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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
参评项目目录

KJJB13210005 基于肾主生殖探究雷公藤致卵巢早衰发病机制和补肾调冲中药干预

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高慧、刘玉兰、夏天、曹秀梅、马瑞红、徐鸿雁、吴松柏、曲洪彬

KJJB11210007 “因痹致痿”病机指导下前列腺疾病的研究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市和平里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赵家有、宋春生、张颖、王福、郭军、张培海、郁超、黄星儒

KJJB13210010 补阳还五汤防治中枢神经损伤及 cAMP-PKA-MAPK-CREB 信号通路机制研究

河北中医学院、河北省人民医院

高维娟、董贤慧、钱涛、李君、唐敬龙、张泓波、贺小平、郝云涛、赵静怡

KJJB13210011 基于“浊毒—微生态”理论的中医治未病医疗模式创新及关健技术

石家庄市中医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赵玉斌、王慧洁、郭嘉璇、都文渊、段蕾蕾、赵雯红

KJJB31210012 祛邪扶正法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临床应用和作用机制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吴银根、方泓、唐斌擎、邹璐、唐凌、吴雨沁、喻晓、倪伟、张英兰、李少滨、孙鼎、成颜琦、徐诚

KJJB32210014 清利法代表性中药制剂改善糖尿病肾病炎症性肾损伤分子机制的研究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南京鼓楼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

万毅刚、涂玥、吴薇、曹东维、刘莹露、房其军、胡巍、王美子

KJZR11210015 通关藤提取物改善非小细胞肺癌分子靶向药耐药的作用及机理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李萍萍、韩淑燕、孙红、薛冬、焦延娜、赵灿、韩海勃

KJFM11210016 面向糖尿病足中医精准治疗的病理采样微针芯片技术

清华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刘冉、徐旭英、张杨羽晨、王广宇、王可微、王雨

KJFM31210017 中药外敷剂穴位贴敷治疗肝硬化腹水的临床应用及疗效机制

上海市中医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祝峻峰、王灵台、高司成、戴瑶瑶、赵钢、钱平安

KJJB32210018 中药硫磺熏蒸替代关键技术体系构建与推广应用

南京中医药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安徽协和成

药业饮片有限公司、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浙江中医药大学

陆兔林、李林、金传山、王智民、李松林、郁红礼、殷放宙、李伟东、季德、张伟、李保明、朱志国、

杜伟锋、苏联麟、崔小兵

KJJB31210023 肝脂汤对阴血亏虚型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临床实践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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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红权、 张志丹、刘鑫晔、丁茜、庞谊、韩吉、鲁曦、李敏琤、倪小军、符秋婧

KJZR14210025 基于代谢组学及热分析的地黄炭止血“存性”与制炭工艺相关性研究

山西中医药大学

张朔生、孟祥龙、祁晓鸣、王勃、何美菁、任婧、张晓燕、苏晓娟

KJJB31210026 “和”法治疗严重冠心病的临床疗效及推广应用

上海市中医医院

冯其茂、董耀荣、王骕、刘征、杨雪芹、邢健东

KJJB31210027 顾氏外科清消法治疗肉芽肿性乳腺炎的临床研究及诊疗规范形成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刘胜、陆德铭、唐汉钧、孙霃平、周细秋、张晓云、刘晓菲、陈莉颖、王瑞、郑金洲

KJJB11210028 筋骨三针疗法松解十四经筋区带筋结点治疗筋伤疼痛病的临床应用

北京世针联中医微创针法研究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吴汉卿、吴军尚、吴军瑞、傅立新、胡斌、周鹏、薛爱荣、王庆波、乔新惠、赵紫昊、孙宪莹、李雨

声

KJJB11210031 “益髓醒神”综合康复方案治疗卒中后失语的多模评价与推广应用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河南省中医院

常静玲、高颖、张占军、张庆苏、张华、周莉、李馨、王军、霍则军、关东升、唐璐、朱丹、张斌龙、

李雁、谭中建

KJJB53210039 余甘子褐变防控关键技术应用及产业化示范

云南中医药大学、云南龙润药业有限公司

范源、熊磊、焦家良、温伟波、赵毅、陈柏君、付翠花

KJJB13210042 基于益气活血法治疗缺血性脑病的创新药物开发及标准化应用

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神威施普瑞药业有限公司

曹菊林、刘鑫、周永妍、张睿智、李丹、高杰、王志超、王文鹏、张岩岩、李菲

KJJB11210044 针刀松解法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临床应用及机理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日友好医院、北京水利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郭长青、李石良、朱汉章、张义、葛恒清、王彤、郭妍、胡波、梁楚西、郭长青

