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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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ZYC-A01
冠心宁片联合增强型体外反搏
在冠心病合并心功能不全患者
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浙江医院 王  雁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02
冠心宁片调控自噬改善糖尿病
性心肌病心功能

浙江医院 金红峰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03
基于网络药理学结合分子对接
技术的参麦注射液干预静脉血
栓作用机制研究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王晓栋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04
神香苏合丸治疗后循环缺血性
眩晕的临床研究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许  琳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胡庆余堂心血管内
科科研专项

2020ZYC-A05
参麦注射液联合化疗治疗骨肉
瘤疗效及作用机制分析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

刁伟艺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06
养胃颗粒对Hp阳性慢性萎缩性
胃炎的疗效评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

胡凤玲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慢性胃
病科研专项

2020ZYC-A07
神香苏合丸抗急性脑缺血作用
及机制研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

吴佳莹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胡庆余堂心血管内
科科研专项

2020ZYC-A08
窄带成像联合放大内镜在慢性
萎缩性胃炎癌变监测中的的临
床价值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

陈洪潭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慢性胃
病科研专项

2020ZYC-A09
PRDX4在胃癌中的表达水平研
究和机制探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

杨  铭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慢性胃
病科研专项

2020ZYC-A10
养胃颗粒对除菌后慢性胃炎的
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的探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毛建山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慢性胃
病科研专项

2020ZYC-A11
神香苏合丸对冠状动脉微循环
阻力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林  丛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胡庆余堂心血管内
科科研专项

2020ZYC-A12
鼻咽癌单羟酸转运体MCT1的
DNA甲基化机理研究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朱  瑾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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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ZYC-A13
神香苏合丸治疗心绞痛合并非
酒精性脂肪肝的临床有效性研
究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王明伟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胡庆余堂心血管内
科科研专项

2020ZYC-A14
体外反搏联合神香苏合丸对冠
心病患者心率恢复及睡眠质量
的影响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吴 琪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胡庆余堂心血管内
科科研专项

2020ZYC-A15
神香苏合丸对慢性心肌缺血综
合征患者运动耐力及生活质量
干预作用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焦红娟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胡庆余堂心血管内
科科研专项

2020ZYC-A16
神香苏合丸治疗冠心病的META
研究

杭州市老年病医院 费  莹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胡庆余堂心血管内
科科研专项

2020ZYC-A17
参麦注射液联合CapeOX方案治
疗晚期结直肠癌作用的研究

杭州大江东医院 郝永金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18
冠心宁对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
剂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心肌保
护的有效性研究

树兰（杭州 ）医院 马丽萍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19
冠心宁片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后
心力衰竭的临床研究

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 陈志平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20

冠心宁片对冠心病合并慢性肺
源性心脏病患者红细胞压积、
纤维蛋白原及D-二聚体水平影
响的临床研究

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
医院湘湖分院（浙江萧
山老年医院）

俞  芳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21
SOX方案化疗联合参麦注射液
在治疗胃癌术后的临床疗效分
析

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
医院

邵时杰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22
参麦注射液治疗晚期恶性肿瘤
的临床疗效研究

淳安县中医院 姜成军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23
冠心宁片对冠脉慢血流的干预
及氧化应激因子变化影响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
障部队第九0六医院

陈华山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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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ZYC-A24
气道廓清术联合氧气雾化吸入
在肺癌晚期患者排痰管理中的
应用效果研究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 俞锡君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25
冠心宁对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运
动试验指标和心率变异性的影
响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 陈檀琦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26
冠心宁片对心肌缺血患者心电
图ST段改变及脂代谢的影响

宁波市大榭开发区医院
（北仑区人民医院大榭
分院）

北仑区第二人
民医院

汪东良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27
冠心宁治疗心血瘀阻型稳定型
心绞痛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宁波市镇海龙赛医院 傅文中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28
冠心宁片在PCI术后心绞痛中
临床疗效观察

宁波明州医院 吴海宏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29
参麦注射液辅助EGFR-TKI治疗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疗效
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
疗健康集团

林  益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30
冠心宁片对氟尿嘧啶类药物所
致心脏毒性的疗效评估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
疗健康集团

