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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卫科教〔2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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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科研项目结题验收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 2022 年度我省卫生健康行业科研项目结题验收工作安

排，我委组织专家对各医疗机构申报的省卫生健康行业科研项目

进行了结题验收评审，经公示复核，共有 108 项科研项目通过验

收，现将通过验收评审的项目予以公布。 

根据《关于开展对逾期未按时结题的卫生健康行业科研项目

清理的通知》（琼卫科教函〔2022〕39 号），我委对 2019 年之前

（不含 2019 年）未结题的项目予以终止，终止的项目中“涉及

人的生物医学研究项目”要同步在“国家医学研究登记备案信息

系统”及时清理或终止。 

请各单位加强对科研项目的监督和管理，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提高项目执行和结题质量，做好项目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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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办理延期结题的项目应加快研究进程，确保实现预期成果并

按照规定时间接受验收。 

 

附件：2022 年度（第二批）省卫生健康行业科研项目结题验

收通过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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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生健康行业 

科研项目结题验收通过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单位 

1 19A200046 
脂联素及其受体在 2 型糖尿病缺血/再灌

注心肌损伤中的动态水平变化研究 
岑运光 海南省人民医院 

2 20A200280 

基于 NONMEM 模型和群体药代动力学

探讨重症监护患者万古霉素的个体化应

用研究 

林良沫 海南省人民医院 

3 20A200541 

晶体液与钠钾镁钙葡萄糖液对脓毒症休

克患者液体复苏效果、心功能及感染指标

的影响 

王波 海南省人民医院 

4 21A200204 
束臂等长抗阻力运动辅助血液透析自体

动静脉内瘘成熟的研究 
黎吉锋 海南省人民医院 

5 21A200222 

海口市社会办口腔医疗机构小型压力蒸

汽灭菌器的使用现状调查及知识认知研

究 

周淑萍 海南省人民医院 

6 18A200106 
平衡阴阳针法对原发性失眠症治疗疗效

的观察 
邹蓓蕾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 

7 19A200124 

生长激素对高龄卵巢储备功能减退患者

初次 IVF-ET 的临床疗效：一项前瞻性队

列研究 

谢宝国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 

8 20A200246 
五心穴穴位按摩联合音乐疗法预防 ICU 

综合症的临床效果研究 
孙广晓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 

9 20A200248 

前庭训练联合倍他司汀对良性阵发性位

置性眩晕手法复位后残余症状的疗效观

察 

谭惠荣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 

10 20A200266 
运用蛋白质组学探索乳腺癌高危预后因

素的可行性分析研究 
张爽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 

11 20A200362 
基于体验式教学的护士培训中关于老年

人安全教育的教学效果研究 
辛晓艳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 

12 20A200431 
PIK3CA 在子宫内膜癌中影响肿瘤相关

中性粒细胞的机制探讨 
潘英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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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单位 

13 21A200095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鸡矢藤抗肝纤维化作

用机制研究 
唐超玲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 

14 16A200032 
海南地区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母胎

HLA-DRB1 基因共享率研究 
关红琼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15 16A200123 
门诊口服依托泊甙维持治疗晚期卵巢癌

研究 
李永富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16 18A200049 
穴位电刺激联合莫沙必利对糖尿病性便

秘患者肛门直肠功能的临床研究 
蒋惠瑜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17 18A200176 
构筑脑血管病专科联盟，促进基层脑梗死

患者二级预防依从性的研究 
陈斌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18 19A200131 

利用高分辨率核磁共振评估颅内动脉狭

窄的急性脑梗死患者二级预防效益的研

究 

吴经纬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19 19A200158 
分组竞赛法在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陈向红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20 19A200162 
疑似肺结核患者非结核分枝杆菌的筛查

及其耐药性研究 
钟业腾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21 19A200168 
海南汉族和黎族人群 CETP 基因多态性

与缺血性脑卒中风险的相关性分析 
闫丽敏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22 20A200026 
快速康复在单孔腹腔镜下卵巢囊肿手术