KJJB32210046 焦虑症从肝郁痰结论治中医方药创制与应用

连云港市中医院

丰广魁、马先军、陈隐漪、杜青、顾宝东、杨超

KJJB51210047 亚健康服务新业态临床核心技术体系创建与应用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扬子江药业集团四川海蓉药业有限公司、四川省骨科医院

王超、余葱葱、谢义鹏、王一臣、周浩、黄祖波、张达、王政研、孙军刚、毛林、皮燕、张云飞、杨

万芳

KJZR11210049 针刺百会、足三里穴多靶点调控缺血性脑卒中的机制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孙华、徐虹、陈素辉、张亚敏、司英奎、王环愿

KJJB11210051 基于“五脏相关”理论的中医药治疗慢性肾脏病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

中日友好医院、西北大学、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西安世纪盛康药业有限

公司

李平、赵英永、刘旭生、苗华、吴芳、严美花、陈丹倩、邹川、赵婷婷、张浩军、彭亮、赵海玲、张

鹏、卢富华、苏国彬

KJJB62210052 “提拿手法”治疗腰痛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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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中医院

孙其斌、陈国栋、高敬辉、冀全谋、潘陇霞、王天宝、李艳萍

KJJB12210058 冠心病“阳微阴弦”病机的现代内涵及辨治方案研究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毛静远、王贤良、毕颖斐、张磊、朱明军、李应东、郭冬梅、袁天慧、戴小华、万强、邓悦、林谦、

薛一涛、牛天福、赵英强

KJJB32210059 慢性肾脏病“肾虚湿瘀”核心病机创新研究和临床应用

江苏省中医院

孙伟、陈继红、赵静 、何伟明、高坤、张露、刘利华 、刘琼、孙斯凡

KJJB31210060 胸部术后针刺结合穴位敷贴镇痛临床效应观察及治疗方案建立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寿伟臻、张琨、张泽良、郭文韬、俞杞泉、包祺、吴春晓

KJJB13210064 基于肝脾理论应用针药干预动脉粥样硬化系列危险因素的临床研究

河北省中医院、开封市中医院、石家庄市中医院、河北医科大学

王艳君、庞国明、梁燕、尹清波、何红涛、薛维华、连建伦

KJZR11210067 新外来中药药性研究与应用

北京中医药大学、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王林元、张建军、王淳、李爱民、高学敏、朱映黎、贺成、王景霞、费文婷、侯燕、乐娜、吴晓磊

KJJB32210070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中医药“一带一路”模式探索与实践

江苏省中医院

吴文忠、束雅春、寇建秋、严正仲、张维芯、邹建东、刘阶莉、宁丽琴

KJJB31210072 中医推拿优效干预慢性疲劳综合征研究与应用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姚斐、郭光昕、房敏、朱清广、赵毅、安光辉、程艳彬、方磊、吴志伟、徐善达

KJJB53210076 民族医药传承体系构建及应用

云南中医药大学、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昆明医科大学、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医药研

究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医医院）

郑进、张超、明全忠、曾育麟、钱子刚、张荣平、谭文红、林艳芳、陈清华、张之道、玉腊波、陈普、

岩罕单、杨竹雅、孔春芹

KJZR62210077 舌诊客观化图像识别与慢性胃炎内镜分类的相关性研究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张志明、梁建庆、刘明兰、陈嘉屿、雍文兴、刘颖、彭义平、王功臣、张欣、郑锦士、陈舜宏

KJZR36210078 方药量-效关系发现及规律

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徐国良、王跃生、饶毅、章常华、刘玉晖、张启云、李冰涛、赵益

KJJB31210079 中医药治疗脓毒症的理论挖掘、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

陈伟、郑月娟、石怡、孙鑫、章怡祎、李响、胡丹丹、木其尔、王宜艳、王志军、孔庆寅、林琳

KJJB21210080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痰、瘀、虚”病机实质及临床应用

辽宁中医药大学

张哲、关雪峰、贾连群、于睿、王洋、刘悦、孔德昭、陈智慧、张帆、闵冬雨、宋囡、王英、徐丽、

吴瑾、袁东超

KJJB12210081 基于多维药效评价的丹红注射液心肌保护作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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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

樊官伟、崔元璐、姜苗苗、王小莹、陈昳冰、毛浩萍、赵超、胡珍、贺爽、李澜、倪晶宇

KJZR11210086 糖尿病肾病“肾痿”学说科学内涵及糖肾平干预机制的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

赵宗江、张新雪、王之琳、王颖超、杜磊、赵敬、焦婷婷、刘运华、吴琪、付小宇

43210087 《读故事知中医·中学生读本——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科普读物》

