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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卫科教〔2023〕2 号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公布 2022年度（第二批）海南省卫生健康
行业科研项目立项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卫生健康委，海南医学院及各附属医院，委直

属各单位，各有关单位： 

根据《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申报 2022 年度（第二批）

省卫生健康行业科研项目的通知》（琼卫科教函〔2022〕45 号）

安排，我委组织开展了 2022 年度（第二批）省卫生健康行业科

研项目申报、评审工作，经过公示，共有 183 项予以立项。现对

立项科研项目进行公布（见附件），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经费自筹，项目承担单位要统筹落实项目经费，以

保证项目按计划组织实施。同时，要及时通知项目负责人开展工

作，并提供科研条件支持。 

二、项目研究时间原则上不超过三年。项目承担单位要按照

国家和省有关科研项目管理的规定，加强对项目研究工作的管

理，及时跟踪、定期督查，同时抓好科研诚信与作风学风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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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项目负责人要根据研究需要组成课题组，科学分工，协同创

新，确保项目研究工作顺利开展。省卫生健康委将不定期对各单

位科研项目的经费落实情况和组织实施进度进行检查，并依据

《海南省卫生计生行业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琼卫科教

〔2015〕3 号）作出处理。 

三、项目负责人须登录海南省卫生健康科教项目管理平台，

填写提交《海南省卫生健康行业科研项目合同书》。合同书经单

位和省卫生健康委审核通过后下载打印，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前

由项目承担单位统一将纸质版合同书（一式两份）提交我委科教

处办理签章。合同书由项目负责人留存，作为项目验收依据。 

四、2023 年起，我委暂停开展省卫生健康行业科研项目申报工

作，同时启动省卫生健康科技创新联合项目申报，联合项目预计将

于 2023 年 3 月底前发布通知（准确时间及要求以省科技厅官网公布

为准），请各有关单位和各项目申请人提前做好申报准备。 

联系人及电话：张  蕾，65388351； 

李和教，65335569。 

 

附件：2022 年度（第二批）海南省卫生健康行业科研项目立

项清单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1 月 1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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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度（第二批）海南省卫生健康行业 

科研项目立项清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 

1 22A200181 
海南省临终患儿及家属安宁疗护的现

状及需求调查研究 
任珊 海南医学院 

2 22A200182 多元音乐疗法对产妇分娩效果的研究 伊焕英 海南医学院 

3 22A200183 
失效模式和效应分析在外科动物实验

室安全管理中的应用及效果研究 
乔燕燕 海南医学院 

4 22A200184 
返岗后职业女性持续母乳喂养抗逆力

评估模型的构建与实证研究 
郭洪花 海南医学院 

5 22A200185 
基于健康行为过程取向理论模型的结

直肠癌术后患者的运动干预研究 
夏杰琼 海南医学院 

6 22A200186 
海南省中职学校在校生近视现状及对

策研究 
陈燕 

海南省第三卫生

学校 

7 22A200187 
维持血液透析患者肌少症的患病及生

存相关影响因素研究 
李洪 海南省人民医院 

8 22A200188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大鼠糖尿

病神经源性膀胱的实验研究 
符厚圣 海南省人民医院 

9 22A200189 
基于宏基因组测序的眼部感染性病变

病原体检测 
陈司莹 海南省人民医院 

10 22A200190 
SHOX2 、ARASSF1A 甲基化联合低

剂量 TCT 对肺癌早筛研究 
阮和球 海南省人民医院 

11 22A200191 
家系肥厚型心肌病 TTN 基因致病分

析及功能验证 
黎时广 海南省人民医院 

12 22A200192 

circRNA-PTPRM/miR-139-5p/TTYH3

分子轴调控肝细胞癌增殖、迁移侵袭

的机制研究 

陈秀华 海南省人民医院 

13 22A200193 
二甲双胍联合放疗诱导结直肠癌细胞

凋亡相关的基因作用机制研究 
王槐文 海南省人民医院 

14 22A200194 
二甲双胍通过 AMPKmTOR 通路抑制

尿道纤维化机制研究 
李道源 海南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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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 

