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病中心硕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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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雅敏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baiyamin@ncncd.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行为干预和健康促进，慢病健康管理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导师简介

□博导

□推免直博

白雅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健康促进与行为干预室副主任，研究
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近年主要从事慢性病综合防控与评估、行为干预、健康管理等相关国内外科研和
国家级项目工作。担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中国营养学会营养大数据
和健康分会常务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残疾预防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
会健康测量与评估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评审专家库专家，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核心专家等。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董文兰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专业硕士

电子邮箱

dongwenlan@ncncd.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慢性病干预与评价；慢性病防治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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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文兰，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预防医学会残疾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常
委、中华预防医学会脊柱疾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慢性病综合防
控、社区干预与评价、慢性病防控资源配置研究等工作。近 5 年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重大慢性病疾病负担及防控策略研究：基于国际协作的重大
慢性病防控措施和资源配置研究”1 项，作为课题骨干参与多项国级和省部级项目；
副主编《基本卫生保健理论与慢性病社区防控》《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实践-糖尿病》
《慢性病自我管理实践-高血压》等论著 3 部，参编论著多部；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
者发表论文 20 余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段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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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anleilei@ncncd.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伤害流行病学研究、伤害干预与评价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段蕾蕾，硕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02 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社会医
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获理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伤害
防控与心理健康室主任，主要从事伤害预防控制相关研究。世界卫生组织伤害预防中
国国家联络人，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道路安全状况报告》，
《世界预防暴力报告》中国
国家数据协调员，世界卫生组织《儿童溺水预防指南》及《老年跌倒预防指南》撰写
与审稿专家，BMJ-INJURY PREVENTION 副主编，美国华盛顿大学兼职教授，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大学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荣誉教授，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第一批成员，国
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儿童工作智库专家，国家残疾预防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主持多
项科研项目，主持撰写《伤害与暴力预防控制理论与方法》等多部专著，在 The
Lancet 等 SCI 收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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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利文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fangliwen@ncncd.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慢性病监测、慢性病流行病学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方利文，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3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疾控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呼吸病防控
室、肿瘤防控室主任。目前主要从事慢性病防控及相关流行病学研究工作，重点围绕
慢阻肺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控、肿瘤防控开展了一系列人群流行病学专题研究。作
为课题负责人和主要骨干参与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慢阻肺危险因素、病因与发病机制研
究-我国人群慢阻肺危险因素与患病率的动态变化及患病预测研究、乳腺癌专病队列
研究等多项国家科研项目及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在《Lancet Respir Med》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等国际专业期刊以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等国内
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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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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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ohy@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慢性病防治政策研究；老年健康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郭浩岩，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97 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
业，获医学学士学位，2001 年毕业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获硕士学位，2009 年毕
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副书记，科技部
导师简介

“跨区域老年照护动态大数据互动与应用示范” 课题负责人、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
司“老年人群健康素养监测”、“老年心理关爱项目”项目负责人等。主要从事公共卫
生政策、健康传播以及老年健康相关研究。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近 20 余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厚磊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houlei@ncncd.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慢性病干预与评价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厚磊，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99 年毕业于承德医学院临床医学专
业，获医学学士学位，2003 年毕业于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获内科学硕士学
位，2014 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流行病和卫生统计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疾
导师简介

控中心慢病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疾病控制、流行病和卫生统
计学研究。参与了中国人群心脏骤停发病率、病死率及危险因素调查等 3 项国家级科
研项目。在《J Am Heart Assoc》
，《Int J Public Health》
，《Clin Epidemiol》，
《Neuro-Oncol》等 SCI 收录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12 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姜莹莹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硕士

电子邮箱

jiangyingying@ncncd.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行为干预与健康促进，慢病健康管理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姜莹莹,硕士，研究员，研究生导师。2009 年毕业于澳大利亚格里菲大学公共卫
生专业，获得公共卫生理学硕士学位。主要承担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管
导师简介

理与评价工作。长期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干预研究，承担慢性病
自我管理在线教育与管理平台的开发和建设工作。参与多项国家级老龄化应对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组织开展中国心血管健康指数、中国疼痛健康
指数的构建研究。发表中英文论文 70 余篇，主编、参编和编译书籍 9 部。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李剑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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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jianhong@ncncd.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健康教育、行为干预和健康促进、健康管理、慢病管理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李剑虹，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06 年毕业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
安全所，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自 2006 年以来，一直从事慢性病防控工作，目前担任
肥胖与代谢性疾病防控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主要从事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
导师简介