湖南中医药大学、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何清湖、刘富林、张明、孙相如、魏一苇

KJJB36210088 基于新病机理论的子宫内膜异位症长期管理关键技术临床及应用研究

江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香港中文大

学医学院、重庆市中医院

梁瑞宁、刘雁峰、徐玲、李佩双、黄志超、夏敏、彭佳华、彭雪梅

KJFM31210089 中医药防治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肝癌的临床实践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高月求、孙学华、李曼、余卓、张鑫、周振华、朱晓骏、张景豪、纪龙珊、黄凌鹰

KJJB37210090 基于药效成分群质量控制新技术体系构建及在复方阿胶浆中的应用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学

张淹、田守生、刘海滨、瞿海斌、王春艳、钱景、段小波、王延涛、高登锋、赵海晴

KJJB13210091 膜性肾病“肾络瘀阻”理论的构建及益肾通络法的研究与应用

河北省中医院

檀金川、杨凤文、陈素枝、任美芳、潘莉、左建娇、袁国栋、赵玉庸

KJJB11210092 归肺经中药升降浮沉药性辨识方法的构建与转化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

翟华强、欧敏、史楠楠、王燕平、闫赋琴、张硕峰、邓德强、李丝雨、刘国秀、张囡

KJJB11210094 中医药文献传承创新体系构建与应用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曹洪欣、崔蒙、张华敏、李鸿涛、郑金生、诸国本、张伟娜、李兵、佟琳、刘思鸿、薛清录、张志斌、

段青、李斌、王蕊

KJJB11210096 中西医结合治疗妇科内分泌疾病多维评估与应用推广体系建设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孙爱军、王海滨、王艳芳、金哲、邓燕、尤昭玲、朱诗扬、顾蓓、张巧利、王威、段赵宁、张斌、蹇

顺

11210098 《胃靠养，肠靠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李博、王宏、陈朝霞、冯硕、李萍、胡晶、张会娜、王天园

KJJB44210103 中医药“从经验到循证”整体证据方法体系的创建与示范性应用

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

卢传坚、刘建平、吕玉波、郭新峰、李慧、吴大嵘、陈薇、张海波、刘少南、谢秀丽、林琳、何怡瀚、

毛炜、李云英、邓浩

KJZR11210105 基于调控胃内微环境阻断慢性胃炎“炎癌转化”的中医药研究模式及创新应用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丁霞、姚雪彪、沈洪、苏泽琦、单兆伟、陈润花、张露、李园、褚福浩、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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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JB11210106 复方血栓通防治微血管病变的科学内涵研究与应用

北京中医药大学、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建梅、唐民科、陈永红、龙超峰、马长华、谢称石、陈小新、袁帅、简伟杰、庞欢欢、马青、乔园

KJJB11210107 寒热为纲辨治尪痹（类风湿关节炎）的科学内涵与临床应用研究

中日友好医院、辽宁上药好护士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陶庆文、阎小萍、徐愿、肖诚、郑继宇、王建明、罗静、王金平、张英泽、孔维萍 、马骁、吕诚、

金笛儿、张楠、鄢泽然

KJJB11210110 热毒血瘀演变的微循环障碍过程及复方中药作用机理的阐明

北京大学、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天士力之骄药业有限公司

韩晶岩、闫凯境、孙凯、马丽千、李丹彤、张云沛、杨宁、黄娉、潘春水、阎丽、李泉、叶正良、鞠

爱春、郑永锋、吴迺峰

KJJB62210112 杜仲腰痛丸治疗腰椎退行性疾患的临床研究及推广应用

甘肃省中医院、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妇幼保健院

赵继荣、石敏、陈祁青、薛旭、赵宁、朱换平、陈文、朱宝

KJJB61210114 针刺治疗功能性肠病的双向调节效应机制及临床应用研究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省中医医院、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西安医学院、西安航天总医院

王渊、刘思洋、刘龙、周锋、刘智斌、苏同生、王卫刚、王斌

KJZR11210115 核糖的肾损伤作用及中药降糖复方治疗糖尿病肾病的研究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黎巍威、张学智、郭浩、洪金妮、褚松龄、杨金霞、张宁、富宏

KJJB35210116 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片仔癀抗大肠癌二次开发及推广应用

福建中医药大学、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

彭军、沈阿灵、褚剑锋、洪绯、魏丽慧、罗志毅、林久茂、黄鸣清、陈曦、黄进明

KJZR44210118 中医外科理论创新及在乳腺癌中的应用

广东省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陈前军、林毅、戴燕、孙杨、司徒红林、刘鹏熙、朱华宇、郭莉、郭倩倩、许锐

