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刘启玲，女，1977 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正高职称。陕西中医药大

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卫生统计学教育

专委会委员，中医药统计学会委员，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委员，中国活性氧生物

学效应专委会委员，中国营养学会会员，陕西省预防医学会理事。

本科毕业于宁夏医科大学，硕士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博士毕业于

空军军医大学。2002 年工作至今，一直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从事《流

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一线教学工作。先后主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主持并参与省部级课题 4项，厅局级课题 5项，校级课题 3项；发表 SCI、

CSCD、科技核心论文近 30 篇，参编著作 3部。

辛 宝，男，1978 年 05 月 10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副教授职

称，陕西中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荣获咸阳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咸阳市十佳

科普明星称号。现任教研室主任、第二附属医院“治未病科”副主任，兼任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治未病优势病种协作组成员,省级重点扶持学科中医养生学学科带

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治未病重点专科后备学科带头人，陕西省卫

计委卫生宣教中心健康教育巡讲团专家，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首批科普文化巡讲

专家，全国营养行业先进个人，卫生部全国健康素养促进行动项目优秀巡讲专家，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食疗药膳分会

常务理事,陕西省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协会理事,咸阳市营养学会执行理事长。

2005 年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获医学硕士学位。目前主持、参与省级课题 4

项，已发表学术论文 15 篇，编写出版专著 17 部。获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与科

技奖励 4项。

李恒新，男，1963 年 4 月 28 日出生，大学本科，主任医师，陕西中医学院

硕士研究生导师。获“西安市卫生局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陕西省卫生系统抗

震救灾先进个人”等光荣称号。是陕西省预防医学会常务理事，西安市预防医学

会会长。



1985 年 7 月毕业于山西医学院，在西安市卫生防疫站工作，主要从事食品

卫生监督工作。2002 年起先后在西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任副主任，西安市卫

生监督所副所长，西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书记，主任，现任西安市中心血站站

长。主持省市级科研项目 2 项，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9

篇。近年来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西安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三项，西安市

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

马超锋，男，1974 年 1 月 11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主任技师，

陕西中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获陕西健康卫士和西安市劳动模范称号。现任西

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陕西省预防医学会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1991 年 7 月中专毕业于西安市卫生学校，在西安市卫生防疫站工作，主要

从事食品微生物检验工作。2002 年 9 月至 2005 年 7 月，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医

学院，获医学硕士学位；2006 年 9 月至 2012 年 1 月，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

院，获医学博士学位。目前主持省部级课题 2项，已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研

究成果获西安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省级科技进步奖一项。

李 骏，女，1971 年 12 月 27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传染性疾

病控制副主任医师，2014 年任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西安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科科长，兼任兼任《中国学校卫生杂志》通讯编委，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卫生现场合作导师，陕西省预防医学会口腔保健专业委员会委

员，陕西省预防医学会社区口腔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

2005 年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在西安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工作 10 年，主要从事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和西安市学生常见病

防控工作。先后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完省级课题 1项，局级课题 1项，

主持 2017 年正式新立项的省级课题 1项，市级课题 1项，现正开展的局级课题

2项。



齐宝宁，男，1980 年 5 月 6 日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副教授

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

卫生学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毒理学会终身会员，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会员，陕

西省预防医学会会员，陕西省健康教育与促进协会职业病防治健康教育分会理

事，咸阳市预防医学会理事。

1998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工作，主要从事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工作 10 年来，

先后参编《预防医学》、《卫生统计学》、《全科医学》等全国“十二五”和

“十三五”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 9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参与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 1项，主持并参与厅局级校级科研课题 9项，参与市级科技创新团队

1个，指导国家级和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4项。

周 晶，男，1964 年 4 月 12 日出生，博士学历，博士学位，副教授职称，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预防医学实验中心主任职务。兼任中

国微量元素研究会会员。

1987 年 6 月本科毕业于兰州医学院，先后在甘肃疾控中心工作，主要从事

毒理学研究、预防医学检测与评价作。从 1987 工作 30 年，先后出版专著 10 部，

发表论文 30 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省级课题 4项，主持市级课题

2项。

秦绪军，男，1976 年 12 月 23 日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副教

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第四军医大学预防医学院营养与

食品卫生学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理事，中国活性氧生物学效应

专委会常委，中国老年学学会衰老与抗衰老科学委员会委员，陕西省营养学会常

务理事，陕西省毒理学会常务理事，全军营养医学专委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函审专家，多个 SCI 杂志审稿专家。

