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届全国生物材料大会”参会代表通讯录 

 
序号 姓名 单位 邮箱 

1.  陈爱政 华侨大学化工学院 azchen@hqu.edu.cn 
2.  程小霞 华侨大学化工学院 xxcheng2007@163.com 
3.  邓琼嘉 华侨大学化工学院 dengqiongjia@126.com 
4.  葛慧华 华侨大学化工学院 zhgyghh@hqu.edu.cn 
5.  刘源岗 华侨大学化工学院 ygliu@hqu.edu.cn 
6.  王士斌 华侨大学化工学院 sbwang@hqu.edu.cn 
7.  吴文果 华侨大学化工学院 wuwenguo@hqu.edu.cn 
8.  沈悠曲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shenyouqu@163.com 
9.  崔旭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qiqi9haiyang@sina.com 

10. 蒋飞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jysxmjf@163.com 
11. 李乐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lile430@163.com 
12. 王德平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wdpshk@mail.tongji.edu.cn 
13. 王会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WHIL86@163.com 
14. 周田 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892904462@qq.com 
15. 何永辉 西南交通大学 yonghuih@126.com 
16. 严洋洋 江南大学 yangyang8461@126.com 
17. 李婷 江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thousandslove@163.com 
18. 黄池 江南大学 834555989@qq.com 
19. 李惠娟 四川大学 632936620@qq.com 
20. 岳文文 四川大学 vivienyue_1990@163.com 
21. 张翔 四川大学 zhangxiangscu2011@163.com 
22. 赵长生 四川大学 zhaochsh70@163.com 
23. 邹文 四川大学 36496478@qq.com 
24. 孙晓曦 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sxx19880522@163.com 
25. 周君 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conny12345@163.com 
26. 陈京 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  
27. 杜玉章 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  
28. 葛娟 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  
29. 李隆超 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  
30. 王玲 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  
31. 吴耀彬 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  
32. 谢美华 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  
33. 于萌 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  
34. 赵军 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  
35. 赵鑫 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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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成艳 北京大学 chengyan@pku.edu.cn 
38. 卫彦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39. 刘倩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csu.liuqian@gmail.com 
40. 黄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41. 王丽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42. 邵慧萍 北京科技大学 shaohp@ustb.edu.cn 
43. 方洲 北京市清华大学材料学院 ffzzxbk@163.com 
44. 刘旭杰 北京市清华大学材料学院 liuxujie1988@126.com 
45. 宋晓云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songxiaoyun82@126.com 
46. 王建霞 博士视听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47. 曲彪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材料与机电学院  
48. 万红 成都佳颖医用制品有限公司  
49. 李宏国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 hongguo@fmmu.edu.cn 
50. 李石保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zhaoxinyi@fmmu.edu.cn 
51. 赵信义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zhaoxinyi@fmmu.edu.cn 
52. 孙立国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骨科  
53. 陈维明 东华大学 weimingchen07@163.com 
54. 贺梨萍 东华大学 hlp_1203@126.com 
55. 袁柳 东华大学 LYuan6617@yahoo.com.cn 
56. 王静 东华大学生物研究所生物材料与组

织工程实验室 
wangjing290@126.com 

57. 吴桐 东华大学生物研究所生物材料与组

织工程实验室 
ttw1124@163.com 

58. 戴世娟 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daishijuan_1982@163.com 
59. 张迎盈 东南大学 230109310@seu.edu.cn 
60. 张鸿媛 法国南锡矿业工程师学院让拉蒙工

业研究所 Institut Jean Lamour 
zhang_hong_yuan@hotmail.com 

61. 俞麟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 yu_lin@fudan.edu.cn 
62. 钟杏霞 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hongxingxia@grandhopebio.com
63. 高会场 广东省广州市华南理工大学 gaohuichang1985@163.com 
64. 叶国东 广州医科大学 ygdcn@163.com 
65. 王晓红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wxh0408@hotmail.com 
66. 李莉莉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lill@nanoctr.cn 
67. 王磊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wanglei@nanoctr.cn 
68. 徐俊骅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xujh0709@gmail.com 
69. 张娣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zhangdi329243538@163.com 
70. 程德林 华南理工大学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

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authur0401@163.com 

71. 曲立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佳木斯大学 jmsdxlimuqin@163.com 
72. 李宝发 河北工业大学 liangchunyong@126.com 
73. 梁春永 河北工业大学 liangchunyong@126.com 
74. 聂和民 湖南大学 niehemin@hnu.edu.cn 
75. 邓玉虎 华东理工大学 dengyuhu@126.com 



76. 魏杰 华东理工大学 jiewei7860@sina.com 
77. 吴钊英 华东理工大学 wzy895486@163.com 
78. 程义云 华东师范大学 yycheng@bio.ecnu.edu.cn 
79. 王铭明 华东师范大学 ray2007123@126.com 
80. 翟志臣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zc.zhai@foxmail.com 
81. 曾蕾 华南理工大学 happy-zl@163.com 
82. 陈龙 华南理工大学 wfclcat@gmail.com 
83. 陈晓峰 华南理工大学 chenxf@scut.edu.cn 
84. 郝丽静 华南理工大学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