KJJB23210119 头穴透刺调节急性脑梗塞后钙超载的临床研究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桑鹏、王顺、赵佳辉、杨辉、胡玉海、刘长燕、刘晓磊、李金刚、宋学鑫

KJJB33210120 “虚瘀致毒”论骨痿、及自拟强骨饮及其单体对原发 I 型骨质疏松症的实验与临床研

究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

刘康、马勇、梁博程、余阳、吴连国、史晓林、唐彬彬、黄俊俊、王申、王均华

KJJB35210121 仲景学说研究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张喜奎、朱为坤、李灵辉、陈建、赵明君、周媛、梅之凌、叶金连、黄国芳

KJZR35210125 基于肝脾同治的活血祛痰法干预 2 型糖尿病的系列研究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漳州市中医院

衡先培、黄苏萍、蓝元隆、杨柳清、李亮、徐睿熙、何卫东、翁苓、谢瑜、郭芳、陈敏灵、王志塔

KJJB44210126 益气活血化痰法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关键技术体系创建及临床推广应用

广东省中医院、新疆医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柯菲

平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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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敏州、郭力恒、王萧、毛帅、祁建勇、安冬青、王永霞、崔晓云、曾锐祥、秦引林、周袁申、招煦

杰、何健卓、陈茂生、孔勇杰

KJJB11210127 中医药名家现代研究型传承范式的构建与应用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中医药国际合作中心、北京市朝阳区中

医协会、北京科技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胡镜清、徐春波、顾东黎、秦谊、谢琪、张德政、顾晓静、陶有青、王玉光、张润顺、范铁兵、刘金

凤、苗苗、许伟明

KJJB11210132 冠心病心绞痛联合用药中活血化瘀药改善阿司匹林抵抗的疗效及机制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王连心、谢雁鸣、陈可冀、曹俊岭、薛梅、吕渭辉、李军、李俊峡、王志飞、温泽淮、姜俊杰、吕健、

章轶立、黎元元、刘峘

KJJB11210137 中医药治疗提高重症肝病疗效的创新技术建立及推广应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王宪波、王融冰、杨志云、江宇泳、刘慧敏、高方媛、冯颖、侯艺鑫、曾辉、陈佳良、朱鏐娈、刘遥、

孙乐、万钢、杨雪

KJZR11210139 新加良附方抗胃癌多靶点效应机制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侯丽、田劭丹、董青、陈信义、李亚、李潇、王婧、倪磊、吴晓勇、王冲

KJJB43210140 眼科活血利水法的研究与推广应用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彭清华、姚小磊、彭俊、李建超、曾志成、龙达、喻娟、蒋鹏飞、欧阳云、周亚莎、吴权龙、魏为、

朱志容、李文杰、刘晓清

KJZR22210141 基于历代名家学术经验整理挖掘的中医温病防治思路与方法研究

长春中医药大学

岳冬辉、苏颖、毕岩、王利锋、宋伍、崔妍、张瑞彬、张雯迪、崔迪、方正远、张林枝

KJJB11210148 补肾法治疗男性不育症的临床和实验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李海松、王彬、李曰庆、王继升、代恒恒、党进

KJZR44210149 督脉经穴电针通过 NT-3 介导移植的成体干细胞修复脊髓损伤的研究

中山大学

曾园山、丁英、阮经文、刘洲、李文杰、陈雅云、曾湘、李晓滨、闫清、李淑敏

KJZR43210151 中药注射剂（类）致敏性的超分子机理及其综合筛查技术系统研究

湖南中医药大学

贺福元、周晋、周逸群、肖美凤、邓凯文、刘文龙、唐昱、石继连、杨岩涛、张喜利、肖小芹、唐宇

KJJB42210154 基于肾藏象理论的中医药治疗慢性肾脏病的关键机制及应用

湖北省中医院

王小琴、袁军、邹新蓉、王岚、程虹、王长江、薛雪、许文成、周全、吴文静、吴艳萍、郭向东、陈

立、詹理睿

KJJB12210156 中医药临床循证评价与证据转化关键技术创建及应用

天津中医药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兰州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陕西摩美得气血和

制药有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天士力之骄药业有限公司、正大青春宝药

业有限公司、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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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华、李幼平、田金徽、黄宇虹、郑文科、王辉、李春晓、王保安、刘春香、杨丰文

KJJB12210157 血管性痴呆的中医证候规律及针刺疗法的疗效与细胞免疫学机制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张雪竹、于涛、沈鹏、贾玉洁、石江伟、韩景献

KJJB37210158 针刀松解治疗颈椎病技术创新体系构建及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济南市民族医院、淄博前沿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山东健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刘方铭、王寿兰、孙钦然、刘垒、刘维菊、杨文龙、崔文强、郭保生、于慧、尹聪、褚庆国、姚念民、

