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妇幼中心硕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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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符 导师类型  硕导       □博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baifu@chinawch.org.cn 

招生研究方向 生殖保健及相关技术应用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推免直博 

导师简介 

 

白符，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公共卫生硕士导师。1996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

学妇产科学专业，获临床医学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

学位。2010 年赴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辛辛那提大学医院短期访学。从事妇产科临

床研究与实践 16年，2016年开始主要从事生殖保健及相关技术（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应用研究工作。主持和参与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监测研究、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质量评价及育龄人群生殖健康及医疗保健服务匹配情况现状分析和诊疗示范推广等

国家级科研项目 10余项。合作出版英文原著 1部、译作 1部，中文科普专著 1部，

在 SCI收录杂志《Human Reproduction》和《Human Fertility》发表学术论文 2

篇，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狄江丽 导师类型  硕导        □博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dijiangli@chinawch.org.cn 

招生研究方向 妇女生殖健康、孕产期保健和妇女常见病防控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 推免硕士   □推免直博 

导师简介 

 

 

狄江丽，博士，研究员，公共卫生硕士生导师。1997年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临

床医学专业，获医学学士学位，200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获妇产科硕士学

位，2010年毕业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获公共卫生硕士学位，2016年毕业于澳

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获公共卫生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疾控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妇幼健

康监测室副主任，主要从事妇女健康研究。曾负责、参与实施有关妇女健康领域的多

个国际合作及国家卫健委委托项目和应用科研项目。近年来主要负责孕产妇及新生儿

健康监测工作的实施和推广工作。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外 SCI及国内核心期刊

发表论文 35篇，主编或参与编写专业书籍 19部。现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

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中国妇幼健康研究会宫颈癌防控专委会委员。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黄爱群 导师类型 √硕导        □博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aqhuang@chinawch.org.cn 

招生研究方向 公共卫生监测及评估、妇幼健康流行病学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推免直博 

导师简介 

 

 

黄爱群，博士，公共卫生硕士导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妇幼健

康监测室副主任，研究员，公共卫生学硕士导师。1998年获得安徽医科大学预防医

学系本科学位，2001年获得安徽医科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硕士学位，2006

年获得北京大学医学部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博士学位。2001-2003年在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生命科学院从事助理教师岗位工作，2006年至今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

保健中心工作。主要专业领域包括妇幼健康相关流行病学研究与公共卫生监测与评

估。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国外 SCI期刊或国内核心期刊论文 37篇、其中 SCI

期刊论文 7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王爱玲 导师类型  硕导        □博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4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电子邮箱 ailing@chinawch.org.cn 

招生研究方向 孕产保健、母婴安全、预防疾病母婴传播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推免直博 

导师简介 

 

 

王爱玲，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1996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妇幼卫生系，

2006年获得泰国玛希隆大学硕士学位，2017年至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博

士在读。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孕产保健部主任，主要从事孕产保

健、母婴安全、预防疾病母婴传播相关的工作和科研。主持和参与了科技部基础调

查、国自然、传染病重大专项等研究，发表论文近 50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王前 导师类型  硕导        □博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4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电子邮箱 qianwang@chinawch.org.cn 

招生研究方向 孕产期保健；高危孕产妇心理干预；预防母婴传播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推免直博 

导师简介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部委委托课题、国际合作项目等课题等。主要研究孕产

保健、生殖健康、预防母婴传播等专业领域基础或应用性科研问题。作为主要完成人

曾获得中华预防医学科技技术奖二等奖和中华医学科技技术奖三等奖。兼任中华预防

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青委副主委，《中华预防医学》、《中国健康教育》、《疾病监测》

等多部国家核心期刊审稿专家。在国家级期刊以上期刊共同作者发表文章 60余篇。

其中，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国际 SCI收录文章近 30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徐韬 导师类型 □硕导        ☑博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xutao6622@chinawch.org.cn 

招生研究方向 儿童常见疾病防治、儿童保健技术研发与应用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推免直博 

导师简介 

 

 

徐韬，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7年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

病与卫生统计专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儿

童保健部主任。研究方向涉及新生儿保健与干预技术研究、婴幼儿营养与喂养、婴幼

儿睡眠评估与干预、婴幼儿运动与伤害预防、儿童保健卫生经济学研究等。先后主持

和参与十三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儿童健康管理研究”、科技部基础性项目“中国母

乳喂养婴儿生长速率监测与标准值研究”、科技部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 “中国学龄

前儿童生长发育数据分析及报告和图集制作” 等。主持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等多项儿童健康研究项目。近五年参编图书 6部，发表英文 SCI论文 6篇，中

文核心期刊 30余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杨丽 导师类型 ☑硕导        □博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0404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电子邮箱 yangli@chinawch.org.cn 

招生研究方向 妇女心理保健、更年期保健与管理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推免直博 

导师简介 

 

杨丽，硕士，副研究员，公共卫生硕士导师。2002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社会

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获医学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获硕士学

位。现任中国疾控中心妇幼中心中国妇幼健康促进项目-妇女心身健康干预技术评估

项目、开发更年期女性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基于社会-心理-生理多维度的产后抑郁预

测模型的建立和评价研究项目负责人，主要从事妇女心理保健、更年期保健等领域的

科学研究和政策制订、妇女保健专科建设等相关工作。主持和参与了更年期保健工作

规范制订、妇女保健特色专科建设、多中心孕产妇心理健康状况前瞻性随访研究、母

儿心身健康状况追踪观察研究、妇女心理保健整合服务模式研究等多项国家级科研项

目，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张悦 导师类型 硕导        □博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Zhangyue@chinawch.org.cn 

招生研究方向 儿童保健、儿童早期发展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推免直博 

导师简介 

张悦，博士，研究员，公共卫生硕士导师。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专业，获医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

健中心儿童保健部副主任。主要从事儿童家庭养育及早期发展相关领域的科研、项目

及政策制定工作。主持高危儿管理技术文件制定、国际儿童发育监测工具包引进、我

国儿童发育评价工具开发、儿童家庭养育状况与服务需求调查等多个项目，参与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儿童心理保健技术规范》、《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标准》《新生儿

保健专科建设标准》等制定工作。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 1项，中国 CDC年

基金 1项。卫生部标准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促进贫困地区 0-6岁儿童早

期综合发展项目”专家组成员。以第一作者或责任作者发表 SCI 及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40余篇，参编著作 10余部。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简介 
导师姓名 郑睿敏 导师类型  硕导        □博导 

招生专业及代码 105300公共卫生 电子邮箱 zhengruimin@chinawch.org.cn 

招生研究方向 
妇女保健、妇女常见病防治、两癌（宫颈癌、乳腺癌）防治、青少年保健、更年期保

健、全生命周期女性心理健康管理与干预研究 

招生类型  统招硕士  □统招博士    推免硕士   □推免直博 

导师简介 

 

郑睿敏，博士，研究员，公共卫生硕士导师。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妇产科专

业，获医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妇女保健部副主任

（主持工作）。主要从事妇女保健、妇女常见病防治、两癌（宫颈癌、乳腺癌）防

治、青少年保健、更年期保健、全生命周期女性心理健康管理与干预研究。承担和参

与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等十余项国际国内妇

女健康领域的适宜技术研究、政策制定与推广等科研课题及卫生项目工作。熟悉妇女

保健理论知识，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积极从事妇女保健等科学研究，发表多篇学术

论文，并开展相关适宜技术培训等工作，主编及主译了十余部专著。近年来在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Chinese medical journal》、《中华流行病学杂

志》、《中国妇幼健康研究》等国内外众多的核心期刊上以第一和通讯作者发表了学术

文章 5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