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haolijing709@163.com 

85. 胡庆 华南理工大学 stefan_hu@foxmail.com 
86. 柯晓天 华南理工大学 meandme@163.com 
87. 李继彦 华南理工大学 alexlee0@163.com 
88. 李立风 华南理工大学 stellafly@163.com 
89. 林泽枫 华南理工大学 Lovek8k8@126.com 
90. 刘婧群 华南理工大学 liujingqun@foxmail.com 
91. 刘杨 华南理工大学 308551327@qq.com 
92. 石海山 华南理工大学 dickens1258@live.cn 
93. 王琳 华南理工大学 captainwang2004@163.com 
94. 吴婷婷 华南理工大学 15218825750@163.com 
95. 杨辉 华南理工大学 yanghui_2521@163.com 
96. 叶建东 华南理工大学 jdye@scut.edu.cn 
97. 余凤 华南理工大学 pheonix1225@163.com 
98. 张婧 华南理工大学 zhangjing201221@126.com 
99. 刘平 华中科技大学 136477198@qq.com 
100. 王深琪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shenqiwang131@hotmail.com 
101. 熊鹏 暨南大学 billkatexp@163.com 
102. 王静 佳木斯大学 jmsdxwangjing@163.com 
103. 许蕾 江苏科技大学 yzxl1989@163.com 
104. 李婷 江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thousandslove@163.com 
105. 黄池光 江南大学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834555989@qq.com 
106. 董荣芬 辽宁科技大学 dongrf124@126.com 
107. Joann

a Shen 
美敦力（上海）有限公司  

108. 章晓波 南京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学院  
109. 李鹏飞 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科学学院 xyalpf@163.com 
110. 周宁琳 南京师范大学 zhouninglin@njnu.edu.cn 
111. 刘渊声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  
112. 马玉菲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  
113. 姚睿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 yaorui@tsinghua.edu.cn 
114. 朱琼琼 瑞典百欧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代表

处 
 

115. 关涛 厦门合众思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16. 赵性川 山东大学材料学院 gtozxcsdu@163.com 
117. 李文昊 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18. 曾荣昌 山东科技大学  
119. 孙芯芯 山东科技大学  

120. 刘丽君 山东科技大学  
121. 穆小燕 陕西师范大学 296945133@qq.com 
122. 吴正芳 陕西师范大学 s_sakura1990@126.com 
123. 杨鹏 陕西师范大学 yangpeng@snnu.edu.cn 
124. 张淋源 陕西师范大学 lovelifewode@yeah.net 
125. 李霄 上海交通大学 xiao_li@sjtu.edu.cn 
126. 牛佳林 上海交通大学 niujialin@sjtu.edu.cn 
127. 曾琼玉 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 retaer@gmail.com 
128. 韩彦 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 hanyan_817510@yeah.net 
129. 吴宏流 上海交通大学 hongliuyanzi@sjtu.edu.cn 
130. 袁广银 上海交通大学 gyyuan@sjtu.edu.cn 
131. 朱钰方 上海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zjf2412@163.com 
132. 熊信柏 深圳大学 xxbszdx@szu.edu.cn 
133. 陈震华 四川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134. 李旭东 四川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xli20004@yahoo.com 
 

135. 杨帮成 四川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材料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yangbchengc@126.com 
 

136. 沈阳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室 
shenyang24@126.com 
 

137. 余孝其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  
138. 张骥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  
139. 易文婧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  

140. 张琴芳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  

141. 荀苗苗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  

142. 马晓敏 四川大学生物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mxmmxm@sina.cn 
143. 苏文 四川大学生物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suwen0514@163.com 
144. 杨磊 苏州大学骨科研究所 ylei@suda.edu.cn 
145. 范刚 天津大学；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fang@nanoctr.cn 
146. 冯亚凯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yakaifeng@tju.edu.cn 
147. 杨宁 天津工业大学 summer_ningzi@163.com 
148. 张斌 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9. 李文江 天津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50. 刘一驰 天津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yichi315272612@live.com 
151. 刘德宝 天津理工大学材料学院 debaoliu @126.com 
152. 曹秀香 天津理工大学材料学院 shuyan705@126.com 
153. 刘林波 天津理工大学材料学院 liulinbo.2007@163.com 



154. 宋融 天津理工大学材料学院 15620696641@163.com 
155. 张晶 天津理工大学材料学院 beihangyifantian@163.com 
156. 张旭 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zhxden@126.com 
157. 杨修春 同济大学材料学院 yangxc@tongji.edu.cn 
158. 崔娟娟 潍坊医学院 13780898016@139.com 
159. 郑增娟 潍坊医学院 zhengzengj@163.com 
160. 李菊 武汉工程大学  
161. 梁冬晖 武汉工程大学  
162. 吕中 武汉工程大学  
163. 张宏泉 武汉理工大学  
164. 付涛 西安交通大学 taofu@mail.xjtu.edu.cn 
165. 雷波 西安交通大学 rayboo@xjtu.edu.cn 
166. 郭保林 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 baoling@mail.xjtu.edu.cn 
167. 张兰 西安交通大学 lan.zhang@mail.xjtu.edu.cn 
168. 张妍妮 西安交通大学 zyn.7811@stu.xjtu.edu.cn 
169. 李若琳 西北工业大学  
170. 徐广胜 西北工业大学 xuguangshengss@163.com 
171. 王荣民 西北师范大学高分子研究所 wangrmcn@163.com 
172. 刘艳秋 西南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 
 

173. 周丰 西南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4030207@qq.com 
174. 陈英奇 西南交通大学材料学院、材料先进

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16652608@qq.com 

175. 万国江 
 

西南交通大学材料学院、材料先进

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guojiang.wan@home.swjtu.edu.cn

176. 赵升 西南交通大学材料学院、材料先进

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16652608@qq.com 

177. 马宝龙 西南交通大学 497489800@qq.com 
178. 齐鹏凯 西南交通大学 iamqipengkai@126.com 
179. 张腾飞 西南交通大学 tengfeizhang@126.com 
180. 王英波 新疆师范大学 ybwang_2011@163.com 
181. 徐俊华 浙江大学 179419841@QQ.com 
182. 常菁 中国海洋大学 jingchouc@163.com 
183. 张欣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184. 任伊宾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185. 顾开选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gukaix@126.com 
186. 张维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weizhang@mail.ipc.ac.cn 
187. 沈折玉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

究所 
shenzheyu@nimte.ac.cn 

188. 吴爱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

究所 
aiguo@nimte.ac.cn 

189. 黄永焯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190. 王志勇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zy.wang@siat.ac.cn 



191. 郭立童 中国矿业大学 guolitong810104@163.com 
192. 熊青青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