吴文庆、崔晓鲁、李国强

KJJB22210160 基于“调理脾胃、脾肾同调”理论功能性消化不良传承研究及推广应用

长春中医药大学

贾秋颖、李燚绯、夏燃、张博、刘娣、周晓玲、史方舟、宋歌

KJJB43210161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仇湘中学术思想及防治筋骨疼痛临证经验研究与推广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匡建军、张信成、戎宽、匡浩铭、蒋盛昶、仇杰、仇湘中、沈琳玲、张旭桥、唐皓

KJJB34210162 健脾化湿清热通络法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创新研究及临床应用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健、孙广瀚、文建庭、忻凌、方妍妍、宋倩、黄传兵、汪元、谌曦、万磊

KJJB43210163 心痛泰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机理研究

湖南中医药大学

李雅、郭志华、孙涛、唐云、魏佳明、易琼、杨金伟、谭娣娣、易丽娟、柳兰

KJJB34210164 清热化湿祛瘀法抗肾脏纤维化的免疫炎症机制研究及其临床应用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亿平、金华、张磊、吕勇、胡顺金、王东、任克军、茅燕萍、魏玲

31210165 《常见眼耳鼻咽喉科中成药手册》

上海市中医医院

郭裕、王丽华

KJJB23210166 精神分裂症痰瘀交互理论的构建及中医药干预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黑龙江神志医院

赵永厚、柴剑波、赵玉萍、于明、曲秀杰、白冰、徐飞、贺苏、高潇、王万宇

KJJB44210167 “卧-坐-立”序贯八段锦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PCI 术后心脏康复的研究应用

广东省中医院

张晓璇、陈名桂、孔丽丽、王芳芳、梁雪妃、王晶晶、黄丽霞、赖惠梅、邱寅龙、陈海振

KJJB12210169 基于肠黏膜免疫精制甘草多糖抗肿瘤机制的研究

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边育红、宋新波、王丽、李薇、赵舒武、田晓轩、周会芳、张晓雨

KJJB34210171 皖药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体系构建及产业化应用

安徽中医药大学、皖西学院、九仙尊霍山石斛股份有限公司、霍山县长冲中药材开发有限公司、金寨

森沣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亳州市皖北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宣城市金泉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彭代银、陈乃富、俞年军、彭灿、韩岚、吴德玲、韩荣春、桂双英、陈存武、彭华胜、戴亚峰、何祥

林、李雷、张雨雷、姚勇

KJZR61210172 左归补髓生血方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和白细胞减少症的分子机制及临床应用研究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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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昌虎、晁旭、李宏、辛玲歌、何春玲、王新梅

KJZR34210173 中药复方心肌尔康及天然产物多酚对心血管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

安徽医科大学、北京赛德维康医药研究院

高杉、汪海 、龙超良、胡娟、黄玲玲、俞婷婷、左友梅

KJJB43210174 刘氏小儿推拿疗法防治小儿肺系、脾系病证的临床研究与推广应用

湖南中医药大学、吉首大学、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

汤伟、邵渝、李中正、贾元斌、王英、叶勇、王小军、王慧娟、朱静、唐乐平、王鹏、欧玲林、陈丽、

李海曼

KJJB42210175 益肾健脾养血活血佐以针刺提高视网膜感光功能的基础及临床应用

湖北省中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

李杜军、罗继红、莫国艳、金明、黄娟、张光红、吴克虎、黄蓉、贺恒、却瑾

KJJB33210178 耐多药肺结核中医证候规律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研究

丽水市中医院

刘忠达、张尊敬、郭净、李权、雷永良、杜一琴、杨晓明

KJJB11210183 中西医结合肿瘤康复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应用推广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杨宇飞、李秋艳、贾小强、许云、孙凌云、杨怀中、唐丽丽、庞英、曹旸、王树生、肖京、张晋、李

培红、李静、赵楠

KJZR33210186 肾虚型自然流产母胎界面微环境失衡的分子机制及防治策略

杭州市中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楼毅云、傅萍、金帆、周菲菲、马娴、王丽雅、胡珉豪、姜萍、乐芳、沈毅

KJJB22210188 小脑性共济失调的康复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艾长山、马力、刘秀丽、刘颖、段长秋、郭伟丽、刘博、刘波、赵冬艳

KJJB12210191 中医药在前列腺癌优势阶段管理策略的建立与应用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贾英杰、李小江、王亮、张瑶、孙彬栩、苗琳、郭姗琦、朱建强、刘宏根