中的心理应激护理应用研究 
吴小芳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23 20A200046 
急性类鼻疽脓毒症临床特征与不良预后

危险因素研究 
王秋婷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24 20A200051 

BIS 指导下瑞马唑仑与丙泊酚联合布托

啡诺在老年无痛胃镜检查中应用的临床

观察 

谢爽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25 20A200095 
海南省 2012~2020 年小儿社区获得性肺

炎病原学及其肠道菌群变化的研究 
霍开明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26 20A200125 
不同吸入氧浓度对法洛四联症患儿术后

肺功能影响的临床观察 
李选发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27 20A200168 

血清维生素 D 对男性 2 型糖尿病合并性

腺功能减退患者焦虑、抑郁及生活质量的

影响 

吴祖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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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单位 

28 20A200217 

复合舒芬太尼时瑞马唑仑、丙泊酚在上消

化道内镜检查麻醉中安全性和有效性的

比较 

孙虎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29 20A200231 
海南地区 Gleason 评分≥7 分的前列腺腺

癌预后与 PSA 和睾酮的相关性研究 
符仕宝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30 20A200238 
基于 ERAS 理念下康复治疗对胰十二指

肠手术患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研究 
姚波暖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31 20A200256 
半乳糖凝集素 9 在抗磷脂综合征中的发

病机制研究 
姚奇岑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32 20A200257 
不同强度的任务导向训练对脑卒中患者

上肢运动功能与自理能力的疗效研究 
李学茬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33 20A200271 
铁相关指标对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

红细胞输注预后的影响 
吴少芳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34 20A200310 
铁稳态失调在介导 COPD 伴Ⅱ型呼吸衰

竭患者贫血发生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林石宁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35 20A200337 
鼻咽癌患者 VEGF 水平及基因多态性和

放疗敏感相关性研究 
卢大松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36 20A200338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发热门诊护理

人员急性应激障碍的影响因素分析 
罗彬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37 20A200341 

多感官刺激促醒护理联合经颅磁治疗对

大面积脑梗死患者意识障碍的觉醒效果

观察 

陈擘璨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38 20A200364 
血液外泌体 α-突触核蛋白水平与帕金森

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性研究 
代鸣明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39 20A200399 
STEP模式改善乳腺癌放疗患者负性情绪

及生活质量的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龚智逊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40 20A200406 
基于 circRNA-miRNA-mRNA 调控网络

探讨腺性膀胱炎的发病机制 
徐磊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41 20A200409 
基于 CT 影像组学的奴卡菌肺炎诊断模

型的构建及临床应用价值研究 
唐文才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42 20A200457 
产前 microRNA 和炎症因子水平相关性

研究 
黄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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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单位 

43 20A200469 
基于 ERAS 理念的家庭运动预康复对终

末期肾病肾移植手术患者作用的研究 
马晓杰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44 20A200472 
采用二代测序技术研究维生素 D 受体基

因在寻常性银屑病发病中的作用 
殷梅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45 20A200482 

糖尿病足患者特定穴位经皮氧分压检测

与降钙素原及 CRP 相关性研究及临床应

用价值研究 

琚枫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46 20A200496 
IL-6 通过促进肝癌细胞 PAR4 的生成的

影响肝癌恶性行为的发生 
徐军女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47 20A200537 
基于门诊患者就医体验的医院服务满意

度调查研究 
陈友红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48 21A200019 

微型营养评价量表在老年脑卒中康复期

患者营养评估中的重测信度及其与 

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黄李芸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49 21A200041 
APG 联合噻吗洛尔局部外用治疗糖尿病

足溃疡的随机对照试验及机制探讨 
陈宗存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50 19A200106 
耳聋基因在海南省未通过听力筛查的新

生儿中携带情况研究 
樊利春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 

51 20A200055 哺乳期处方/医嘱前置审核风险评估 邹俊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 