屠金金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31
参麦注射液治疗恶性肿瘤多汗
的临床研究

温州市中医院 胡聪俐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32
参麦注射液防治急性放射性食
管炎临床随机对照研究

湖州市中心医院 管云峰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33
冠心宁片对急性心肌梗死后心
力衰竭患者血脂、血清炎症指
标及临床疗效的影响

湖州市中心医院 顾方方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34
冠心宁片治疗稳定型心绞痛合
并心衰的临床观察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傅爱蓉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35

冠心宁片治疗老年急性缺血性
脑卒中的临床观察及其对成纤
维细胞因子4及炎症指标的影
响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
七十二集团军医院

李  斌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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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ZYC-A36
冠心宁片治疗老年慢性肺心病
的临床观察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医院 倪  钢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37
冠心宁片治疗冠心病合并轻度
高血压临床效果观察

湖州市南浔区菱湖人民
医院

费云亚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38
冠心宁片对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急性期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其血
液流变学、炎症反应中的影响

湖州市南浔区练市人民
医院

刘慧民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39
探讨参麦注射液联合FOLFOX方
案对结直肠癌患者减毒、增效
的临床疗效评估

德清县人民医院 嵇超峰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40
冠心宁片对反复发作的缺血性
脑卒中的作用观察

德清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谢哲峰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41
冠心宁片对合并高血压的稳定
性心绞痛患者预后的影响

长兴县人民医院 陆东升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42
参麦联合艾迪注射液对非小细
胞肺癌患者化疗期间免疫功能
及生活质量的研究

长兴县人民医院 钱超杰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43
冠心宁片治疗冠心病心衰的临
床观察

长兴县人民医院 王启平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44
冠心宁片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
临床研究

安吉县中医医院 沈文娟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45
冠心宁片治疗非阻塞性心肌梗
死患者临床价值研究

嘉兴市第一人民医院 何超杰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46
参麦注射液对晚期肺癌化疗患
者血常规和生活质量及免疫功
能的影响

嘉兴市第二医院 莫伟强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47
冠心宁片对慢性肾病患者血脂
及高凝状态的影响研究

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 叶  华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48
冠心宁片对慢性心力衰竭（血
瘀证）患者疗效和肠道菌群作
用的临床研究

嘉善县中医医院 王建兵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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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ZYC-A49
参麦注射液在非小细胞肺癌靶
向治疗中的增效减副作用

嘉善县中医医院 赵春花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50
参麦注射液对癌因性疲乏患者
的血清IL-6、IL-10影响研究

海宁市人民医院 孙亚红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51
冠心宁片治疗冠心病合并室性
早搏的临床疗效观察研究

海宁市中心医院 徐亚熙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52
冠心宁对老年冠心病合并心功
能衰竭患者的疗效观察

海宁康华医院 张清德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53
冠心宁片对肥胖人群颈动脉粥
样硬化的肠道菌群作用的临床
研究

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  捷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54

基于运动心肺功能试验评估神
香苏合丸治疗冠心病稳定型心
绞痛寒凝血脉证患者临床疗效
的作用评价

桐乡市中医医院 刘玉峰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胡庆余堂心血管内
科科研专项

2020ZYC-A55
冠心宁片益智四项头针治疗淤
血阻络型血管性痴呆疗效及对
Hcy水平的影响

桐乡市康复医院 曹坤茂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56
AZGP1和FOXE1在结直肠癌中的
表达及意义

绍兴市人民医院 刘喜波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57
冠心宁片对脑卒中后偏瘫肩痛
的作用研究

绍兴市人民医院 吴  强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58
冠心宁片治疗心脏X综合征的
疗效观察

绍兴市人民医院 张  鹏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59
冠心宁片治疗稳定性冠心病合
并颈动脉硬化斑块的疗效观察

绍兴市中医院 刘兆龙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60
参麦注射液在多发性骨髓瘤治
疗中的作用研究

绍兴第二医院医共体总
院

朱卫国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61
沙库巴曲缬沙坦在起搏相关心
力衰竭患者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绍兴第二医院医共体总
院

唐欧杉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胡庆余堂心血管内
科科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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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ZYC-A62
生脉胶囊对非阻塞性冠心病的
作用研究