15 22A200195 
个体化营养护理对肺癌患者免疫功能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符瑜 海南省人民医院 

16 22A200196 
基于铁死亡相关的 lncRNA 的卵巢癌

预后模型的构建及分析 
郑朗 海南省人民医院 

17 22A200197 
老年糖尿病非计划再入院风险预测模

型的构建与验证 
刘欢欢 海南省人民医院 

18 22A200198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甲状旁腺全切除

术后骨饥饿综合征危险因素研究 
祁永慧 海南省人民医院 

19 22A200199 
某医院 2017-2022 年 5 岁以下儿童住

院患者疾病谱特征分析 
韩丽珍 海南省人民医院 

20 22A200200 
机器人辅助下全胃切除术，π吻合及

overlap 吻合的疗效研究 
刘珊 海南省人民医院 

21 22A200201 
LncRNA JPX/miR-1265/MAT1 轴调节

鼻咽癌侵袭、转移的机制研究 
张余良 海南省人民医院 

22 22A200202 
TNS3 高甲基化对先天性脊柱侧凸软

骨细胞增殖分化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吴源涛 海南省人民医院 

23 22A200203 
基于特许药械真实世界数据研究的互

联网信息化护理模型构建与研究 
李清月 海南省人民医院 

24 22A200204 
MAMs 形成在心肌细胞衰老中的机制

研究 
郑扬 海南省人民医院 

25 22A200205 
SIRT1/PGC-1α对口腔黏膜纤维化的

影响机制研究 
邱乐宏 海南省人民医院 

26 22A200206 
肾上腺静脉采血患者术前焦虑的现状

及影响因素分析 
金威 海南省人民医院 

27 22A200207 
循证护理模式在急性白血病化疗后肛

周感染及脓肿患儿中的应用 
李春燕 海南省人民医院 

28 22A200208 
漆黄素增强顺铂在卵巢癌中的作用机

制研究 
李贵妃 海南省人民医院 

29 22A200209 
肠道菌群介导粘蛋白 2 在小鼠炎症性

肠病黏膜修复中的机制研究 
覃晓日 海南省人民医院 

30 22A200210 
重型 β-地中海贫血合并糖耐量异常

lncRNA ceRNA 网络构建与分析 
梁弘 海南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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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 

31 22A200211 
MiR-888-5p靶向MAL2对吸烟相关肺

腺癌侵袭、转移的影响机制研究 
周安燕 海南省人民医院 

32 22A200212 

基于 MAPK/NF-kB 通路探讨桂枝茯

苓汤治疗慢性盆腔炎后遗症的潜在 

机制 

吴彦佳 海南省人民医院 

33 22A200213 
基于微服务与中台技术架构的智慧医

疗体系建设研究 
陈家驹 海南省人民医院 

34 22A200214 
CircIFT80 吸附 miR-370-3p 通过 Wnt

通路调控结直肠癌糖酵解的研究 
刘宁 海南省人民医院 

35 22A200215 
自体动静脉内瘘术前静脉病理改变与

内瘘成熟不良机制的相关研究 
潘明娇 海南省人民医院 

36 22A200216 海南老年肌少症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曾敏 海南省人民医院 

37 22A200217 
不同剂量艾司氯胺酮对老年腹部手术

患者术后焦虑抑郁状态的影响 
丁容 海南省人民医院 

38 22A200218 肘关节恐怖三联征解剖与临床研究 王琰 海南省人民医院 

39 22A200219 
CD38 单克隆抗体对输血相容性检测

干扰的研究分析 
黄瑛 海南省人民医院 

40 22A200220 
达格列净通过调控 miR-199a-5p 抑制

肺纤维化机制研究 
张炳丽 海南省人民医院 

41 22A200221 
AFP 调控 HIPPO 信号通路对 HCC 细

胞重编程基因表达的影响 
王照良 海南省人民医院 

42 22A200222 
ARBs 药物对老年高风险跌倒人群跌

倒风险的影响研究 
胡艳群 海南省人民医院 

43 22A200223 
熟地黄在中枢性性早熟中的临床应用

及观察研究 
陈泽福 海南省人民医院 

44 22A200224 
海南省1周岁内婴幼儿ABO血型抗体

产生情况研究分析 
徐春柳 海南省人民医院 

45 22A200225 
TNFAIP3基因突变致A20单倍剂量不

足家系的临床及分子遗传学研究 
钟志娟 海南省人民医院 

46 22A200226 
4℃乌梅甘草喷雾在缓解 ICU 机械通

气患者口渴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何昭好 海南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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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 