52 20A200180 

探索规范化随访模式以评估海南省采用

“双指标法”实施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

查效果研究 

孔令婉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 

53 20A200182 
侧卧位深麻醉气管拔管在儿科麻醉恢复

室中的应用研究 
王娜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 

54 20A200241 海口市 0~6 岁儿童血铅水平调查 王燕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 

55 20A200417 
丙泊酚预处理对海南省小儿先心病常温

体外循环心肌酶的影响 
梁小青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 

56 20A200493 
海南省 0~24 月龄婴幼儿体格发育的影响

因素和干预措施研究 
吴桂花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 

57 21A200116 
COOK 双球囊联合乳酸依沙吖啶注射用

于瘢痕子宫中晚期妊娠引产的效果 
陈秋霞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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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单位 

58 21A200359 

手术室职业暴露人群对手术烟雾危害认

知及移动式烟雾净化设备对手术室空气

质量的影响 

王纯君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 

59 20A200282 
五指山地区婚检人群地中海贫血筛查结

果分析 
陈志美 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60 18A200117 

开展偏振光皮肤镜临床应用、建立多维影

像数据库及探讨其在黑色皮肤肿瘤诊断

中的价值 

林飞燕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

（海南省皮肤性病防

治中心） 

61 20A200233 
海南省医务人员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自

我防护与健康认知调查 
冯增强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

（海南省皮肤性病防

治中心） 

62 18A200090 
穴位贴敷治疗高龄慢性咳嗽所致胃肠功

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周明萍 海南省中医院 

63 19A200083 
海南地区男性不育症中医证候学和体质

学分布规律调查及临床研究 
邢益涛 海南省中医院 

64 19A200084 

补中益气汤加味联合前列腺钬激光剜除

术改善前列腺增生症术后并发症及疗效

评价 

黄辉虎 海南省中医院 

65 19A200144 海南地区痛风的中医证候调查 董金莉 海南省中医院 

66 19A200171 循经铜砭刮痧治疗颈椎病的疗效研究 陈慧华 海南省中医院 

67 19A200189 
《海南省中小学生健康教育核心信息》

（教辅教材）开发应用研究 
柏红梅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68 18A200015 

头颈肿瘤患者不同型别 CTCs 及其

ERCC1 基因表达与放疗疗效及预后相关

性研究 

王伟锋 海口市人民医院 

69 18A200062 
超声引导下经大腿中部股静脉PICC置管

在上腔静脉阻断患者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林海燕 海口市人民医院 

70 18A200119 
牙周炎患者心率变异性分析及临床意义

的研究 
关薇薇 海口市人民医院 

71 18A200165 极低体重儿氧化应急标志物 NPBI 研究 逯军 海口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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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单位 

72 19A200013 
CT 门静脉成像在内镜下组织胶治疗门静

脉高压致食管胃底静脉曲张中应用研究 
李香营 海口市人民医院 

73 19A200056 
乙肝肝硬化患者红细胞内外铁分布机制

研究 
李春芸 海口市人民医院 

74 19A200137 
PBL 教学法联合 Sandwich 教学法在心血

管内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 
钟江华 海口市人民医院 

75 20A200157 
热带地区环境温度对高龄患者早期认知

功能的影响 
田毅 海口市人民医院 

76 20A200277 

互联网延续性护理模式联合家属参与式

健康教育在居家老年患者压力性损伤中

应用研究 

陈小芬 海口市人民医院 

77 20A200516 
竹盐灸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脾肾阳

虚证的疗效观察及炎症因子的影响 
符燕 海口市人民医院 

78 21A200027 

风险评估、早期预警、多学科联合、全程

干预预防三甲综合医院住院老年患者走

失 

童丽灵 海口市人民医院 

79 21A200351 
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成像联合 CEA 评价直

肠癌新辅助放化疗效果的研究 
赵国栋 海口市人民医院 

80 21A200379 
不同浓度枸橼酸钠分段式抗凝在血液净

化治疗中的临床应用效果研究 
陈娟娟 海口市人民医院 

81 21A200455 
lncRNA YTHDF3-AS1通过VCAM1调控

肺癌侵袭转移的机制研究 
伍成德 海口市人民医院 

82 16A200063 
HIF-1α 在正常妊娠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胎盘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 NO 关系探讨 
魏丽丽 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 

