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浙江省医学会临床科研基金项目（第一批）                                                                  
A类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协作

单位
项目                  
负责人    

研究起止日期 科研专项名称

2019ZYC-A01
基于“治未病”冠心宁片对ST段
抬高急性心梗介入手术后急性肾
损伤极早期干预的临床研究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张田杰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02
参麦注射液与乳腺癌新辅助化疗
的协同作用研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邵逸夫医院

滕荣跃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A03
冠心宁片在正常血流储备分数伴
冠状动脉微血管疾病的稳定性冠
心病患者中的作用研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邵逸夫医院

邱福宇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04
冠心宁片对肺血栓栓塞症患者自
噬相关基因及蛋白表达的影响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

王维娜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05
冠心宁片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伴发
心血管损害的临床研究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

王伟杰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06
冠心宁片干预慢性稳定性心绞痛
疗效及机制研究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

窦丽萍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07
参麦注射液联合治疗非小细胞肺
癌临床疗效及经济效益的临床研
究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

姚  成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A08
纳布啡用于阿片类药物引起的术
后尿潴留的临床研究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于洪涛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急重症科研专项

2019ZYC-A09
使用“YEARS”算法对妊娠期疑似
肺栓塞患者辐射暴露风险及临床
结局的研究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苏  俊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急重症科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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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ZYC-A10
参麦注射液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力
衰竭合并老年衰弱综合征疗效观
察

树兰（杭州）医院 王思宇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A11
参麦注射液治疗恶性肿瘤放化疗
后白细胞减少症的成本-效果研究

杭州市大江东医院 胡文琴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A12
冠心宁片治疗气滞血瘀型稳定性
冠心病心绞痛疗效评价

杭州市大江东医院 陈金焕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13
基于STOPP标准对神经内科老年住
院患者潜在不适当用药进行干预
的效果分析

浙江萧山医院 郁  峰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A14
参麦注射液辅助抗肿瘤治疗的药
物经济学研究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医
院

周  婷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A15
冠心宁片对STEMI患者恢复期治疗
临床疗效研究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医
院

盛国安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16
冠心宁片治疗冠心病不稳定型心
绞痛的临床研究及对CRP的影响

杭州市临安区中医院 周鑫洪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17
冠心宁片合生脉散加味治疗冠心
病PCI术后临床研究

淳安县中医院 凌  华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18
探究肠炎宁颗粒治疗小儿轮状病
毒相关性慢性腹泻的临床效应及
STING信号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
医院

李志飞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消化内科科研专项

2019ZYC-A19
参麦注射液对尿毒症血透合并慢
性心功能不全气阴两虚证患者的
疗效和安全性的临床研究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
院

贺学林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急重症科研专项

2019ZYC-A20
参麦注射液对糖尿病肾病合并冠
心病患者的血管内皮功能及炎症
因子的影响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
院

周文静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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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ZYC-A21
参麦注射液用于创伤弧菌脓毒症
感染治疗的可行性研究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
院

占凌峰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急重症科研专项

2019ZYC-A22
参麦注射液防治乳腺癌患者蒽环
类药物化疗所致心脏毒性的疗效
评估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薛世航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A23
参麦注射液对草铵膦心血管症状
的研究分析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称宏森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急重症科研专项

2019ZYC-A24
参麦注射液动脉灌注联合TACE治
疗中晚期肝癌患者的临床研究

瑞安市人民医院 施昌盛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A25
参麦注射液对NSCLC靶向耐药患者
靶向联合化疗期间免疫细胞、细
胞因子及肿瘤标记物的影响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
八医院

吴 洁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A26
参麦注射液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
中的临床疗效研究

德清县人民医院  蒋  草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急重症科研专项

2019ZYC-A27
冠心宁片对ACS心肌缺血再灌注损
伤的保护作用临床研究

长兴县人民医院 章秋芳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28
复方鱼腥草合剂治疗小儿急性病
毒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研究

长兴县人民医院 何  辉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儿科科研专项

2019ZYC-A29
康恩贝肠炎宁制剂对慢性腹泻的
疗效观察

长兴县人民医院 张宏伟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消化内科科研专项

2019ZYC-A30
热疗联合“腹水消”外治对恶性
腹水患者临床疗效观察及CEA、
CA125、AFP水平的影响

长兴县中医院 沈  磊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A31
冠心宁片治疗冠心病合并轻度高
血压临床效果观察

安吉县中医医院 田祖云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32
参麦注射液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
合并期前收缩临床研究

嘉兴市中医医院 何  明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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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ZYC-A33
冠心宁片对ACS患者介入术后血管
内皮功能及炎症反应的影响

嘉兴市中医医院 李秋菊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34

参麦注射液联合桂哌齐特对慢性
充血性心力衰竭的血液流变学影
响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海警总队医院

张国强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A35 参麦注射液对食管癌放疗肺损伤
的保护作用研究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海警总队医院

张志豪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A36

冠心宁片对冠心病PCI术后合并焦
虑、抑郁症患者焦虑、抑郁水
平，心率变异性及心血管预后的
研究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海警总队医院

岳玉国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37
冠心宁片用于老年快速性心律失
常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嘉兴市王店人民医院 金惠林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38
冠心宁片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PCI术后血管内皮功能及预后的影
响

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 刘福忠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39
冠心宁片在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
老年患者中的临床疗效研究

平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上海市东
方医院

田才林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40
冠心宁对携带CYP2C19 LOF等位基
因伴HPR的ACS患者疗效及预后的
研究

平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嘉兴市第
二医院

罗 俊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41
冠心宁片对高血压患者血液流变
学指标的影响

平湖市中医院 赵金龙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42
冠心宁在冠心病心力衰竭治疗效
果分析