47 22A200227 
miRNA 表达谱特征与心梗类型及心

肌细胞凋亡的相关性 
黄文霞 海南省人民医院 

48 22A200228 
姜黄素负载聚己内酯支架发挥抗炎作

用并促进气管软骨再生 
蔡仁中 海南省人民医院 

49 22A200229 
基于海南地区 mdr1 基因多态性的美

罗培南血药浓度与疗效研究 
云雄 海南省人民医院 

50 22A200230 
保亭县儿童脂溶性维生素 A、D2、D3

和 E 健康监测研究 
石海杰 海南省人民医院 

51 22A200231 
中枢性性早熟女孩血清 makorin 环指

蛋白 3 浓度的测定及意义 
郑丕媚 海南省人民医院 

52 22A200232 
Nrf2-keap1 通路与丁苯酞软胶囊治疗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相关性研究 
张金桂 海南省人民医院 

53 22A200233 
经右桡动脉与股动脉入路行全脑血管

造影患者辐射剂量的对比研究 
王超 海南省人民医院 

54 22A200234 
产时胎心监护减速面积及胎儿再灌注

时间预测胎儿酸中毒 
岑慧 海南省人民医院 

55 22A200235 
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的慢性病管理开

业护士培训课程体系的构建研究 
张小曼 海南省人民医院 

56 22A200236 
炎症相关基因多态性与瓣膜置换术后

华法林治疗疗效的相关性研究 
韩小虎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 22A200237 
RANKL 抑制剂治疗不同甲状旁腺功

能表型的血液透析患者骨质疏松 
安娜 海南省人民医院 

58 22A200238 
程序性坏死介导 CKD 肾小管上皮间

充质转分化的机制研究 
朱永俊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59 22A200239 
BCL6 通过调节 FOXO3/miR-34b 促进

淋巴瘤的发生 
陶石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60 22A200240 
卡格列净基于乳酸通过 PI3K/PKB 途

径对胰岛素抵抗的影响 
潘婳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61 22A200241 
卡格列净基于肠道菌群对糖尿病小鼠

肌少症的影响 
韩倩菲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62 22A200242 
基于基因组拷贝数变异测序胎儿染色

体及巨细胞病毒检测的应用研究 
凌奕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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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 

63 22A200243 
柴芍承气汤治疗急性胰腺炎疗效及影

响因素分析 
周香珍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64 22A200244 
控制性低中心静脉压对腹腔镜晚期肝

肿瘤切除患者肺内分流的影响 
葛树胜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65 22A200245 
构建 MR 影像组学的机器学习模型预

测 HER2 低表达乳腺癌 
陈贤飞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66 22A200246 
海南地区黎族人群常见肿瘤流行病学

调查研究 
卢伟锋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67 22A200247 
药物治疗管理（MTM）服务对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患者干预效果评价 
蒋翠云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68 22A200248 
NMSS 对 PD 非运动症状评估的有效

性及与 DA、VD 的相关性 
马媛媛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69 22A200249 
代谢型谷氨酸受体 4 活性调控替莫唑

胺抗胶质瘤细胞增殖作用的影响 
方星悦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70 22A200250 
基于循证医学构建鼻饲给药规范管理

模式及应用研究 
刘煜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71 22A200251 
海口市高校医学生志愿者在公立医院

志愿服务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陈静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72 22A200252 
甲状腺结节患者应用超声经皮穿刺热

消融治疗对其预后康复的影响 
曹晓琳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73 22A200253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居家运动康复