所 
xqqpumc@163.com 

193. 阳紫莹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

所 
 

194. 张其清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

所 
zhangqiq@126.com 

195. 张哲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

所 
zhangzhe523575127@163.com 

196. 张之宝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

所 
pumczzb@163.com 

197. 李婧 中南大学 粉末冶金研究院 pincoujiyi666@163.com 
198. 刘超 中南大学 粉末冶金研究院 307483968@163.com 
199. 王汇丰 中南大学 粉末冶金研究院 whfcsu@foxmail.com 
200. 李锟 中南大学 351784825@qq.com 
201. 黄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huanh1988@hotmail.com 
202. 曹众 中山大学工学院 cz.83@163.com 
203. 刘珍珍 中山大学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 lius.u2008@163.com 
204. 全昌云 中山大学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 quanchy@mail.sysu.edu.cn 
205. 王亚洲 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yazhou_wang@cqu.edu.cn 
206. 尹铁英 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tieying_yin＠cqu.edu.cn 
207. 张天柱 东南大学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

院 
zhangtianzhu@seu.edu.cn 

208. 陈姗姗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209. 韩璐 西南交通大学 846141206@qq.com 
210. 鲁雄 西南交通大学 luxiong_2004@163.com 
211. 李书仪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

所 
 

212. 潘长江 淮阴工学院 swjtupcj@163.com 
213. 李利 南京师范大学 lili3@njnu.edu.cn 
214. 鲁金 南京师范大学 lujin1989810@gmail.com 
215. 周红霞 南京师范大学 hxiazhou@126.com 
216. 徐旭晨 北京大学  
217. 崔文芳 东北大学 www.cuiwf@atm.neu.edu.cn 
218. 金磊 东北大学 keshi4303@163.com 
219. 宋秀 东北大学 songxiu@mail.neu.edu.cn 
220. 黄姝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  
221. 蒋卫娟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  
222. 田金环 暨南大学  
223. 薛巍 暨南大学 asd-0077@163.com 
224. 马栋 暨南大学 asd-0077@163.com 
225. 赵昆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 
 



226. 薛旸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xueyang2000@126.com 

227. 张兵波 同济大学 bingbozhang@tongji.edu.cn 
228. 朱晓华 西南交大 zhuxiaohua03@126.com 
229. 林浩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linhao@imr.ac.cn 
230. 于晓明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231. 谈春林 重庆大学 tanchunlin@aliyun.com 
232. 马铭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maming@mail.ipc.ac.cn 
233. 郭燕川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234. 曹霄峰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235. 刘莹 北京国科华仪科技有限公司  
236. 秦珊 北京国科华仪科技有限公司  
237. 吴再辉 北京国科华仪科技有限公司  
238. 林清华 北京科技大学 lin_qinghua@yeah.net 
239. 乔堃 北京科技大学 jorkun@qq.com 
240. 温晓晓 北京科技大学 yujilingyujiuyou@126.com 
241. 郑裕东 北京科技大学 zhengyudong@mater.ustb.edu.cn
242. 黄炎 东南大学 hylucky@seu.edu.cn 
243. 俞亚东 东南大学 danny_1983@126.com 
244. 张志伟 东南大学 zzwseu@163.com 
245. 陈鹏 广州创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617243083@qq.com 
246. 罗思施 广州创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617243083@qq.com 
247. 廖景文 华南理工大学 412909638@qq.com 
248. 宁成云 华南理工大学 imcyning@scut.edu.cn 
249. 谭帼馨 广东工业大学 tanguoxin@126.com 
250. 于鹏 华南理工大学 240930236@qq.com 
251. 周蕾 广东工业大学 461799160@qq.com 
252. 程浩艳 华中师范大学 chenghaoyan@126.com 
253. 苏颖超 吉林大学 suyingchao06@hotmail.com 
254. 滑有录 暨南大学 huayoululaoda@163.com 
255. 李卫 暨南大学 liweijn@yahoo.com.cn 
256. 尤德强 暨南大学 yoyoqiangq@163.com 
257. 张鹏 暨南大学 xyzsa008@163.com 
258. 曲彪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xiaoqiaoxiaoshui@163.com 
259. 杜旭 山东省医疗器械研究所 duxu19@126.com 
260. 李红梅 山东省医疗器械研究所 yijianmei2003@163.com 
261. 刘阳 山东省医疗器械研究所 13854160830@163.com 
262. 马丽霞 山东省医疗器械研究所 snmhpf@163.com 
263. 王传栋 山东省医疗器械研究所 wcdmpc@sina.com 
264. 王勤 山东省医疗器械研究所 wangqin0005@sina.com 
265. 王宪朋 山东省医疗器械研究所 wangxianpeng701@sina.com 
266. 朱爱臣 山东省医疗器械研究所 haoha2000@126.com 
267. 朱小敏 山东省医疗器械研究所 18640599@qq.com 



268. 林莺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材

料研究院 
muzhe88@126.com 

269. 王文谦 北京科技大学 wang_8876@sina.com 
270. 温永强 北京科技大学 wyq_wen@iccas.ac.cn 
271. 胡伟 常州大学 guyuehuwei@139.com 
272. 张嵘 常州大学 rzhang@cczu.edu.cn 
273. 韩璐璐 大连理工大学 hanlulu-123@126.com 
274. 贾凌云 大连理工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

院 
lyj81@dlut.edu.cn 

275. 任军 大连理工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

院 
renjun@dlut.edu.cn 

276. 黄文涛 第四军医大学组织工程研发中心 fool_proof@126.com 
277. 杨鹭 第四军医大学组织工程研发中心 clonearth@gmail.com 
278. Bernar

d Li 
Medtronic 
 

bernard.q.li@medtronic.com 

279. 崔云 南开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280. 朱美峰 南开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zhumeifeng2013@163.com 
281. 何伟佳 山西科瑞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82. 刘毅 陕西科技大学 yiliu1982@163.com 
283. 杨鹏 陕西师范大学 695173934@qq.com 
284. 郑艳云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yyzshanghai@163.com 
285. 陈德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chendemin@smmail.cn 