KJJB11210197 补肾除湿法结合软骨修复技术治疗早期膝骨关节炎的临床应用及基础研究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张洪美、荆琳、何名江、秦伟凯、董永丽、王秀均、单鹏程、艾奇、潘丽、刘兴兴

KJJB33210199 肾髓同治骨质疏松症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绍兴市中医院

金红婷、吴承亮、徐涛涛、王萍儿、何帮剑、应俊、谷满仓、胡松峰、童培建、肖鲁伟

KJJB42210201 中医治未病理论指导下针刺调控中枢能量代谢防治肥胖的机制研究和临床应用

湖北中医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

梁凤霞、陈瑞、王华、吴松、李佳、陈丽、舒晴、王静芝、刘建民、黄琪、卢威、徐芬、吴群、王雅

媛、张海明

KJJB23210203 基于“窠囊”理论探讨小檗碱防治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应用研究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医院

韩凤娟、谢梁震、宋长红、张跃辉、刘逸超、郭滢、李佳、刘芳媛、胡佳裕

KJJB34210204 针灸治疗膝原发性骨关节炎的临床应用及通调机制研究

安徽中医药大学、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合肥工业大学、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阜阳市人民医院、

浙江省温岭市中医院、吉林省通化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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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徐磊、姜天鑫、汪锋、孙剑、孙长乐、贺成功、李思斌、李申林、潘宾

44210205 《名医教你练走颈肩腰腿痛》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许学猛

KJJB12210206 慢性脊柱软组织损伤疾病中医时相性辨证的理论实质及临床应用研究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天津市中医

药研究院附属医院、云南省昭通市中医医院、天津市和平区中医医院

王金贵、李华南、董桦、丛德毓、王新军、赵强、房纬、黄开云、张耀巍、张玮、马铭华

33210207 《漫话中医养生》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中医院）、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杭州市上城区小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汤军、沈淑华、魏澹宁、叶菁、陈天玺、余文富、沈文钦、赖晓刚

KJZR33210208 基于线粒体氧化应激的通精灵治疗精索静脉曲张致不育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宁波中医院

崔云、魏任雄、冯奕、郑军状、吴骏、杜宝昕、刘冰

KJJB41210209 偏方验方的现代化研究及在中医骨伤科的应用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河南省正骨研究院、河南省洛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谢艳、吴晓龙、孔西建、张云芳、夏华玲、赵新杰、赵治伟、苏春霞、王冲、殷娜、李宏九、范克杰、

孙彦鹏、刘晓燕、刘芬之

KJJB22210210 腧穴配伍创新理论与应用研究

长春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王之虹、王富春、李铁、岳增辉、杜广中、哈丽娟、刘晓娜、蒋海琳、赵晋莹、王洪峰、王朝辉、岳

公雷、刘雁泽、刘武、吴雪芬

KJJB43210213 银黄清肺胶囊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及再评价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安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王炜、秦裕辉、高尚、陈飞豹、张水寒、彭彩云、谭超、李斌、易小兰、屈金艳

KJJB22210215 背部推拿法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的临床及作用机制研究

长春中医药大学

刘明军、张欣、陈邵涛、尚坤、仲崇文、于明超、卓越、徐小茹、吴九如、崔建中

KJJB51210216 《中华医药史话——诗情·画意·墨韵》

四川省中医药学会

杨殿兴、张发荣、谢克庆、胡波、阳廷福

41210217 《膝关节保养一点通》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郝军、袁彦浩、邹春雨、权松涛、高文香、杜天信、邢宝

KJJB52210218 苗药金乌健骨方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系列研究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贵阳市云岩区人民医院

马武开、姚血明、侯雷、黄颖、安阳、刘正奇、黄昆、陆道敏、曹跃朋、宁乔怡

44210219 《一本书读懂骨关节疾病》

深圳市中医院

张剑勇

KJZR22210223 新扶正除疫颗粒对细菌感染模型免疫及 TLR 信号途径影响的研究

长春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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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鑫、宫晓燕、姜爽、杨光

KJJB13210224 中华通络养生八字经理论创新指导健康产业发展

河北以岭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河北以岭医院

吴以岭、贾振华、魏聪、吴相君、张秋莲、王蔚、马军、李春雨、王宏涛、吕乐远、李红蓉

KJJB21210225 全国名中医白长川三纲二化四期辨证新观构建及推广应用

大连市中医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大连市妇幼保健院

白长川、李国信、庞敏、张有民、李吉彦、吕冠华、马跃海、王宝成、高静、李浩、李丁蕾、张颖、

邸子真、阎超、姜婷婷

KJJB11210226 基于整合策略的活血化瘀代表方剂复杂作用解析研究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陕西步长制药