方案的构建与应用 
李慧妍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74 22A200254 
扩散张量成像（DTI）在肩关节肩袖 

损伤中的诊断价值 
唐雪莉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75 22A200255 
亚临床痛风患者关节超声特征分析及

其危险因素研究 
蒋扬青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76 22A200256 
自动化腹膜透析技术在海南县级医院

规范化推广和应用研究 
覃学 

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77 22A200257 
5,6,7,4’-四甲氧基黄酮的抗宫颈癌 

分子机制研究 
尤强 

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78 22A200258 一次性使用骨科反螺纹螺丝刀的研制 李超艺 
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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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 

79 22A200259 
糖基化终产物检测在糖尿病及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早期筛查中的应用 
张丽君 

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80 22A200260 
口腔鳞癌 IL17A 调节旁分泌网络促进

抗血管治疗耐药机制的研究 
王姗 

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81 22A200261 
抗肿瘤药物所致的血小板减少及其 

发生机制 
莫秋玉 

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82 22A200262 
IL-27 在儿童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发生

发展中作用与机制研究 
梁振明 

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83 22A200263 
抗结核药物诱导的血小板减少及其 

发生机制 
蒋端凤 

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84 22A200264 
USP22 靶向调控Wnt/β-catenin 通路在

肠缺血再灌注损伤后再生的作用机制 
姬安龙 

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85 22A200265 
脱敏治疗调控尘螨致敏小鼠黏膜中

miR223 与 Th2 白介素表达 
吴湘明 

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86 22A200266 
H2S 通过 GPX4 影响铁死亡抑制癫痫

发作及神经保护机制研究 
孙衍昶 

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87 22A200267 
支气管哮喘患儿血清 IL-8/33 水平与

肺功能指标的相关性 
徐莉 

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88 22A200268 
基于深度学习的能谱 CT 肺磨玻璃结

节辅助诊断系统的应用价值研究 
贾乃龙 

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89 22A200269 
老年全髋关节置换术患者血清粘附因

子与 MMSE 评分与术后谵妄的预测 
李繁 

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90 22A200270 
MSI 及其调控蛋白对结直肠癌化疗疗

效及预后影响的临床研究 
陈华敏 

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91 22A200271 
海南地区耐多药结核分枝杆菌遗传多

样性及耐药基因突变特征研究 
钟业腾 

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92 22A200272 
海南地区脓肿分枝杆菌分离鉴定及药

物敏感性研究 
王洁莹 

海南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93 22A200273 
卵母细胞滑面内质网聚集对胚胎发育

的影响研究 
黎业娟 

海南省妇女儿童

医学中心 

94 22A200274 
三维容积超声预测 IVF-ET 着床失败

的模型构建及验证 
李载红 

海南省妇女儿童

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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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 