1999 年 6 月本科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第四军医大学工作，

主要从事营养代谢、氧化应激与衰老及相关疾病的研究工作。副主编及参编专著

教材 8部，发表及合作发表科研论文 6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24 篇，最高影响因



子 7.09。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项，国家重大专项分题 2项，主持陕西省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项、科技新星人才基金 1项及其他省级课题 2项，此外还

参与国家省部级及军队各类科研课题 20 余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3项，获得陕

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项（2005-6）、二等奖 1项（2016-1），军队科技进步

一等奖 1项（2007-5）、三等奖 1项（2005-4）。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三等

奖 1项（2009-5）。为首批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首批原总后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扶持对象，连续 4次入选第四军医大学精英人才库，享受军队人才岗位津贴。

邓慧玲，女，1970 年 3 月 30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主任医师，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西安市儿童医院感染二科科室主任，

陕西省手足口病救治中心负责人，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感染专业学科带头人，西安

市学术技术带头人，西安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感染

学组副组长；西安医学会儿童健康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

控制分会儿童伤害防制学组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儿童重症医师分会重症感染专业

委员会委员；全国肝胆病咨询专家等；省、市手足口病专家组成员，西安市流行

性出血热、甲型流感专家组成员；全国疑难及重症肝病公关协作组及全国儿童

EB 病毒感染协作组成员；《中国小儿急救医学杂志》、《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

病杂志（电子版）》和《中华现代儿科学杂志》等杂志编委。

1995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先后在西安市儿童医院工作，

主要从事儿童感染性疾病工作。工作 22 年，先后出版专著 4部，发表论文 40

余篇，参与国家级课题 2项，主持省级课题 2项，主持市级课题 2项。

吕 军，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特聘研究员，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

床研究部主任，曾任西安交大一附院临床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心脑

血管疾病临床研究、临床大数据挖掘（e.g.临床预测模型）。

任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循证医学分会临床研究学组组长、中国肾

脏病大数据应用创新联盟技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循证医学杂志》编

委会委员、《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青年编委会委员兼副秘书长、陕西省医学



3D 打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副秘书长、陕西省药学会医疗器械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等职。

2018 年，率西交一附院团队获得第三届 Datathon 大赛三等奖。2016 年获

西安交大一附院首个管理类国家级研究课题资助。已发表研究论文 100 余篇，其

中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SCI 论文 60 余篇，影响因子＞200；主持国家级研究课题

两项、省部级研究课题两项；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两项；获得专利 11 项：

其中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9项。

吕教授团队配备了临床研究设计、深层统计、大数据挖掘等领域的专职工

作人员，负责全院的临床研究管理、培训和技术支持工作。该团队建立起系统的

临床研究入门及临床数据挖掘培训方法，已开发利用多个国际公共数据库进行临

床大数据挖掘实践，依托学组常规性举办医学大数据挖掘培训班，在业内取得一

定的影响力。

王 冲，女，1986 年 12月生，博士，讲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

导教师。

2014年 7 月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临床兽医学专业，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科学基金 1项、陕西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 1 项、陕西省高校科协青年

人才托举计划 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在 SCI 收录期刊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toxicological sciences 、toxicology 、chemosphere、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等发表论文 6 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在 toxicology发表 SCI 论文

2篇，获 2014年山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杜可军，男，1973 年 10 月出生，汉族，博士，副教授。中共党员，籍贯

河南新乡。任职空军军医大学军队劳动与环境卫生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硕

士研究生导师；陕西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硕士生导师，纽约大学访问学者。

兼任全军军队卫生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军事医学命题专

家；曾任陕西省预防医学会学校卫生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卫生检验专委会副主任

委员等。



研究方向：劳动与环境卫生学；具体包括特殊环境医学、环境分子毒理学的

基础与应用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项、全军后勤科研重大项目

1项等。作为骨干人员，参与完成 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研究。获

陕西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第 3）、军队教学成果三等奖 1项（第 1）等。

先后发表论文五十余篇，主要论文发表在 MBC、Toxicology 等杂志。辅导硕

士 6名。副主编等编写国家统编教材、专著等 11 部。获学校精品教员、部院系

十佳教员、科技工作先进个人、军事医学人才、学术新人等，先后十余次赴边防

等服务基层部队，十余次参加学校军事医学卫勤演习。荣立三等功一次。

刘 峰，男，医学硕士，主任医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现任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