有限公司、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杨洪军、吴宏伟、张晶晶、卫军营、郭非非、唐仕欢、张方博、郭娜、李贤煜、王益民、张旻昱、卢

朋、张毅、刘峰、于娟

KJJB23210228 基于基地协同模式的中医临床研究质控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省中医

院）

高敬书、吴效科、韩延华、李伟莉、张晋峰、马红丽、王宇、杨新鸣、丛晶

37210229 《养生治病大全集》

青岛市中医医院

魏陵博

KJJB50210231 金蝉止痒颗粒深度开发及产业化

重庆希尔安药业有限公司

陈犁、吕姗珊、谯志文、周年华、陈晓雪、陈小红、唐桂英、刘勇

KJJB37210233 大鱼际掌纹形态特征与变态反应性疾病的相关性研究

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青岛科技大学

王燕青、周兆山、朱习军、胡海波、梁文华、陆学超、赵国静

KJJB50210235 四面二次注射加黏膜间断纵行缝扎术治疗直肠黏膜内脱垂的推广应用

重庆市中医院

徐月、陈莹璐 、张桢、何美萍、彭位俊、廖波、高金龙、张搏

KJJB37210236 非小细胞肺癌的基础与临床诊治研究及应用

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郑心、杨明、李玉、孟雪、郝少雨、姜婷、肖军、曹玉风、王爱帅

KJJB41210238 基于回归分析探究饮食、心理状态与中医体质的内在联系

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省食品药品审评查验中心

张瑞、许玉龙、罗峰、包海燕、刘岷 、闫国立、高磊、牛乐、代民涛

KJJB41210239 常见心血管疾病基层中西医结合诊疗路径示范应用与推广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南阳张仲景医院

王振涛、张会超、高水波、袁彬、冉艳艳、王影、刘理琴、韩丽华、屈燕鸣、孟毅

KJJB44210240 滋肾降糖丸防治糖尿病骨质疏松的机制及临床应用

深圳市中医院

李惠林、赵恒侠、刘德亮、楚淑芳、陈剑平、李增英、李茂生、刘雪梅、渠昕、李金花

KJJB11210242 航天中医药学基础构建及应用实践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天津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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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枝、郭义、黄伟芬、徐冲、高建义、许家佗、郭立国、石宏志、刘军莲、王佳平、刘宇、杨庆、

范全春、赵爽、王绵之

62210243 《甘肃中医药文化》

甘肃中医药大学、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戴恩来、李金田、金华、朱向东、张炜、陈学祥

KJZR21210244 深刺“环跳”在坐骨神经损伤修复中的抗凋亡作用研究

辽宁中医药大学

马铁明、陶星、闫泓池、韩易言、马雪、赵硕

KJJB21210246 牛蒡的质量规范化、生态适宜性及产业化开发

辽宁中医药大学

康廷国、窦德强、许亮、何 凡、陈桂荣、王巍、邢艳萍、韩雪莹、冉小库

KJJB41210247 补肾化瘀生新方促进神经干细胞增殖在中风后脑功能重塑机制、应用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张金生、田力、赵海滨、张宝霞、袁书章、王剑锋、薛珂、朱慧芳、马永庆

KJJB50210248 逐水散为主综合治疗乳腺癌术后上肢水肿临床观察与应用

重庆市中医院（重庆市中医研究院）

胡陵静、彭爽、陈皎皎、袁敏、白平、何苗、郭婷婷

KJJB11210249 武维屏肺科学术思想及应用发挥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武维屏、冯淬灵、崔红生、张立山、姚小芹、王琦、任传云、孟玉凤、冯枫、郭昉

KJJB42210250 天地精丸对 PKB/GSK3β-PP2A 信号通路的影响及老年性痴呆治疗作用的实验研究

武汉市中医医院、武汉市中医医院

李智杰、周黎、徐惠芳、潘微、周芳、胡慧敏、李梅芳、胡利、赵荣、金海涛

KJJB50210251 慢性眼病管理的中医药干预及技术推广

重庆市中医院（重庆市中医研究院）

李慧丽、宗元娟、肖胜燕、李小丹、邢静、王春燕、孙小红、张腾

KJJB21210252 基于既病防变理论的軟坚消瘿汤防治桥本病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张兰、董佳妮、樊程程、范思有、方振伟、姜维娜、姚祈 、王家红、田原、赵高阳、张颖、武佳琦、

洒晓亮、王琳、许可

KJJB21210254 基于肺络病证治体系的中医药分期论治特发性肺纤维化的机制研究

辽宁中医药大学

吕晓东、庞立健、吕静、王琳琳、臧凝子、刘创、王天娇、朱凌云、郑钰

KJZR45210257 壮药药材学创建与质量标准研究

广西中医药大学、中南大学、澳门大学

朱华、韦松基、钟世安、蕭建波、傅鹏、张淼、苏健、王孝勋、滕建北、梁子宁、谢凤凤、戴忠华、

黎理、陈龙

KJJB35210258 茵陈蒿汤类方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物质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