83 20A200187 
RSA 患者的 BDNF 基因多态性相关性及

心理护理干预研究 
林海燕 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 

84 21A200422 

甲状腺乳头状癌合并抑郁障碍患者与脑

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基因表达的关联性研

究 

林鸿彪 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 

85 20A200478 
脑性瘫痪患儿家长心理健康状况及生活

质量的调查与分析 
周艳玲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86 20A200384 
专科医联体下社区糖尿病联络护士管理

模式构建与研究 
余凤娇 

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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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单位 

87 20A200455 

静脉注射地塞米松联合或不联合右美托

咪啶对膝关节镜手术后周围神经阻滞镇

痛持续时间的影响 

薛小云 
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

医院 

88 20A200018 
琼南地区少数民族早产低出生体重儿 

NRDS 的 SLI 应用研究 
陈求凝 

三亚中心医院（海南

省第三人民医院） 

89 20A200307 
痧罐疗法对痰热扰心型失眠患者睡眠质

量的影响 
庄靖卿 海口市中医医院 

90 20A200370 
铺棉灸结合挑刺拔罐治疗急性期带状疱

疹的临床研究 
陈少萍 海口市中医医院 

91 20A200533 
LAMA4、FHIT 及 P16 水平变化与肝癌患

者病情严重程度的关系 
黄勇 海口市中医医院 

92 20A200199 

补阳还五汤加减联合针灸治疗中风偏瘫

对患者 Hcy、HS-CRP 和 BDNF 的变化研

究 

郑全成 三亚市中医院 

93 20A200209 
补阳还五汤治疗腓总神经损伤的临床疗

效观察 
范荣 三亚市中医院 

94 20A200381 
四逆散合百合地黄汤加减方对焦虑性失

眠患者精神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褚雪菲 三亚市中医院 

95 16A200031 
博来霉素联合电化学治疗颜面部巨大皮

肤癌的临床研究 
张志东 儋州市人民医院 

96 19A200087 
骨科外洗散联合不同手术入路治疗跟骨

骨折的临床研究 
胡勇 儋州市人民医院 

97 19A200165 
普米克令舒雾化吸入联合红霉素与阿奇

霉素序贯治疗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研究 
张文亮 儋州市人民医院 

98 19A200149 
胆囊癌（T1b 期）根治术肝脏射频消术的

临床研究 
张燕忠 儋州市人民医院 

99 20A200306 

床旁显微镜下病原微生物形态学检查联

合 POCT 降钙素原检测对重症肺炎疗效

的影响 

谭德敏 儋州市人民医院 

100 20A200421 
焦虑、抑郁对风心病患者预后及心肌电活

动影响 
唐庆业 儋州市人民医院 

101 20A200079 
ACSS2乙酰化Twist1增强口腔鳞癌EMT 

及侵袭转移的机制研究 
任振虎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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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单位 

102 20A200112 
SNHG6 促进三阴性乳腺癌 EMT 的机制

研究 
卢宏全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103 20A200414 
急性非 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血清内

脂素水平研究 
郑梅凡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104 20A200490 
髋部力量训练联合平衡训练对慢性踝关

节不稳患者平衡功能的影响 
蔡斌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105 21A200251 
基于代谢组学及肠道菌群探讨吸入麻醉

致认知功能障碍的机制研究 
陈健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106 20A200087 
超声引导下髂筋膜间隙阻滞在老年髋关

节置换术围术期快速康复中的应用研究 
欧阳帆 琼海市人民医院 

107 20A200367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白内障超声乳化

术后黄斑水肿的临床研究 
黎昌江 琼海市人民医院 

108 20A200143 
多模态核磁共振技术对复杂性肛瘘的精

准诊疗价值 
闫海金 琼海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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