286. 孙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jiaosun59@yahoo.com 

287. 郑雨田 生物医学工程与临床编辑部，天津

市第三中心医院 
sglctj@163.com 

288. 李素哲 石家庄亿生堂医用品有限公司 lszh152@126.com 
289. 高明 石家庄亿生堂医用品有限公司 gm196@163.com@126.com 
290. 姚芳莲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yaofanglian@tju.edu.cn 
291. 张雯 天津工业大学 zhangwen2050@hotmail.com 
292. 贾素秋 长春工业大学材料学院 jiasuqiu@126.com 
293. 程逵 浙江大学材料系 chengkui@zju.edu.cn 
294. 高长有 浙江大学高分子系 cygao@zju.edu.cn 
295. 翁文剑 浙江大学材料系 wengwj@zju.edu.cn 
296. 吴赛 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高分子科学与工

程学系 
wus9121@zju.edu.cn 

297. 于珊 浙江大学高分子系 t196353@126.com 
298. 俞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yulan8070@126.com 
299. 赵朝勇 重庆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chaoyongzhao1982@163.com 
300. 李硕 重庆理工大学 lishuo@cqut.edu.cn 
301. 李丹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302. 黄岗 中山大学 wangyi.07@163.com 



303. 李晓琼 中山大学 elaine0107@163.com 
304. 王浩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wanghao@nanoctr.cn 
305. 路新 北京科技大学 luxin@ustb.edu.cn 
306. 黄文涛 第四军医大学组织工程研发中心 fool_proof@126.com 
307. 李慧妍 西南交通大学 fever8384@126.com 
308. 李孝红 西南交通大学 xhli@swjtu.edu.cn 
309. 杨鹭 第四军医大学 clonearth@gmail.com 
310. 尹铁英 重庆大学 tieying_yin＠cqu.edu.cn 
311. 杨强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yangqiang770077@163.com 
312. 杨艳 中国海洋大学 yany@ouc.edu.cn 
313. 付静云 中国海洋大学 gui.jingyun@163.com 
314. 冯伊琳 中国海洋大学 apple__000@163.com 
315. 刘万顺 中国海洋大学 WanshunLiu@hotmail.com 
316. 宋福来 中国海洋大学 sflfreeman@163.com 
317. 李辉 中国海洋大学 hblh2000@163.com 
318. 王海霞 中国海洋大学 wangxiaolin_555@126.com 
319. 邵凯 中国海洋大学 550296151@qq.com 
320. 隋鲜鲜 中国海洋大学 suixianxian@163.com 
321. 韩宝芹 中国海洋大学 baoqinh@ouc.edu.cn 
322. 曾乐勇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323. 赵新梅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324. 马雪华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325. 龚安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326. 顾宁 东南大学 101001711@seu.edu.cn 
327. 唐菁润 WPI（世界精密仪器） yolanda@china.wpiinc.com 
328. 李研 约翰威立商务服务（北京）有限公

司 
yanli@wiley.com 

329. 刘军华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92757825@qq.com 
330. 贺金梅 哈尔滨工业大学 hejinmei@hit.edu.cn 
331. 程玮璐 哈尔滨工业大学 chengweilu061031@163.com 
332. 潘浩波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hb.pan@siat.ac.cn 
333. 李楠 北京大学  
334. 李华芳 北京大学  
335. 吴远浩 北京大学  
336. 周晓晨 北京大学  
337. 周维瑞 北京大学  
338. 邱克劲 北京大学  
339. 黄涛 北京大学  
340. 边东 北京大学  
341. 刘洋 北京大学  
342. 周飞宇 北京大学  
343. 章超雯 暨南大学 358263800@qq.com 
344. 奚廷斐 北京大学 xitingfei@pku.edu.cn 



345. 魏利娜 北京大学 shui.4@126.com 
346. 刘小丽 北京大学 iven308@126.com 
347. 刘婧 北京大学 liujing_0313@163.com 
348. 曹敏华 北京大学 892729298@qq.com 
349. 李文昊 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350. 刘恒全 深圳市金瑞凯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51. 彭晔 广州医科大学 pengyejlu@163.com 
352. 刘爽 佳木斯大学 lockandkey@sina.com 
353. 王晶彦 佳木斯大学 jmsdxclwjy@163.com 
354. 施冬健 江南大学 dongjianshi@hotmail.com 
355. 朱继翔 广州医科大学 zhujixiang888@gmail.com 
356. 王怀雨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hy.wang1@siat.ac.cn 
357. 冯伊琳 青岛博益特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apple__000@163.com 
358. 张兴 中国科学院金属所 xingzhang@imr.ac.cn 
359. 张嘉敏 南开大学 xiaolii121@126.com 
360. 张俊江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

所 
 

361. 周志敏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

所 
zhouzhiminf@126.com 

362. 杨春雷 东南大学 yangchunlei_seu@163.com 
363. 冯伊琳 青岛博益特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apple__000@163.com 
364. 靳钧 天津大学 jinjun8712@126.com 
365. 童丽萍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tong-lp@hotmail.com 
366. 王爱娟 西安理工大学 ajwmxl@163.com 
367. 廖立琼 武汉大学 liqiongliao@whu.edu.cn 
368. 刘灿 北京吉马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69. 朱敏 上海理工大学 mzhu@usst.edu.cn 
370. 王胜男 浙江大学 shengnan@zju.edu.cn 
371. 王小祥 浙江大学 msewangxx@zju.edu.cn 
372. 陈显春 四川大学 kfwcxc@163.com 
373. 黄忠兵 四川大学 zbhuang@iccas.ac.cn 
374. 廖晓明 四川大学 sherman_xm@163.com 
375. 蒲曦鸣 四川大学  
376. 尹光福 四川大学 nic0700@scu.edu.cn 
377. 任玲 金属所 lren@imr.ac.cn 
378. 姜训勇 天津理工大学 jiangxunyong@tjut.edu.cn 
379. 刘洋 天津医科大学  
380. 刘媛媛 天津医科大学  
381. 王芳 天津医科大学  
382. 王妍 天津医科大学  
383. 姚昉 北京纳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yaofang@naton.cn 
384. 李瑞欣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 limxinxin@163.com 
385. 张西正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  