绍兴市中心医院 张志诚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63
冠心宁片治疗脑出血患者的脑
心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绍兴市中心医院 屠传建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64
参麦注射液对晚期胃癌化疗患
者浸润转移和生存质量影响

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金越平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65
参麦注射液联合替莫唑胺改善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全脑放疗
后头痛症状的临床研究

诸暨市人民医院 蔡耀杰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66
冠心宁片用于冠心病合并胰岛
素抵抗治疗的临床疗效观察

诸暨市中心医院 李  楠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67
神香苏合丸治疗PCI术后心绞
痛的临床研究

诸暨市中医医院 刘  丹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胡庆余堂心血管内
科科研专项

2020ZYC-A68
冠心宁片治疗血瘀型冠心病心
力衰竭的临床疗效观察

诸暨市中医医院 章柳萍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69
冠心宁片治疗血瘀型不稳定型
心绞痛合并室性早搏的临床疗
效观察

诸暨市中医医院 蒋文潇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70

养胃颗粒对脾胃虚弱型慢性萎
缩性肺炎患者血清胃蛋白酶原
、胃泌素的影响及临床疗效研
究

诸暨市中医医院 魏叶帅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慢性胃
病科研专项

2020ZYC-A71
参麦注射液联合化疗对气阴两
虚型肺癌患者免疫功能及中医
症候的影响

诸暨市中医医院 吴益萍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72
冠心宁片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
病变的疗效及安全性观察研究

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医
共体

屠伟平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73
冠心宁片治疗冠心病患者PCI
术后合并焦虑状态的疗效及对
生活质量的影响

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 赵秀娣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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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ZYC-A74
神香苏合丸干预冠心病患者阿
司匹林抵抗的临床研究

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 陈朝阳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胡庆余堂心血管内
科科研专项

2020ZYC-A75
养胃颗粒预防胃癌术后辅助化
疗消化道不良反应的临床观察

嵊州市人民医院 蔡国英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慢性胃
病科研专项

2020ZYC-A76
冠心宁片联合化痰通络方对急
性缺血性卒中疗效及安全性评
估

嵊州市中医院 钟的灵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77
参麦注射液联合PD-1单抗治疗
晚期恶性肿瘤的临床应用

新昌县人民医院 刘笑笑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78
冠心宁对冠脉PIC术后缺血症
状干预效果及对血清Hcy影响
的临床研究

新昌县人民医院 陈爱民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79
冠心宁片联合尼莫地平片治疗
血管性痴呆的疗效观察

舟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追琴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80
冠心宁片联合阿托伐他汀钙片
治疗颈动脉斑块临床观察及对
脂联素影响的相关性研究

舟山市中医院 康法宝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81
冠心宁片对中青年高血压患者
降压药使用及高血压达标率的
影响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王文娜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82
冠心宁片联合西药治疗心衰的
疗效观察

岱山县中医院 朱新平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83
冠心宁片治疗高血压合并血脂
异常的临床研究

嵊泗县人民医院 龙秀兰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84
冠心宁联合康复运动对冠心病
患者PCI术后心绞痛的疗效及
对内皮功能和运动耐力的影响

金华市人民医院 方文宾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85
冠心宁片治疗急性心力衰竭的
临床疗效及对血浆N末端B型利
钠肽原的影响

兰溪市中医院 张卫军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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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ZYC-A86
养胃颗粒联合四联疗法治疗幽
门螺旋杆菌阳性慢性胃炎的临
床研究

衢州市人民医院 翁慧斌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慢性胃
病科研专项

2020ZYC-A87
EORTC QLQ-LC43评价参麦注射
液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疗
效观察

衢州市中医医院 徐晓翌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88
从ICAM-1/VCAM-1 及RDW探讨
冠心宁治疗冠心病对血小板功
能的影响机制

浙江衢化医院 张汝锋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89
中西医结合短期治疗老龄心力
衰竭患者的临床研究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 许厚田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90
真武汤联合神香苏合丸治疗尿
毒症心肌病疗效及对N末端脑
肽前体和心脏腔室的影响

浙江省台州医院 厉春萍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胡庆余堂心血管内
科科研专项

2020ZYC-A91
冠心宁片对冠心病支架植入术
后患者预后的影响

浙江省台州医院 王  斌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92
胃复春对萎缩性胃炎患者胃蛋
白酶原的实时疗效评价及治疗
终点的研究

