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单位

1 李大威 东华大学

2 李重 东华大学

3 王鹏伟 东华大学

4 侯成义 东华大学

5 姚艳波 东华大学

6 殷韵 复旦大学

7 张树宇 复旦大学

8 张源 复旦大学

9 孙涛 复旦大学

10 卢宇蓝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11 李俊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12 刘佩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3 马俊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14 孙云帆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 陈妍洁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6 仲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7 陈星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8 吉顺荣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9 周锋 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20 沈晓波 华东理工大学

21 侯宇 华东理工大学

22 梅菊 华东理工大学

23 贾云飞 华东理工大学

24 盛骞莹 华东理工大学

25 杨泱泱 华东理工大学

26 乔德礼 华东师范大学

27 郑婷婷 华东师范大学

28 李文博 华东师范大学

29 陆培芬 华东师范大学

30 赵然 华东师范大学

31 何祝清 华东师范大学

32 李世佳 华东师范大学

33 张畅芯 华东师范大学

34 彭浒 上海长征医院

35 刘蔡钺 上海长征医院

36 吴震杰 上海长征医院

37 陈灵 上海大学

38 席东盟 上海大学

39 张倩武 上海大学

40 李颖 上海大学

41 李晟 上海大学

42 吕丽萍 上海大学

43 王江 上海大学

44 王亮 上海大学

45 章蕾 上海大学

46 张达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47 钱玉良 上海电力学院

48 季亮 上海电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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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陈曦 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

50 柯林达 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

51 成宇翔 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

52 马子奇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

53 钱彦旻 上海交通大学

54 叶瑶瑶 上海交通大学

55 韦向植 上海交通大学

56 肖瑶 上海交通大学

57 王成 上海交通大学

58 钱智量 上海交通大学

59 白李 上海交通大学

60 朱虹 上海交通大学

61 陈玉洁 上海交通大学

62 陈倩栎 上海交通大学

63 刘倩 上海交通大学

64 库鑫 上海交通大学

65 刘鑫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66 吴玉琼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67 汪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68 桂海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69 倪颖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70 孙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71 束翌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72 王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73 董文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74 李化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75 翟赞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76 王浩宇 上海科技大学

77 石远明 上海科技大学

78 王美晓 上海科技大学

79 谢静雅 上海理工大学

80 孙秀婷 上海理工大学

81 王吟 上海理工大学

82 邱碧薇 上海理工大学

83 李康妹 上海理工大学

84 宋佳宁 上海纽约大学

85 高学海 上海欧际柯特回转支承有限公司

86 戴文韬 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87 楼悦 上海师范大学

88 叶颖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89 张曼娜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90 韩世龙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91 范广建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92 彭霞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93 赵凌舟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94 高帅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95 朱鸿明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96 周斐 上海市肺科医院（上海市职业病防治院）

97 张燕 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

98 曹旻 上海市内分泌代谢病研究所

99 张浩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100 刘毅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101 李长伟 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



102 周恒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03 陈雷 上海市同济医院

104 武丹 上海市同济医院

105 赵雪莹 上海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院

106 盛若凡 上海市影像医学研究所

107 盛尹祥子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临床技术研发中心

108 白莉 上海市中医医院

109 骆晓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10 孙思月 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

111 王珂 上海卫星装备研究所

112 王瑞 上海无线通信研究中心

113 朱晰 上海益诺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14 成汉文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115 陆涛 上海中航商用航空发动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16 范圣洁 上海中医药大学

117 陈佳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118 李征 同济大学

119 邹亚杰 同济大学

120 沈洁 同济大学

121 周洁 同济大学

122 金雁敏 同济大学

123 韦广丰 同济大学

124 王洪斌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125 刘嘉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126 阎天民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127 李贵花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128 胡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129 梁汉琴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130 熊志超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131 张明辉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132 李冠海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133 闵利花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134 何灵娟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135 何志辉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136 王强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137 曹阳慧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138 黄涛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139 楼海一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140 翟琳辉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141 张勇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142 黄鹏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143 冷滨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144 王燕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145 代彬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146 田明星 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147 张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148 蒋俊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149 李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150 杨雪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151 王肖 复旦大学 

152 史之峰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3 陆蓉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4 张慧玮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5 邹翔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6 朱广天 华东师范大学 

157 王静 上海海洋大学 

158 方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159 程宏 上海金融学院 

160 朱怡康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上海市心理咨询培训中心） 

注：第151-160号为“脑科学与类脑人工智能”领域拟予资助的研究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