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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俤 男 教授 学硕/专硕 fwang@usc.edu.cn 博导

龙鼎新 男 教授 学硕/专硕 dxlong99@163.com 博导

杨飞 男 教授 学硕/专硕 yangfeilong@126.com 博导

陈智毅 男 教授 学硕/专硕 zhiyi_chen@usc.edu.cn 博导

曹德良 男 教授 学硕/专硕 dcao@usc.edu.cn 博导

曾庆意 男 校聘教授 学硕/专硕 qingyizeng@usc.edu.cn 博导

何淑雅 女 教授 学硕/专硕 heshuya8502@163.com 博导

周平坤 男 研究员 学硕 zhoupk@bmi.ac.cn 博导 军事医学研究院

让蔚清 女 教授 学硕/专硕 nhurwq@126.com

张朝晖 男 教授 学硕/专硕 nhzzh@usc.edu.cn

黄波 男 教授 学硕/专硕 huangbo0930@163.com

万亚平 男 教授 学硕/专硕

欧阳纯萍 女 教授 学硕/专硕

何雅青 女 研究员 学硕/专硕 heyaqing1019@126.com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房师松 男 主任技师 学硕 1229346705@qq.com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天成 男 副教授 学硕/专硕 teric@163.com

奉水东 男 副教授 学硕/专硕 1046933477@qq.com

曹毅 男 校聘教授 学硕/专硕 caoyi39@126.com

甄德帅 男 校聘教授 学硕/专硕 zhends.1987@163.com

王辉 男 校聘教授 学硕/专硕 wh1986ad@usc.edu.cn

肖方竹 女 副教授 学硕/专硕 494328568@qq.com

刘俊 男 副教授 学硕

高红 女 讲师 学硕/专硕

刘金权 男 讲师 学硕/专硕 letliufly@163.com

公共卫生

左建宏 男 研究员 专硕 632138414@qq.com

袁秀琴 女 教授 专硕 lxbjysh@126.com

吴成秋 男 教授 专硕 84669106@qq.com

杨细飞 男
研究员/

教授
专硕 xifeiyang@gmail.com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扈庆华 女 主任技师 专硕 huqinghua03@163.com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何军 男
主任技师/

副教授
专硕

谢红卫 女 教授 专硕 xiehw99@126.com

陈曦 男 主任技师 专硕 chenxi161@sohu.com 湖南省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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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玉娥 女 副教授 专硕 haohao200701@126.com

陈国栋 男 副主任医师 专硕

谢和宾 男 副主任医师 专硕 248207294@qq.com

梁好 女 校聘副教授 专硕 alice25414@163.com

吕子全 男 副主任医师 专硕 lvziquan1984@126.com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镒冲 男 副研究员 专硕 yichongli.cvd@139.com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柏琴琴 女 讲师 专硕 baiqinqin1213@126.com

赵维超 女 讲师 专硕 59579883@qq.com

卫生检验学

/公共卫生

李乐 男 教授 学硕/专硕 usclile@126.com

杨胜园 女 教授 学硕/专硕 yangshyhy@126.com

肖锡林 男 教授 学硕/专硕 xiaoxl2001@163.com

陈丽丽 女 教授 学硕/专硕 chlili720612@163.com

邓仲良 男 副教授 学硕/专硕 dzl021015@sina.com

肖福兵 男 副教授 学硕/专硕 xiaofubing2008@163.com

石晓路 女 主任技师 专硕 shixiaolu831@163.com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注：点击姓名可查看导师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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