95 22A200275 海南不同季节人工授精助孕结局分析 钟静静 
海南省妇女儿童

医学中心 

96 22A200276 
基于网络分析右美托咪定改善术后认

知功能障碍的作用机制探究 
李艳 

海南省妇女儿童

医学中心 

97 22A200277 
血管活性药物评分技术在小儿先天性

心脏病术后的应用研究 
陈茜茜 

海南省妇女儿童

医学中心 

98 22A200278 
针灸调周法治疗 RIF 患者子宫内膜容

受性的临床研究 
章小娟 

海南省妇女儿童

医学中心 

99 22A200279 
氨甲环酸联合缩宫素预防高危剖宫产

产后出血及对氧代谢的影响 
黄燕 

海南省妇女儿童

医学中心 

100 22A200280 
DTI-ASPL 指数评估儿童孤独症脑类

淋巴系统功能研究 
陈磊· 

海南省妇女儿童

医学中心 

101 22A200281 
司美格鲁肽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认知障

碍影响的相关研究 
胡琼文 

海南省老年病 

医院 

102 22A200282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影像学表现与

其心肺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陈增 

海南省老年病 

医院 

103 22A200283 
探讨老年患者以药物重整为导向的临

床药学标准化服务流程 
刘仁丽 

海南省老年病 

医院 

104 22A200284 
远程健康管理模式联合系统性健康指

导在糖尿病患者中应用 
李花 

海南省老年病 

医院 

105 22A200285 海南地区头癣发病新趋势研究 郑文爱 

海南省第五人民

医院（海南省皮肤

性病防治中心） 

106 22A200286 
头皮微生态与雄激素性脱发的相关性

研究 
陈攀存 

海南省第五人民

医院（海南省皮肤

性病防治中心） 

107 22A200287 
微管解聚蛋白 1(Stmn1)基因多态性与

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相关性研究 
马慧 海南省安宁医院 

108 22A200288 
姜萸温阳补心汤联合西药对心力衰竭

患者治疗效果的临床研究 
王转转 海南省中医院 

109 22A200289 
雷火灸联合微针对肺脾气虚证肺癌患

者免疫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 
潘莉 海南省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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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 