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
学院附属医院

李青松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慢性胃
病科研专项

2020ZYC-A93
冠心宁片对冠心病患者血脂影
响的临床研究

台州市中医院 王金花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94
冠心宁片治疗风痰瘀阻型缺血
性中风临床研究

黄岩区中医院 张开宇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95
冠心宁片对冠状动脉微血管疾
病患者疗效的临床研究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范云操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96
冠心宁对尿酸性肾病肾功能以
及肾血流的影响

温岭市中医院 李建秋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97
参麦注射液对原发性肝癌患者
免疫平衡再建作用研究

玉环市人民医院 董  寅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98
冠心宁片治疗气虚血瘀证2型
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的临床观察

天台县中医院 孟玲玲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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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ZYC-A99
养胃颗粒联合治疗胆汁反流性
胃炎的疗效评价及对血清炎症
因子的影响

丽水市人民医院 朱雅碧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慢性胃
病科研专项

2020ZYC-A100
参麦注射液对老年恶性肿瘤
（气阴两虚型）患者免疫功能
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丽水市第二人民院 崔佳佳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101
耳穴埋豆治疗老年消化道恶性
肿瘤失眠的疗效观察

遂昌县人民医院 王卫华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A102
冠心宁片联合常规西药治疗颈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临床疗效
观察

遂昌县人民医院 曹海辉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A103
冠心宁片治疗肺心病的疗效对
NO、VEGF的影响

云和县中医院 马希建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年浙江省医学会临床科研基金项目（第一批）  B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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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ZYC-B01
参麦注射液联合肝功能栓塞治
疗对进展期肝癌患者的生活质
量和免疫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

杭州市西溪医院 陈金标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B02
ERAS理论联合中药参麦注射液
在甲状腺癌术中甲状旁腺前臂
自体移植的临床应用价值

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
医院

张世伟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B03
医共体模式下早期胃癌筛查联
合高危因素干预的研究

淳安县第二人民医院 余国林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B04
冠心宁片治疗缺血性脑卒中恢
复期患者MoCA及FMA的对照研
究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
滨海院区

丽水市青田县
人民医院

汪东良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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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ZYC-B05

胃复春片联合奥美拉唑肠溶胶
囊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临床
疗效及对血清胃蛋白酶、胃沁
素17的影响

余姚市中医医院 康年松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慢性胃
病科研专项

2020ZYC-B06
养胃颗粒治疗脾胃虚寒型溃疡
的疗效观察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余炳取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慢性胃
病科研专项

2020ZYC-B07
冠心宁治疗血管性痴呆的疗效
观察

温州市康宁医院 刘文广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B08
参麦注射液用于晚期不可切除
型结直肠癌病人转化治疗研究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金育德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B09
参麦注射液对抗肿瘤药物所致
的心脏毒性的保护作用评价

湖州市南浔区菱湖人民
医院

邱  琳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B10
冠心宁片治疗冠心病心房颤动
心衰的临床观察

湖州市南浔区双林人民
医院

张和义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B11
HER-2在结直肠癌原发性病灶
及转移灶中的差异性表达

德清县人民医院 王剑鸿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B12
参麦注射液防治肿瘤患者化疗
后血液系统不良反应的研究

长兴县人民医院 范炜斌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2020ZYC-B13
冠心宁片联合常规治疗法治疗
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的疗效观
察

嘉兴市南湖区中心医院 李  澈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B14
养胃颗粒联合质子泵抑制剂治
疗十二指肠溃疡的临床研究

嘉善第一人民医院 吴桥梁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慢性胃
病科研专项

2020ZYC-B15
冠心宁片对合并高血压的冠心
病患者预后的影响

桐乡市第四人民医院 华建荣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B16
冠心宁片对血管性认知障碍影
响的研究

绍兴市人民医院 严晓波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2020ZYC-B17
长链非编码RNA TMEM51-AS1启
动子DNA甲基化在结直肠癌中
的临床价值及作用机制研究

绍兴市人民医院 吴东平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肿瘤领
域科研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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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ZYC-B18
冠心宁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炎症
及内皮功能影响

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范爱月 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
正大青春宝中成药
新药科研专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