目的申请和实施。以第一作者在 Journal of Viral Hepatitis、Vaccine
等国际期刊及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多篇；作为参与作者发表论文 60 余篇。2011 年和
2017 年两次获得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郑亚明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Zhengym@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传染病疾病负担研究
传染病卫生经济学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郑亚明，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13 年毕业于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
术学院药事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12 年 2-8 月，前往维也纳经济大学作
为访问学者开展课题研究。现任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综合室主任，主持和参与
了非洲重要传染病流行规律研究、轮状病毒诺如病毒联合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卫
生 经 济 学 评 估 等 多 项 国 家 级 / 中 心 级 / 所 院 级 科 研 项 目 。 在 《 BMC infectious
disease》
，
《Plos One》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中华预防医学杂志》等 SCI 收录杂
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周蕾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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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蕾，女，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北大医学部 1997 年预防医学系本科、
2005 年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硕士毕业，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第 6 期毕业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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