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施京红，女，1968 年 11 月 07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职称，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免疫及检验学教研室主任职务，兼任

中国免疫学会中医药免疫分会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免疫学专业委

员会理事、陕西省免疫学会理事、中国免疫学会终身会员。

1992 年 06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2009 年 08 月获得西安交通大学医

学院博士学位，先后在西安市中医医院、陕西中医药大学工作，主要从事中医药

免疫学教学、科研工作，参编“十二五”、“十三五”及“十四五”规划等教材

5部，发表论文 30 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省级课题 3项，主持省

级课题 2项、校级课题 2项，获得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1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难治性疾病的免疫学分子机制研究

联系方式：13619200319

电子邮件：jinghongshii@163.com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杨晓航，男，1974 年 5 月 29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职称，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中西医结合

基础（免疫学）学科学术带头人，陕西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负责人,兼任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第八届青年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免

疫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1998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后留校工作至今，主要从事中西医

结合免疫学教学科研工作 23 年，先后出版专著 2部，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其

中 SCI 收录 10 余篇，主持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 10 余项，获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

奖励 5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药免疫调节分子机制与肠道微生态研究

联系方式：029-38185005

电子邮件：yxh1.0@163.com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胥冰，女，1968 年 3 月 26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职称，陕

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免疫及检验学检验室主任，兼任陕西中

医药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0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先后在中西医结合免疫研究室及免

疫教研室工作，主要从事教学及科研工作。从事教学工作 30 年，先后发表论文

30 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省级课题 1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药对炎症性疾病作用及机制研究

电子邮件：xubing-95@163.com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张怡敏，女，1981 年 12 月 26 日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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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陕西中医药大学医学技术学院病

原微生物及检验学教研室教师。

2005 年 6 月本科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先后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工作，主要

从事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教学工作。从教学工作 15 年，先后出版专著 4部，发

表论文 20 余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省级课题 6项，主持市级课题 3

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药对微生物及免疫分子机制研究

联系方式：13892980998

电子邮件：zhangyimin0123@sohu.com

mailto:zhangyimin0123@sohu.com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王媛媛，女，1986 年 3 月 23 日，副教授，病原微生物及检验学教研室主

任。教育经历：2005-2009 年，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获学士学位；2009-2015

年，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获博士学位。2016 年加入医学技术学院病原微

生物及检验学教研室。

研究方向为病原微生物致病及耐药机制研究；中医药防治感染性疾病机制研

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一项(2020-2022 年，26 万元）；参与多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第一作者发表多篇 SCI 收录论文，及国内高水平论文。

主要研究方向：病原微生物致病及耐药机制研究；中医药防治感染性疾病机

制研究

联系方式：17792466017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陈丽华，女，1971 年 7 月 8 日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

博士生导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中国免疫学会理事，兼

任中国免疫学会女科学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免疫学会科学普及教育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免疫学会基础免疫分会委员，陕西省免疫学会秘书长

（常务理事），Frontiers in Immunology 副主编，《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

副主编 。

1994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先后在第四军医大学工作，主要从

事免疫新分子的结构、功能研究以及骨免疫应答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从 1994

年工作 28 年，先后出版专著 12 部（主编 2部），发表论文 60 余篇(IF>10 的论

文 6篇,IF>5 的论文 16 篇)，作为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项，军队重点

课题 2项。

主要研究方向：细胞和分子免疫学；骨免疫学

电子邮件：chenlh@fmmu.edu.cn：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吴守振，男，1979 年 3 月 19 日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研究员正高

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陕西省儿科疾病诊治转化医学

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陕西省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委员，陕西省医学会免疫

学分会委员，西安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委员，西安医学会检验分子生物与分子生物

学组副组长。Biomedicine & Pharmacotherapy，Bi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

等 sci 杂志审稿人。

2007 年 6 月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先后在第四军医大学、西安市儿童医院

工作，2017.09-2019.09 在美国 Louisville 大学进行博士后工作。主要从事细

胞分子免疫与相关疾病的研究工作。先后出版著作 1部，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

以第一发明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 项；以第一完成人获得西安市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 1 项，以主要完成人获得陕西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和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各 1 项，西安市科技局项目 2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6 项、陕西省重点产业链 1 项、西安市科技局重大专题 1 项。