386. 李红 暨南大学 tlihong@jnu.edu.cn 
387. 周长忍 暨南大学 tcrz9@jnu.edu.cn 
388. 樊李红 武汉理工大学  
389. 顾艳红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gu_yanhong@163.com 
390. 刘俊瑶 中南大学 soyfelicia@hotmail.com 
391. 边黎明 香港中文大学 lbian@mae.cuhk.edu.hk 
392. 王祎龙 同济大学 yilongwang@tongji.edu.cn 
393. 陈炳地 同济大学 inanochen@tongji.edu.cn 
394. 吴欢 武汉理工大学 wuhuan12345688@126.com 
395. 赵轶男 大连民族学院 yinanzhao@dlnu.edu.cn 

396. 崔韶晖 大连民族学院  
397. 陈会英 大连民族学院 chy@dlnu.edu.cn 

398. 李立华 暨南大学 lihua.lee@qq.com 
399. 魏志勇 大连理工大学 zywei@dlut.edu.cn 
400. 牛佳林 上海交通大学 niujialin@sjtu.edu.cn 
401. 贺健康 西安交通大学 jiankanghe@mail.xjtu.edu.cn 
402. 秦霆 西安交通大学 535740143@qq.com 
403. 肖建喜 兰州大学 xiaojx@lzu.edu.cn 
404. 王银松 天津医科大学 wangyinsong@tijmu.edu.cn 
405. 孟松 北京大学 monson123@163.com 
406. 张晶 武汉生物骨科材料与临床研究杂志

社有限公司 
beihangyifantian@163.com 

407. 崔娟娟 潍坊医学院 13780898016@139.com 
408. 郑增娟 潍坊医学院 zhengzengj@163.com 
409. 包崇云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 cybao9933@sina.com 
410. 蔺增 东北大学 zlin@mail.neu.edu.cn 
411. 邵乃敏 华东师范大学 52121300022@ecnu.cn 
412. 李宝发 河北工业大学 liangchunyong@126.com 
413. 刘少佳 北京科技大学 daxue_1997@126.com 
414. 于晓玲 东港市东方高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dfyuxl@163.com 
415. 陶春生 清华大学 taocs2004@163.com 
416. 王文谦 北京科技大学 wang_8876@sina.com 
417. 温永强 北京科技大学 wyq_wen@iccas.ac.cn 
418. 杨磊 苏州大学 ylei@suda.edu.cn 
419. 王任其 兰州大学 wangrq@lzu.edu.cn 
420. 王承旭 威海洁瑞医用制品（哈工大化工学

院） 
wwchchxx@126.com 

421. 蔡舒 天津大学 caishu@tju.edu.cn 
422. 刘慧琴 北京纳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23. 王伟强 大连理工大学 wangwq@dlut.edu.cn 
424. 李永勇 同济大学 yongyong_li@tongji.edu.cn 
425. 黄池光 江南大学 834555989@qq.com 



426. 李婷 江南大学 thousandslove@163.com 
427. 严洋洋 江南大学 yangyang8461@126.com 
428. 钱福卿 福隆医用材料（中国）有限公司 maoxiaokai@flon.com.cn 
429. 翁正阳 湖北大学 zhengyangweng@126.com 
430. 吴水林 湖北大学 shuilin.wu@gmail.com 
431. 王辉 华东师范大学 wanghuinet@126.com 
432. 朱广焕 清华大学 zhuguanghuan2009@163.com 
433. 刘帆 清华大学  
434. 吴晶晶 清华大学  
435. 须苏菊 清华大学  
436. 赵琬倩 四川大学 244417763@qq.com 
437. 曾德军 西安交大 zengdejun396@163.com 
438. 赵婷 西安交大 zhao.ting@stu.xjtu.edu.cn 
439. 赵晓丽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zhaoxltju@gmail.com 
440. 黄晓倩 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 yuranyi@foxmail.com 
441. 高超 南开大学 gaochao2012@mail.nankai.edu.c

n 
442. 户菲菲 南开大学 1529308122@qq.com 
443. 杨军 南开大学 yangjun106@nankai.edu.cn 
444. 张妍 南开大学  
445. 张彪 陕西科技大学 985616667@qq.com 
446. 李欣 西南交通大学 lixin131715@163.com 
447. 樊云婷 南京师范大学 a512624040@qq.com 
448. 顾皓 南京师范大学 852738417@qq.com 
449. 祝君梅 天津市医药科学研究所 zhujunmei_1962@163.com 
450. 陈玲玲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451. 王辛宇 华东师范大学 xywang@ecnu.cn 
452. 杨建海 西安交通大学 yangjianhai@mail.xjtu.edu.cn 
453. 张伟 Orchid 中国 Warren.Zhang@orchid-ortho.com 
454. 陈叶萌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

司 
ymchen@microport.com 

455. 王郧安 西安格瑞医疗 448654335@qq.com 
456. 龚铭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crystalxinyu@163.com 
457. 黄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crystalxinyu@163.com 
458. 罗嘉全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59. 高蔓蔓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60. 余婷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61. 曹聪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62. 孙捷 贵州大学  
463. 万明攀 贵州大学 wmp0409@163.com 
464. 赵宝红 中国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149808662@qq.com 
465. 江兵兵 湖北大学 bingbingjiang@gmail.com 
466. 莫昊 中南大学附属湘雅医院  



467. 孙雨龙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yl.sun@siat.ac.cn 
468. 史新立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