厦门市中医院、厦门大学

梁惠卿、陈少东、吴昦辰、赖鹏华、张绍良、林立、陈悦、杨嘉恩

KJJB11210259 沈氏女科学术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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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望

京医院

韩学杰、刘大胜、王丽颖、谭勇、连智华、李海玉、杨金生、沈宁、贾海骅、李玉坤、王凤

KJZR44210260 基于“肾主骨生髓”探讨中医药治疗骨质疏松的应用基础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晓兵、任辉、梁德、沈耿杨、尚奇、余富勇、张志达、招文华、陈弘林、余翔、陈桂锋、汤凯、张

鹏

KJJB53210262 四四固本颗粒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脾肾阳虚型）的临床研究

昆明市中医医院

姜莉云、吴文笛、郑玉、余晓玲、董月秋 、李垚、许云姣、付文晶、杨翼豪

KJZR44210265 “伤寒论”经方麻黄配伍及组方规律的基础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

罗佳波、谭晓梅、余林中、汤庆发、邢学锋、陈飞龙、徐成贺、朱全红、田元新、袁立霞

KJJB35210266 基于“疏泄理论”防治糖尿病及代谢综合征的系列研究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杨叔禹、赵能江、刘素嬛、闫冰、王丽英、郭艺娟、苏伟娟、黄献钟、邵志宇

KJJB35210270 预针刺通过再可塑性调控脑卒中后使用依赖性可塑性的应用研究

厦门市第五医院

何晓阔、陈善佳、余果、雷蕾、朱茂述

KJZR36210272 基于浊邪致病理论的健脾化浊调脂颗粒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机制研究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刘中勇、刘言薇、唐娜娜、邓鹏、徐驲

KJZR36210273 基于电化学生物传感技术的中药质量控制方法研究

江西中医药大学

樊浩、张晶、崔汉峰、韦国兵、程林、洪年

KJJB36210276 基于毒邪理论的蝮蛇咬伤中医治疗体系的构建及临床应用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西中医药大学

王万春、严张仁、喻文球、董德刚、朱卫丰、易军、陈丽华、毛文丽、李燕芳、王建刚

KJJB36210277 蚓激酶肠溶微丸技术开发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刘旭海、张细和、马明云、张礼仲、邓攀、朱明辉、熊静、陈小荣、李文贵、刘贤良、胡小平、肖金

发、李岚、熊贤红、郭灵燕

KJJB37210284 基于原创志意辨证理论的抽动障碍及多种共患病的异病同治应用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阎兆君、彭伟、刘建民、宋安然、金枝、赵兴友、郭珊珊、姜韫赟

KJZR36210286 基于质谱技术与体内外融合模式的中药药效物质发现

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

欧阳辉、冯育林、杨世林、何明珍、姚闽、李军茂、周茂福、姜宏梁

KJJB11210288 治疗直肠脱垂重建盆底支持系统的方法及其疗效评价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李华山、王晓锋、贝绍生、崔国策、李宇飞、李嘉俊、马树梅

KJZR37210294 山东当代名老中医口述史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济宁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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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博、李玉清、马婷、何永、艾邸、王欣、黄海量、范磊、赵衍刚、刘志梅

KJJB37210296 荣髓壮骨法指导骨碎补治疗原发性骨质疏松的机制及临床应用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徐展望、谭国庆、李念虎、许波、刘亚娟、马良、刘国岩、陈云刚、刘金豹

KJJB45210298 中风病毒邪-络病学说的创建及其临床应用推广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

胡跃强、陈炜、吴林、祝美珍、秦红玲、向军军、梁妮、赖菁菁

KJJB37210299 山东省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传承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尹常健、王伟芹、高占华、孙玉莉、齐元富、周风云、张永、孙建光、刘英、刘寨东、宋洪泉

KJJB31210300 复杂性肛瘘精准诊疗技术研究与应用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杨巍、郑德、詹松华、汪庆明、杨烁慧、陆宏、瞿胤、仇菲、芦亚峰、何峥

KJJB37210302 从“瘀热互结”理论探讨深静脉血栓形成免疫学机制及中药干预应用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王彬、侯玉芬、刘明、李霞、刘文、梁刚、郝清智、宋福晨、张云虹、李涵泊

KJJB11210306 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标准体系的构建研究及其应用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国中药有限公司、河北中医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药用植物园、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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