海宁市人民医院 徐和平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43
参麦注射液对胸部恶心肿瘤同步
放化疗所致心脏损伤的干预研究

海宁市人民医院 邢旻琰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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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ZYC-A44
复方鱼腥草合剂治疗儿童病毒性
上呼吸道感染（风热型）的疗效
及安全性研究

海宁市人民医院 金  莉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儿科科研专项

2019ZYC-A45
冠心宁片治疗冠心病合并胰岛素
抵抗临床观察

桐乡市第二人民医院 沈荣兴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46
ABCD唱答式院前急救法对重型颅
脑操作预后的应用研究

绍兴市中心医院 陈锷峰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急重症科研专项

2019ZYC-A47
参麦注射液联合乙酰半胱氨酸防
治放射性肺炎的临床研究

绍兴第二医院 纪  蓉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A48
冠心宁片治疗冠心病心衰的临床
观察

绍兴第二医院 钱芳芳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49
冠心宁片降低冠心病患者HCY水平
及对血管平滑肌细胞表型转化的
研究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
院

刘龙斌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50
参麦注射液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合
并心源性休克的疗效及其对患者
预后的影响

诸暨市人民医院 詹嘉琛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A51
参麦注射液在乳腺癌放疗中对心
脏保护作用的临床研究

诸暨市人民医院 黄敏光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A52
参麦注射液联合尼莫地平治疗破
裂动脉瘤术后脑血管痉挛的临床
研究

诸暨市人民医院 徐龙彪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急重症科研专项

2019ZYC-A53
冠心宁片治疗冠心病合并抑郁状
态的疗效观察

诸暨市第四人民医院 傅婷霞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54
冠心宁片治疗稳定性心绞痛伴抑
郁的临床观察

嵊州市人民医院 陶  袁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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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ZYC-A55
参麦注射液联合阿托伐他汀钙片
对气阴两虚型慢性充血性心衰患
者心功能变化及临床疗效的研究

嵊州市中医院 王卓尔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A56
超早期急诊胃镜在急性非门脉高
压性上消化道出血应用的研究

金华市中心医院 韦  炜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急重症科研专项

2019ZYC-A57
冠心宁治疗冠心病心衰的临床观
察

金华市婺城区第一人
民医院

汪根良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58
冠心宁片对冠心病患者运动耐量
的影响

横店文荣医院 刘腊平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59
冠心宁片治疗心力衰竭的临床观
察

江山市中医院 周秋菊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60
血浆游离微小RNA与早发型子痫前
期的相关性研究

浙江省台州医院 孙  玲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急重症科研专项

2019ZYC-A61
肠炎宁颗粒治疗慢性腹泻的临床
研究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
州学院附属医院）

滕晓生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消化内科科研专项

2019ZYC-A62
基于NONMEM法建立ICU患者万古霉
素群体药动学模型 

台州市立医院 王金明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A63
冠心宁片治疗冠心病合并轻度高
血压临床效果观察

路桥区第二人民医院
医疗服务共同体

浙江省人
民医院

林志能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64
基于Ras信号通路探讨扶冠心宁片
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合并心血管病
患者调节性B淋巴细胞的影响

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邵惠琴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65
冠心宁片对急性脑梗死患者心肌
酶水平及心电图影响的研究

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吴相君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66
冠心宁片改善氯吡格雷抵抗患者
血小板聚焦率

玉环市人民医院 陈增瑞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第 6 页，共 8 页



2019ZYC-A67
冠心宁片对Wagner0级糖尿病足血
管内皮功能的干预研究

玉环市第二人民医院 郑启东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68
参麦注射液对肺恶性肿瘤放疗前
后免疫功能变化及经济效益的分
析研究

丽水市人民医院 陈  勇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A69
冠心宁片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氧
化应激水平的影响

丽水市人民医院 梅益斌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70
流感病毒不同亚型感染患儿细胞
因子和趋化因子分泌水平分析

丽水市人民医院 陈佳琦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儿科科研专项

2019ZYC-A71
冠心宁片干预心肌梗死患者心室
重构的研究

丽水市中医院 项伟忠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2019ZYC-A72
冠心宁片改善颈动脉粥样硬化斑
块的临床效果观察

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陈 铃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中成药新药科研专项

B类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协作

单位
项目                  
负责人    

研究起止日期 科研专项名称

2019ZYC-B01
肠炎宁片联合美沙拉嗪治疗溃疡
性结肠炎的临床研究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

倪思忆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消化内科科研专项

2019ZYC-B02
参麦注射液辅助治疗晚期肺癌合
并肺部感染的疗效及对免疫功能
的影响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王维杰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B03
中草药参麦注射液调节非小细胞
肺癌化疗高凝状态的临床研究

长兴县人民医院 宋国强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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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ZYC-B04
无创多参数3D-ASL定量分析在腔
隙性脑梗死患者参麦注射液治疗
后的疗效评估

诸暨市人民医院 冯建钜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B05
参麦注射液治疗气阴两虚型慢性
心力衰竭的临床研究

诸暨市第六人民医院
诸暨市中
医医院

寿  旦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B06
参麦注射液对气阴两虚恶性肿瘤
患者HPA轴、癌因性疲乏影响的临
床研究

诸暨市第四人民医院 郑宏兴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药物临床综合评价科
研专项

2019ZYC-B07
行驶车厢内对院外心脏骤停
（OHCA）进行心肺复苏（CPR）质
量控制的多因素分析和应用研究

金华市人民医院 张 磊 2019年7月至2021年7月 急重症科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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