技术审评中心 
 

469. 刘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

技术审评中心 
 

470. 刘英慧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

技术审评中心 
 

471. 刘文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

技术审评中心 
 

472. 郭晓磊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

技术审评中心 
 

473. 董文兴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

技术审评中心 
 

474. 张家振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

技术审评中心 
 

475. 刘威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

技术审评中心 
 

476. 苗晶晶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

技术审评中心 
 

477. 李洁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

技术审评中心 
 

478. 聂飞龙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

技术审评中心 
niefl@cmde.org.cn 

479. 许耘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

技术审评中心 
xuyun@cmde.org.cn 

480. 潘硕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

技术审评中心 
 

481. KIENZ
LE 
ARNE 
UDO 

清华大学 arne.kienzle@gmail.com 

482. 李华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

究所 
lihua@nimte.ac.cn 

483. 苏磊 北京科技大学 sulei@ustb.edu.cn 
484. 石长灿 天津大学 shichangcan@126.com 
485. 王建华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jianhuawangddrr@163.com 
486. 金桥 浙江大学 jinqiao@zju.edu.cn 
487. 彭美琴 中国粉体技术网 138813abcde@163.com 
488. 周添 重庆大学  zhoutian1988@126.com 
489. 金铭 北京科技大学  
490. 王鲁宁 北京科技大学 luning.wang@ustb.edu.cn 
491. 刘建业 广州瑞通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13544596700@163.com 
492. 富彬 西安思维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13384911330@163.com 



493. 李根 兰州军区总医院  
494. 潘茜 兰州军区总医院   
495. 唐俊杰 兰州军区总医院  
496. 王九娜 兰州军区总医院  
497. 赵红斌 兰州军区总医院 zhao6703@aliyun.com 
498. 赵玲 兰州军区总医院  
499. 董灵庆 浙江大学 chengkui@zju.edu.cn 

500. 洪逸 浙江大学  
501. 葛飞 浙江大学  
502. 孙俞 浙江大学  
503. 何蒙 浙江大学  

504. 孔子强 浙江大学  
505. 王田田 浙江大学  

506. 黄晓笑 浙江大学  
507. 卓清山 浙江大学  
508. 庄均珺  浙江大学  

509. 李金雨 西南交通大学  
510. 李龙 西南交通大学  lilongv3@163.com 
511. 周绍兵 西南交通大学  
512. 牛德超 华东理工大学 dcniu@ecust.edu.cn 
513. 李永生 华东理工大学  
514. 石春霞 石家庄市瑞诺生物医学材料有限公

司 
scx31@126.com 

515. 王立永 石家庄市瑞诺生物医学材料有限公

司 
 

516. 袁晓燕 天津大学 yuanxy@tju.edu.cn 
517. 李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liping@buaa.edu.cn 
518. 李晓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x.m.li@hotmail.com 
519. 窦源东 上海市长征医院  
520. 侯春林 上海市长征医院-   
521. 季向茹 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22. 潘礼存 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lcpan@microport.com 
523. 姜洪焱 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24. 冯劼 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jfeng@microport.com 
525. 王小峰 郑州大学 xiaofeng01@gmail.com 
526. 许利苹 北京科技大学 xuliping@ustb.edu.cn 
527. 李虎 东北大学 hhuli@mail.neu.edu.cn 
528. 刘璐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学院 netingcat@163.com 
529. 陈昌盛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530. 储彬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531. 李小丽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532. 佘振定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533. 王明波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534. 姚瑶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 yaoy@tsinghua-sz.org 
535. 王利国 郑州大学  
536. 徐小洁 郑州大学  
537. 贾晓龙 北京化工大学 xl_jia@qq.com 
538. 李晓黎 北京化工大学  
539. 师玉洲 北京化工大学  
540. 赵宇辰 北京化工大学 2011200596@grad.buct.edu.cn 
541. Anna 

Dou 
MTS 公司 anna.dou@mts.com 

542. 马晓龙 
（ Pete
r Ma） 

西安交通大学  

543. 陆王君 科艺仪器 Crisppenlu@anp.com.hk 
544. 霍芳军 四川大学 506258588@qq.com 
545. 谢利 四川大学 samuel0121@163.com 
546. 曾达 厦门大博颖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zengda@double-engine.com 
547. 倪义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548. 唐桥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549. 姚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astromilk@163.com 
550. 田山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551. 冯文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552. 田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553. 刘敏 北京化工大学-  liumin121_1@126.com 
554. 王丽琳 北京化工大学 phrincesslin@sina.com 
555. 秦高梧 东北大学 qingw@smm.neu.edu.cn 

556. 任玉平 东北大学 635572372@qq.com 

557. 杨云 纳通医学科技研究院厦门大学分中

心  
yangyunwk@163.com 

558. 李临生 陕西钛普稀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lilinsheng604@126.com 
559. 董佳桓 烟台正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dongjh@zhenghai.com 

560. 孙先昌 烟台正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61. 郭刚 烟台正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62. 冯章启 中山大学 fzhangq@mail.sysu.edu.cn 
563. 张超 中山大学 zhchao9@mail.sysu.edu.cn 

564. 皇岗 中山大学  
565. 李晓琼 中山大学 elaine0107@163.com 
566. 王碧 内江师范学院  
567. 张胜民 华中科技大学 2003193@hust.edu.cn 
568.  杭州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69. 关涛 厦门合众思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jack.tao.guan@gmail.com 



570.  奈曼旗凯尔测控有限公司  
571. 王建霞 博士视听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Emily_Wang@bose.com 
572. 黄键 苏州奥芮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bj080808@163.com 
573.  重庆润泽医药有限公司  
574. 

姜波 
成都天齐机械五矿进出口有限责任

公司 
jiangbo@tianqigroup.cn 

575. 田先生 常熟锐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70336690@qq.com 
576. 樊亚军 西安赛特思迈钛业有限公司 13110403205@163.com 
577.  西安赛特思捷工艺品有限公司  
578. 杨宝军 金属多孔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579. 向长淑 西安赛隆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580. 贺伟伟 西安赛隆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581. 骆瑞雪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582. 高广瑞 西安赛福斯  
583.  天津市塑料研究所有限公司  
584. 王怡刚 超强医疗  
585. 操齐高 西安瑞鑫科  
586. 白新房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587. 杨平平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588. 刘亚雄 西安交通大学 yaxiongliu@163.com 
589. 贺健康 西安交通大学 jiankanghe@mail.xjtu.edu.cn 
590. 李哲 稀有金属材料科学与工程  
591. 石引江 稀有金属材料科学与工程  
592. 郭威 钛工业进展  
593. 何蕾 钛工业进展 hl8605@c-nin.com 
594. 刘新梅 中国材料进展 153029005@qq.com 
595. 高虹 中国材料进展  
596. Min 

Wang  
Hongkong University 

 

597. 黄何雄 台湾国立阳明大学  
598. 田卫东 四川大学 drtwd@sina.com 
599. 王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wangzheng301h@yahoo.com.cn 
600. Michae

l Ferry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601. Cuie 
Wen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602. Jiahon
g Tan,  

Shanghai MicroPort Medical Co., 
Ltd. 