110 22A200290 
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前后不孕症患者心

理状况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符春苗 海南省中医院 

111 22A200291 
海南沉香熏香联合开天门干预颈椎病

伴焦虑患者的临床研究 
严春文 海南省中医院 

112 22A200292 
结直肠癌化疗后湿毒蕴脾型证候的差

异蛋白表达及物质基础初探 
姜靖雯 海南省中医院 

113 22A200293 
清热消疹方外用治疗安罗替尼致热毒

蕴结型手足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张慧 海南省中医院 

114 22A200294 
双层探测器光谱 CT 在肝癌病灶检出

及疗效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林秀艳 海南省肿瘤医院 

115 22A200295 
circPVT1 介导肺鳞状细胞癌转移的 

机制研究 

诸葛金

科 
海南省肿瘤医院 

116 22A200296 
代谢组学筛选甲状腺乳头状癌生物标

志物及与 BRAF 突变的研究 
修骋 海南省肿瘤医院 

117 22A200297 
钇 90 微球在肝恶性肿瘤应用的临床

研究 
王志恒 海南省肿瘤医院 

118 22A200298 
PACIFIC 模式下治疗肺癌细胞因子与

肺炎发生相关性研究 
珊丹 海南省肿瘤医院 

119 22A200299 
益生菌补剂对妊娠糖尿病肠道菌群的

影响 
肖淑 

海南现代妇女儿

童医院 

120 22A200300 
胎盘 CEBPA 及内皮素 1 在妊娠期高

血压疾病中微炎症状态的研究 
李飞飞 

海南现代妇女儿

童医院 

121 22A200301 
不同方法对糖尿病老年患者围术期神

经认知功能影响的研究 
田毅 海口市人民医院 

122 22A200302 
大肠杆菌腹膜透析相关性腹膜炎患者

肠屏障功能和 GPR109A 变化 
周君 海口市人民医院 

123 22A200303 
纳米珍珠粉对人牙周膜成纤维细胞增

殖与成骨分化影响的实验研究 
毛秋华 海口市人民医院 

124 22A200304 
急性缺血性脑梗死的扩散陡度成像 

研究 
尹建忠 海口市人民医院 

125 22A200305 
靶向抑制自噬相关基因 12 影响膀胱

癌细胞株增殖的相关性研究 
曹卉 海口市人民医院 



 — 11 —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 

126 22A200306 
rAd-p53 联合顺铂调控 KAI1/CD82 表

达抑制胃癌生长的实验研究 
崔荣花 海口市人民医院 

127 22A200307 
纳米珍珠粉水溶性基质对小鼠成纤维

细胞生物相容性的初步研究 
陈灵 海口市人民医院 

128 22A200308 
地胆草来源的倍半萜内酯抑制膀胱癌

细胞株 J82 增殖的初步研究 
高元慧 海口市人民医院 

129 22A200309 
RNA 结合蛋白 TDP43 在脑缺血再灌

注损伤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张杰 海口市人民医院 

130 22A200310 
颅底术后缺损;柔性修复材料的优化

及有限元研究 
时文杰 海口市人民医院 

131 22A200311 
超声引导下竖脊肌平面阻滞用于全麻

肩关节镜手术患者的效果 
罗琳 海口市人民医院 

132 22A200312 
海南地区特发性身材矮小患儿肠道菌

群结构特征及其相关性分析 
何波 海口市人民医院 

133 22A200313 
转录组测序筛选 T24 膀胱癌细胞耐吡

柔比星关键基因及其机制研究 
张淑芳 海口市人民医院 

134 22A200314 
孤独症患儿家长赋能水平、养育压力

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 
何汶偿 海口市人民医院 

135 22A200315 
数字化随访对早产儿生存质量的影响

及研究分析 
王丹虹 海口市人民医院 

136 22A200316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关节

软骨细胞的保护作用及机制探究 
陈波 海口市人民医院 

137 22A200317 
胃超声指导下术前口服碳水化合物对

老年骨科高危手术患者的影响 
支晓雁 海口市人民医院 

138 22A200318 
左卡尼汀在小鼠肾脏氧化应激损伤中

的作用 
李金东 海口市人民医院 

139 22A200319 
外泌体 miR-670-3p 经 MDM2-p53 通

路调控 CCNB2 参与肝癌机制研究 
黄晓曦 海口市人民医院 

140 22A200320 
基于“筋束骨”理论探讨小针刀 T 型松

解术对神经根型颈椎病 
陈后煌 海口市人民医院 

141 22A200321 
乳腺钼靶联合MRI对乳腺钙化灶及根

治术效果的评估应用 
韩钊定 

海口市妇幼保健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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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 

142 22A200322 
aEEG 对暴露于围产期感染的早产儿

脑损伤诊断及预后应用价值相关研究 
卢田甜 

海口市妇幼保健

院 

143 22A200323 
基于细胞自噬理论研究补肾活血汤干

预椎间盘退变分子机制 
刘永利 海口市中医医院 

144 22A200324 
半夏白术天麻汤联合虎符铜砭刮痧治

疗风痰阻窍型 VM 的临床研究 
王宝爱 海口市中医医院 

145 22A200325 
hsa_circRNA_000121 调控甲状腺微小

乳头状癌淋巴结转移的研究 
张丽 

三亚中心医院（海

南省第三人民 

医院） 

146 22A200326 
针灸联合不同时长高频 rTMS 在脑卒

中慢性期的应用效果研究 
杨娟 

三亚中心医院（海

南省第三人民 

医院） 

147 22A200327 
串联质谱技术检测超声软指标异常胎

儿在产前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李翠云 

三亚市妇幼保健

院（三亚市妇女 

儿童医院） 

148 22A200328 
针刺中髎穴联合盆底康复治疗女性压

力性尿失禁的临床研究 
项燕 

三亚市妇幼保健

院（三亚市妇女 

儿童医院） 

149 22A200329 
基于昼夜节律的母亲心音干预法在早

产儿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汤晓丽 

三亚市妇幼保健

院（三亚市妇女 

儿童医院） 

150 22A200330 
海南省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及专职

人员岗位胜任力调查研究 
石秀凤 

三亚市妇幼保健

院（三亚市妇女 

儿童医院） 

151 22A200331 
基于信息化平台的家庭健康教育模式

下学龄前儿童近视预防效果研究 
韦辉 

三亚市妇幼保健

院（三亚市妇女 

儿童医院） 

152 22A200332 
第三产程晚断脐持续母子早接触 90 

分钟预防产后出血 
陈秀妮 

三亚市妇幼保健

院（三亚市妇女 

儿童医院） 

153 22A200333 
中医药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标准化服务

管理模式探讨 
曹红 三亚市中医院 

154 22A200334 

CTLA-4基因对ERK1/ERK2信号通路

的影响及与结直肠癌的表达及其调控

作用 

苏学良 儋州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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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 