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药免疫调节理论与慢性炎症疾病的机理研究；中药调节

免疫网络系统的作用及机理研究。旨在揭示中药通过调节免疫系统在免疫及炎症

性疾病中的作用，阐明其免疫调节机理。

联系方式：13379258109

电子邮件：wushouzhen@qq.com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吴兴安，男，1967年4月11日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职称，陕

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空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微生物与病原

生物学教研室教授，兼任全军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医学会微

生物学与免疫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专业

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微生物学会分析微生物学专

业委员会委员等；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论文评审

专家、陕西省生物安全专家、陕西省科技项目评审专家、陕西省医学会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鉴定专家等。

1991年7月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现在空军军医大学工作，长期从事重要病

原微生物的感染免疫机制及其侦、防、治的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主编、副

主编医学微生物学相关教材和专著9部；发表科研论文近100篇，其中SCI论文32

篇；主持国家 “863”子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项以及省部级课题10项；

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9项；获得国家海洋局创新成果一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二

等奖2项；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16名。

主要研究方向：1.病毒感染免疫机制的研究；2.病毒快速检测方法的研究；

3.病毒新型基因工程疫苗及病毒基因工程抗体的研究；4.抗RNA病毒小分子药物

的研究。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杨洪义，女，1974 年出生，博士，教授，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

教师。

2001 年博士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先后在清华大学，英国

伦敦大学玛丽女皇学院、诺丁汉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任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制

造研究所高级科学家。担任过数项国家 973，英国 EPSRC 项目及新加坡

A*STAR-SERC 的主要技术开发者及项目负责人，并在本学科的国际著名刊物上发

表过 20 多篇研究论文。

主要研究方向：医学三维打印,中药控缓释，心血管组织工程，生物活性人

工骨

联系方式：电话 17333723346

电子邮件：hyang@sntcm.edu.cn

mailto:hyang@sntcm.edu.cn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杨琨，女，1964 年 2 月 23 日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职称，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做博士

后研究，现任生物武器损伤防治药物军队重点实验室主任，空军高层次科技人才，

特殊紧缺专业“人才池”拔尖人才，军队后勤科技装备评价专家，陕西省病原微

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专家，陕西省医学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专家，科创中国

西安智库专家。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银奖”，为总后优秀教学团队骨干教师，精

品课教员，优秀博士生导师，享受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岗位津贴。

现在空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教研室工作，长期从事军事医学、细胞

和分子免疫、肿瘤表观和代谢调控等领域研究工作。作为负责人主持国家新药创

制重大专项、后勤科研重点项目、国防军事教育规划项目、国家“863”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成果转化等 27 项课

题研究。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技术发明二等

奖、中华医学科技三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7项。授权发明专利 19 项、实

用新型专利 3 项。发表科研论文 185 篇（SCI 收录 76 篇），教学论文 26 篇，编

写专著教材 12 部。培养博士后、博士、硕士 45 名，指导博士生获陕西省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硕士生获全军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本科生课外科研获全国大学

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一等奖 2项；“挑战杯”大学生科技作品竞

赛陕西省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各 1项，全国三等奖 1项；“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陕西赛区省级复赛银奖 1项、铜奖 2项。

电子邮件：yangkunkun@fmmu.edu.cn

mailto:yangkunkun@fmmu.edu.cn


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张芳琳，女，1971 年 11 月 20 日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

职称，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现任空军军医大学微生物与病原生

物学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医学病毒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

委员，陕西省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

1993 年 06 月本科毕业于西北大学微生物学专业，1996 年 06 月硕士毕业于

西北大学微生物学专业硕士,毕业后在空军军医大学工作，并攻读博士学位。主

要从事医学微生物学工作。从 1996 工作至今 26 年，先后出版专著 10 余部，在

包括 Nature Microbiology，Cell Reports，J.Virol 等本专业 TOP 期刊在内的

国际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7项，主持国家重大项目课题

2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项，主持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 6项。曾获军队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项，陕西省微生物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以及总后院校

优秀教学团队、军队院校教学成果二等奖、总后院校优质课程、陕西省教学成果

特等奖等奖项。指导研究生获全军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主要研究方向：病毒感染与免疫

电子邮件： flzhang@fmm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