 

603. Maurizi
o 
Vedan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Milan 
 

604. France
sco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Milan 
 



Migliav
acca , 

605. Wei Xu RMIT University  
606. Ma 

Qian 
RMIT University 

 

607. Yunca
ng Li 

Deakin University 
 

608. Gui 
Wang 

The Queensland University 
 

609. 张兴栋

院士 
四川大学  

610. 唐本忠

院士 
香港科技大学  

611. 丁传贤

院士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  

612. 李长明

院士 
西南大学  

613. W.E.G. 
Müller 

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614. 王岩 北京 301 医院  
615. 陈江 福建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616. 裴国献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617. 吕毅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医院  
618. 王臻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619. 郭征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620. 张玉梅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wqtzym@fmmu.edu.cn 
621. 赵领洲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zhaolingzhou1983@hotmail.com 
622. 陈建海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623. 王建华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骨科医院  
624. 刘杰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625. 张余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626. 聂洪鑫 北京理贝尔生物工程研究所有限公

司 
niehongxin@cnimplant.org 

627. 钱福卿 福隆医用材料（中国）有限公司  
628. 汤欣 美敦力上海创新中心  
629. 王胜岚 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630. 杨西群 陕西福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631. 王身国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wangsg@iccas.ac.cn 
632. 于振涛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yzt@c-nin.com 
633. 陈民芳 天津理工大学  
634. 王传栋 山东省药学科学院 xcdmpc@sina.com 
635. 杨建锋 西安交通大学  
636. 戚文军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 qiwenjun987@sohu.com 



637. 廖晓玲 重庆科技学院 zxc_228@163.com 
638. 张欣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xzhang@home.ipe.ac.cn 
639. 寇宏超 西北工业大学  
640. 白乃生 西北大学  
641. 蔡虎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

械检测中心 
 

642. 戎利建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643. 李宁 四川大学 244417763@qq.com 
644. 李华 中科院宁波材料研究院 lihua@nimte.ac.cn 
645. 崔文芳 东北大学 cuiwf@atm.neu.edu.cn 
646. 张荣发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rfzhang-10@163.com 
647. 

翟万银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无

机材料学报》编辑部 
zhaiwy@mail.sic.ac.cn 

648. 吴水林 湖北大学 sxwsl1976@163.com 
649. 杨军 南开大学 yangjun106@nankai.edu.cn 
650. 周绍兵 西南交通大学  
651. 吕宇鹏 山东大学 ajwmxl@163.com 
652. 

曹晓东 
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15920406142@163.com 

653. Charle
s Deng 

DENTSPLY 
Charles.Deng@dentsply.com 

654. 朱世杰 郑州大学 zhusj@zzu.edu.cn 
655. 孔德领 南开大学 kongdeling@nankai.edu.cn 
656. 高长有 浙江大学 cygao@zju.edu.cn 
657. 杨小平 北京化工大学 yangxp@mail.buct.edu.cn 
658. 吕晓龙 天津工业大学 luxiaolong@263.net 
659. 莫秀梅 东华大学 xmm@dhu.edu.cn 
660. 杜昶 华南理工大学 duchang@scut.edu.cn 
661. 刘昌胜 华东理工大学 liucs@ecust.edu.cn 
662. 帅心涛 中山大学 shuaixt@mail.sysu.edu.cn 
663. 顾其胜 上海其胜公司 qish@shqisheng.com 
664. 屈树新 西南交大 mwbqshx@sina.com 
665. 林昌健 厦门大学 cjlin@xmu.edu.cn 
666. 曹阳 海南大学 caowanghui@yahoo.com 
667. 郑玉峰 北京大学 yfzheng@pku.edu.cn 
668. 张二林 佳木斯大学 Zhangerlin2009@163.com 
669. 张小农 上海交通大学 xnzhang@sjtu.edu.cn 
670. 郝玉琳 沈阳金属所 ylhao@imr.ac.cn 
671. 王快社 西安建筑科大学  
672. 关绍康 郑州大学 skguan@zzu.edu.cn 
673. 赵永庆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trc@c-nin.com 
674. 常江 硅酸所 jchang@mail.sic.ac.cn 
675. 朱美芳 上海东华大学 zmf@dhu.edu.cn 