管理、适宜技术开发、干预策略研究及效果评价等。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干预适宜技术与管理策略在 2 型糖尿病、糖尿病高风险人群中的推广应
用及效果评价研究”
（2018YFC1313904）、中国疾控中心青年基金课题“我国高血压风
险评估模型研究”
、2 型糖尿病营养与运动优化干预项目等项目。 参编出版中英文著
作 10 余部，第一作者或责任作者发表国内外论著 30 余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王宝华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wangbaohua@ncncd.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慢性病干预与评价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王宝华，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重点慢病防控实验
室主任，兼中华预防医学会肿瘤预防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健康科普专家
库第一批成员。主要从事肿瘤等慢性病综合防控和人群预防干预研究，有多年临床工
作经验和现场流行病学实践。目前承担或参与国家重点项目-癌症综合防控与推广项
目、生命早期干预的长期健康效应家庭队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多项肿瘤相关项目
和科研课题。近年来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中英文论文 40 余篇，撰写和翻译出版著作
15 部，相关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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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黎君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wanglijun@ncncd.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慢性病监测、慢性病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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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黎君,公共卫生硕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00 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获得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生命登
记与死因监测室主任。2000 年至今在中国疾控中心任职，从事死因监测，疾病与健
康的流行病学研究等专业工作。兼任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慢病防治与管理专委会委员。主持和参与国
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近年来以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中英文文章 30 余篇,主编《人口死因监测工作指导手册》
，
参编论著十余部，获部级科学技术奖励 3 次。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吴静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Wujing@ncncd.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慢性病监测、慢性病流行病学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吴静，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流行病与卫
生统计学专业，获医学博士学位。2007-2009 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行博士后研
究。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控中心慢病中心主任。牵头部署和组织疾控慢病工作，主
要从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流行病学研究，主持和负责开展重大慢病防控项目近 30
项，现任 NIHR Unit Action on Salt NIHR Global Health Research Unit Action
on Salt China (ASC)、四川眉山自然人群健康生命区间延长的生物标志物筛选及验
证等多项国际级、国家级科研项目。在《The Lancet》
、
《JAMA》等国内外重要刊物上
发表论文 100 余篇; 主编、参编著作及规划教材 40 余部；培养研究生 20 余名；荣获
专业技术奖 4 项；获得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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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建伟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xujianwei@ncncd.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慢性病干预与评价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徐建伟，男，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现任慢病中心健康促进与行为干预室
副主任。2006 年在山西医科大学获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硕士学位，2014 年在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获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博士学位，2014 年在美国疾控中心做访问学
导师简介

者。主要从事慢性病危险因素调查，行为生活方式干预与评估等工作和研究，主要承
担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专项-省部联合减盐防控高血压项目，以及中英减盐行动、减盐
行动评估等国际合作项目，参与多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
目。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发表中英文论文 80 余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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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npeng@ncncd.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慢性病监测、慢性病流行病学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殷鹏，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01 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
床医学专业，获医学学士学位，2009 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中
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生命登记与死因监测室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 中国人
导师简介

群主要疾病死亡率的时空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2. 中国人群主要慢病的早死、伤残
及归因疾病负担及预测研究。3. 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4. 基于
大样本老年人队列的健康老龄化研究。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人社部留学归国人员科技择优项目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以及国际合作项
目。在 Lancet，BMJ 等 SCI 收录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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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ngmei@ncncd.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慢性病监测、慢性病流行病学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张梅，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03 年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获学士
学位；2006 年和 2017 年先后于中国疾控中心获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慢病中心慢病
危险因素监测室副主任。参与多轮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从方案设计、现场实
施，到数据分析与报告的全过程，并主要负责问卷设计、数据采集系统搭建、质控以
及数据分析。参与编写多部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报告及硕士研究生教材。主要研究
方向为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的技术发展和质量提升；重大慢病流行病学多源数据研
究平台的构建和完善；基于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结合其他多源数据的人群心血管
病风险评估等。主持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1 项，并作为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国家和省部级项目。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发表中、英
文论文二十余篇，共同署名论文百余篇。曾获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中
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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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脉耕

导师类型

□硕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 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Zhoumaigeng@ncncd.chinacdc.cn

招生研究方向

慢性病监测、慢性病流行病学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导师简介

周脉耕，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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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副主任，中国
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健康长寿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源数据
的新冠肺炎传播风险预测及病死率影响因素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入选国家“百千万
工程领军人才”计划，享有“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主要从事疾病负
担、环境与健康研究。主持和参与了科技部、国自然等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在
lancet，bmj 等 SCI 收录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

 推免硕士

 博导

□推免直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