155 22A200335 
关于琼西地区胆总管结石抗生素抗性

基因的初步研究 
张燕忠 儋州市人民医院 

156 22A200336 

CT 影像组学联合 TAP、NLR 预测晚

期肺癌免疫治疗疗效及预后的应用研

究 

周悦乔 琼海市人民医院 

157 22A200337 
P4HA1在食管鳞状细胞癌中的作用及

机制研究 
缑文斌 万宁市人民医院 

158 22A200338 
标准化右心声学造影结合 RoPE 评分

在隐源性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 
黄振秀 万宁市人民医院 

159 22A200339 
基于 HO-1/PINK1 通路研究电针刺对

内毒素急性肾损伤的影响 
莫言帅 文昌市人民医院 

160 22A200340 
自贸港背景下以医共体为基础县域急

诊急救大平台构建的实践与探索 
赵海专 

昌江黎族自治县

医疗集团 

161 22A200341 
“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务在海南省乡

镇特困老人中的实施路径研究 
杜勤 

昌江黎族自治县

医疗集团 

162 22A200342 
乳腺癌靶向药物阿培利司对血小板功

能变化的研究 
金佩佩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海南医院 

163 22A200343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护理同质化培训模

式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王晓宁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海南医院 

164 22A200344 
PPARγ抑制神经元 Ferroptosis 在脑出

血中的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尚寒冰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海南医院 

165 22A200345 
基于 T 细胞功能评价及深度学习优化

霉酚酸细胞内暴露水平的研究 
邵琨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海南医院 

166 22A200346 
基于机器视觉技术高脂血症痰浊阻遏

证舌脉诊客观参数研究 
王子良 

博鳌一龄生命 

养护中心 

167 22A200347 
干眼症 6S 眼健康管理模式的临床应

用研究 
孔德兰 

博鳌一龄生命 

养护中心 

168 22A200348 
基于 SERS 技术快速确认农药中毒的

关键技术研究 
刘同亭 

海南博鳌超级 

医院有限公司 

169 22A200349 
二/三联翼状胬肉广泛切除手术对比

研究 
晏艳霜 

海南爱尔新希望

眼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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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申报单位 

170 22A200350 
多波射频技术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

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 
王娅莎 

海南启研干细胞

抗衰老医院 

171 22A200351 
靶向导航激光联合抗 VEGF 药物治疗

湿性老年黄斑变性的有效性研究 
黄厚斌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海南医院 

172 22A200352 
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治疗高尿酸血症的

临床研究 
刘晓飞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海南医院 

173 22A200353 
IA 期肺腺癌术后复发因素的筛选与

辅助靶向治疗方案的探索 
申磊磊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海南医院 

174 22A200354 
能谱 CT 预测痛风骨破坏危险因素的

临床研究 
樊立娜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海南医院 

175 22A200355 

18F-PSMA PET-CT 对肝细胞癌的诊

断价值及对其病理分期的预测价值 

研究 

胡蓉蓉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海南医院 

176 22A200356 
海军官兵高尿酸血症及痛风发病预测

模型的研究 
陈文姬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海南医院 

177 22A200357 
乳腺癌患者中心静脉置管术后预防性

抗凝治疗的必要性与剂量研究 
车路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海南医院 

178 22A200358 
紫点海葵多肽毒素的分离纯化与抗肿

瘤作用研究 
易博 

中国人民解放军

联勤保障部队第

九二八医院 

179 22A200359 
基于网络药理学和代谢组学的野菠萝

肝保护作用机制的研究 
林娜 

中国人民解放军

联勤保障部队第

九二八医院 

180 22A200360 
胃肠充盈超声造影检查在反酸嗳气患

者临床诊断中的应用 
戴慧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

联勤保障部队第

九二八医院 

181 22A200361 
黎药斜叶檀用于根管内粪肠球菌感染

控制的相关实验研究 
张海欧 

中国人民解放军

联勤保障部队第

九二八医院 

182 22A200362 
瑞马唑仑联合瑞芬太尼对甲状腺肿瘤

围术期炎症应激反应的影响 
李淑梅 

中国人民解放军

联勤保障部队第

九二八医院 

183 22A200363 
基于微流控芯片技术的肠道病原感染

者多重病原快速检测技术研究 
彭敏敏 

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海南省 

总队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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