676. 万怡灶 天津大学 yzwantju@yahoo.com 
677. 张其清 厦门大学 zhangqiq@xmu.edu.cn 
678. 蒋兴宇 国家纳米中心 xingyujiang@nanoctr.cn 
679. 李世普 武汉理工大学 lishipu46@126.com 
680. 艾华 四川大学 aihua_bme@yahoo.com.cn 
681. 王贵学 重庆大学 guixue_wang@126.com 
682. 郭守武 上海交大 swguo@sjtu.edu.cn 
683. 毛勇 云南大学 maoyong@ynu.edu.cn 
684. 顾忠泽 东南大学  
685. 憨勇 西安交通大学 yonghan@mail.xjtu.edu.cn 
686. 刘宣勇 上海硅酸盐所 xyliu@mail.sic.ac.cn 
687. 杨柯 金属所 kyang@imr.ac.cn 
688. 李慕勤 佳木斯大学 jmsdxlimuqin@163.com 
689. 蔡开勇 重庆大学 Kaiyong_cai@cqut.edu.cn 
690. 尹广福 四川大学 nic0700@scu.edu.cn 
691. 常津 天津大学 jinchang@tju.edu.cn 
692. 尹广福 四川大学 nic0700@scu.edu.cn 
693. 陈建海 南方医科大学 jhchen06@126.com 
694. 潘仕荣 中山大学 gzpshr@163.com 
695. 张先正 武汉大学 xz59@cornell.edu  
696. 杜建忠 同济大学 jzdu@tongji.edu.cn 
697. 邹学农 中山大学 zxnong@hotmail.com 
698. 冷希岗 中国医科院生物医学工程所 lengxgyky@163.com 
699. 冯庆玲 清华大学 biomater@mail.tsinghua.edu.cn 
700. 翁杰 西南交通大学 jwxm3503@sina.com 
701. 陈晓明 广州医科大学 xmchenw@126.com 
702. 丁建东 复旦大学 jdding1@fudan.edu.cn 
703. 张胜民 华中科技大学 smzhang@mail.hust.edu.cn 
704. 曹成波 山东大学 cbcao@sdu.edu.cn 
705. 周建业 北京协和医院 zhoujy@263.net 
706. 赵信义 第四军医大学 zhaoxinyi@fmmu.edu.cn 
707. 邓旭亮 北大口腔医院 Dengxuliang@vip.sina.com 
708. 贺西京 西安交大二附院  
709. 钱本文 台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台安医院 stemfree@163.com 
710. 吴晓磊 美国 Orchid 公司 Oliver.Wu@orchid-ortho.com 
711. 吕晓迎 东南大学 luxy@seu.edu.cn 
712. 刘嘉馨 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 jxliu@mail.sc.cninfo.net 
713. 关勇彪 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 guanyb@hotmail.com 
714. 王春仁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chunrenwang@263.net 
715. 陈明芳 天津理工大学 mfchentj@126.com 
716. 汤欣 美敦力上海创新中心 xin.tang@medtronic.com 
717. 施燕平  sdzxsyp@yahoo.cn 
718. 李涤尘 西安交通大学 dcli@mail.xjtu.edu.cn 



719. 林鑫 西北工业大学 xlin@nwpu.edu.cn 
720. 杨永强 华南理工大学 meyqyang@scut.edu.cn 
721. 林峰 清华大学 linfeng@tsinghua.edu.cn 
722. 刘青 江阴瑞康健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qingliu6@gmail.com 
723. 丁焕文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骨科 dhuanwen123@yahoo.com.cn 
724. 徐铭恩 杭州电子工业大学 xumingen@hdu.edu.cn 
725. 汤慧萍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hptangz@gmail.com 
726. 崔福斋 清华大学再生医学材料研究所 cuifz@mail.tsinghua.edu.cn 
727. 樊瑜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yubofan@buaa.edu.cn 
728. 顾汉卿 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泌尿外科研

究所 
cjbmee@263.net 

729. 奚廷斐 北京大学 xitingfei@tom.com 
730. 顾忠伟  四川大学 zwgu@scu.edu.cn 
731. 姜峰 医疗器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medicaljiang@gmail.com 
732. 王云兵 美国库博集团公司 yunbing.wang@yahoo.com 
733. 刘道志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dzliu@microportmedical.com 
734. 李晓峰 北京吉马飞医疗 gimmafei@sina.com 
735. 谭家宏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jiahongt@gmail.com 
736. 李扬德 东莞宜安科技 patent@e-ande.com 
737. 杨伟国 香港大学 wkkyeung@gmail.com 
738. 张平祥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39. 杜明焕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40. 李树军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41. 孙明霞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42. 王筱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43. 李广忠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44. 刘刚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45. 张利梅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46. 李坚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47. 李芳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48. 任璐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49. 贺新杰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50. 牛金龙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51. 皇甫强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52. 麻西群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53. 余森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yusen_1982@163.com 
754. 袁思波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55. 韩建业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56. 刘春潮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57. 张亚峰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58. 刘少辉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59. 张文彦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60. 李亚宁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61. 罗锦华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62. 田宇兴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63. 汶斌斌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64. 程军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65. 何卫敏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66. 赵立渊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67. 张于胜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68. 牛宏志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69. 吴欢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70. 郭学鹏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71. 倪园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772. 杨治军 725 研究所  
773. 郭爱红 725 研究所  
774. 刘辉 西安交通大学  
775. 叶晶 西安交通大学  
776. 王宏 西安交通大学  
777. 高琴 西安交通大学  
778. 李红燕 西安交通大学  
779. 张兰 西安交通大学  
780. 夏娅 西安交通大学  
781. 贾文元 西安交通大学  
782. 杨建东 西安交通大学  
783. 雷力 天津医科大学 leili@tijmu.edu.cn 
784. 王财儒 第四军医大学  

785. 樊向利 第四军医大学  
786. 黄海 第四军医大学  
787. 李勇 第四军医大学  
788. 邱玉坤 第四军医大学  
789. 杨巍 第四军医大学  
790. 孟祥飞 第四军医大学  
791. 裴轶丰 第四军医大学  
792. 裴延军 第四军医大学  
793. 赵军刚 第四军医大学  
794. 杨文剑 西安交通大学  
795. 李志朝 西安交通大学  
796. 隋文泉 西安交通大学  
797. 朱祝山 西安交通大学  
798. 仇长东 西安交通大学  
799. 李冬 西安交通大学  
800. 王震 西安交通大学  
801. 赵广宾 西安交通大学  
802. 刘智勇 西北工业大学  
803. 周亚雄 西北工业大学  



804. 万广龙 西北工业大学  
805. 阮雪茜 西北工业大学  
806. 赵宇凡 西北工业大学  
807. 任永明 西北工业大学  
808. 钱远宏 西北工业大学  
809. 孙婷婷 西北工业大学  
810. 贾德伟 西北工业大学  
811. 张瑾 西北工业大学  
812. 屈雅倩 西北工业大学  
813. 赵曼 西北工业大学  
814. 马柯 西北工业大学  
815. 郑华德 华南理工大学  
816. 张宜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817. 张文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818. 车永平 东北大学  
819. 唐皎 东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