事、陕西省预防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西

安交通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特聘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硕士研究生合

作导师，西安医学院特聘客座教授。

1997 年 9 月自西安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业（现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毕业后，一直在省疾控中心从事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先后主持国家重大科技

专项子课题 1项，省部级课题 1项，厅级课题 2项，获得陕西省科技奖 1项，以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26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5篇。

邵中军，男，48 岁，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军现场流行病学重点实验室主

任，空军军医大学军队流行病学教研室主任。陕西省预防医学会副秘书长，陕西

省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侯任主委），中华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青年委员，

全军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军现场流行病学骨干培训班授课专家，全军疾

控现场流行病学考核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染病流行病学，研究涉及乙肝、流

感、腺病毒等领域。拥有软件著作权 3项，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一项。

参加了华山铁卫系列防生物恐怖袭击演习，参加了 2008 年汶川抗震救灾、2009

年西安某部队甲流疫情和 2014 年银川某部队腺病毒疫情等现场处置工作，在疫



情分析、处置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目前负责有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武

威市乙肝防治示范区项目 2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项，军队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累计经费 800 余万元，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5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20

篇。

孙 娜，女，1985 年 1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就职于陕西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从事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教学与科研工

作。

2003 年 9 月-2008 年 7 月，就读于华北煤炭医学院预防医学专业，获医学学

士学位；2008 年 9 月-2011 年 7 月，就读于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获医学

硕士学位；2011 年 7 月毕业至今陕西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工作。

近三年以第一作者发表研究论文20余篇，其中CSCD-C论文5篇，科技核心论

文8篇；主持咸阳市科技局课题一项（编号：2017k02-85）、陕西中医药大学校

内课题一项（编号：14XJZR07）、陕西中医药大学课程综合改革项目一项、陕西

中医药大学教学改革项目一项，指导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项，

省级项目1项。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临床流行病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医

学统计方法学》2部教材；获实用新型专利2项。

张荣强，男，1983 年 3 月 14 日出生，兰州大学硕士，西安交通大学博士，

副教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兼任美国国际骨性关节炎协会

（OARSI）会员、国际华人骨性关节炎研究协会（ICOARS）会员、中国卫生信息

协会卫生统计理论与方法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医药统计专业委员

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真实世界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

信息研究会统计分会理事、陕西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会员、陕西省预防



医学会现场流行病学委员会委员、陕西省骨与关节学会中西医结合分会会员；并

任《国际肿瘤学杂志》编委，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 Eating and Weight

Disorders, PLOS on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Osteoporosis

International 等杂志审稿人。近 5 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55

篇，其中 SCI 收录 26 篇，CSCD 核心期刊论文 18 篇；参编著作教材 2 部；获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 2项；主持教育部教改课题 1项，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和陕西

省教育厅重点研究项目各 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参与省自然科学基

金、咸阳市科技计划重点项目各 1项；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6/9)、陕西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5/11)、陕西省高校科技进步奖一等奖(8/11)、第七届“薛暮桥

价格研究奖”(9/12)。

张 蓓，女，1984 年 7 月出生，博士，教授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

究生导师。2007 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获生物技术和英语双学士学位，2013

年毕业于美国肯塔基大学药理与营养科学专业，获营养学博士学位。2013 年—

2015 年于美国肯塔基大学医学院脊髓与脑损伤研究中心任博士后，出站后在同

一科研中心任研究员，实验室主管。主要科研方向为：通过调节中枢--免疫系统

内巨噬细胞功能以达到神经修复的目的。在美学习及工作期间，曾获多项学术奖

项以及受邀学术会议报告，共发表 SCI 论文 20 篇（11 篇为第一作者），主持和

参与的项目包括：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资助 R01, Craig H. Neilsen

Foundation (CHN)等专项科研基金。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 1

项，陕西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1项。现担任Journal of Neuroinflammation,

Journal of Neurotrauma 等知名 SCI 期刊的审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