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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度上海市普陀区卫生健康系统科技创新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依托单位
资助金额
（万元）

重点项目（3 项）

1 ptkwws202201
基于 N-连接糖基化蛋白质组学研究瘦型

NAFLD 患者血清生物标志物
蒋元烨 普陀区中心医院 20

2 ptkwws202202
新型肾动脉智能消融系统在动物实验中的安

全性及有效性研究
徐佑龙 普陀区中心医院 20

3 ptkwws202203
黄芪皂苷甲通过 FoxO1/PTGS2 抑制糖尿病肾

病足细胞铁死亡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孙梦瑶 普陀区中心医院 20

基本项目（23 项）

1 ptkwws202204
Bufalin 通过 ATR/CHK1-PD-L1 通路增加非小

细胞肺癌顺铂敏感性的机制研究
曾海荣 普陀区中心医院 10

2 ptkwws202205
冲击波治疗家兔肩袖修补术后疼痛、僵硬及促

进腱骨愈合的疗效与机制研究
王华 普陀区人民医院 10

3 ptkwws202206
聚多巴胺（PDA）通过清除自由基靶向 CD36 治

疗前列腺炎的研究
张涛 普陀区人民医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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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tkwws202207 生物功能性全口义齿治疗的临床应用效果 胡艳艳
普陀区眼病牙病防

所
5

5 ptkwws202208
跨组织团队视角下社区健康（慢病）管理中心

标准化服务路径的实践和机制研究
马福敏

长风街道长风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10

6 ptkwws202209
基于 SLC7A11 的调控研究人参皂苷改善心肌

缺血再灌注损伤铁死亡的作用机制
李凌燕 普陀区中心医院 10

7 ptkwws202210
CFHR1 调控 EMT 介导 CTC簇的形成促进胆道癌

转移
刘艳 普陀区中心医院 10

8 ptkwws202211
LCBDE 与 LTCBDE 治疗胆总管结石的随机前瞻

对照试验
冯矗 普陀区人民医院 10

9 ptkwws202212 预防稽留流产刮宫术后宫腔粘连的方法研究 盛慧琳 普陀区妇婴保健院 10

10 ptkwws202213
基于移动健康探索“互联网＋护理服务”用户

体验提升策略研究
常岚

普陀区卫生健康事

务管理中心
10

11 ptkwws202214
人性化保护性约束在精神科患者静脉输液重

复穿刺风险防范中的应用研究
徐丽华

普陀区精神卫生中

心
10

12 ptkwws202215
基于可解释性机器学习的神经介入联合替罗

非班对超溶栓时间窗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功

能结局的预测模型

仝霖 普陀区利群医院 10

13 ptkwws202216
不同方法内镜诊断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准确性

研究
滕腊梅 普陀区利群医院 10

14 ptkwws202217
反应抑制功能训练对超重和肥胖患者饮食行

为及内脏脂肪含量的影响
汪红平 普陀区中心医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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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tkwws202218
血浆外泌体特异性表达的 miRNAs 在房颤合并

急性脑梗死患者中的临床价值
谢贇 普陀区人民医院 10

16 ptkwws202219
奥氮平联合氟伏沙明对精神分裂症伴抑郁患

者安全性影响的探索性研究
周轶卿

普陀区精神卫生中

心
10

17 ptkwws202220 自制冠脉 3M 覆膜支架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研究 韩炳钰 普陀区中心医院 10

18 ptkwws202221
桃红通络颗粒干预 PCI 术后心绞痛的临床疗

效评估
张颖 普陀区中心医院 10

19 ptkwws202222
合并 NAFLD 复发性结肠腺瘤患者的代谢组学

研究
任怡 普陀区中医医院 10

20 ptkwws202223
土鳖虫调控SDC3表达改善CDAA小鼠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炎的作用机制
刘旭凌 普陀区中心医院 10

21 ptkwws202224
普陀区慢丙肝患者抗病毒治疗影响因素及生

存质量研究
后永春

普陀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10

22 ptkwws202225
观察中西医两种联合方法分阶段治疗浆细胞

性乳腺炎（肿块型）疗效
邹群 普陀区妇婴保健院 10

23 ptkwws202226
慢性病患者就医行为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

究
吴春香

普陀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10

社区项目（12 项）

1 ptkwws202227
安宁疗护服务机构中人文查房管理评价指标

研究
毛懿雯

长征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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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tkwws202228
探讨两种结直肠息肉筛查评分系统对社区人

群大肠癌筛查效果及高危因素分析
仇雨情

长寿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2

3 ptkwws202229
基于双签约模式在智能决策系统中居民医疗

费用优化研究
洪亮

宜川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2.5

4 ptkwws202230 功能社区人群体重管理策略及其效果评价 周春艳
长征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5

5 ptkwws202231
基于“络虚补通”法治疗社区心肾不交型慢性

失眠症患者的疗效研究
周迎欢

石泉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5

6 ptkwws202232
捏脊配合针刺四缝穴治疗小儿疳积症疗效观

察
赵倩

桃浦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2

7 ptkwws202233
家庭医生双签约服务对社区房颤患者管理效

果的研究
花云

长风街道白玉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3

8 ptkwws202234
基于家系管理模式对 2型糖尿病患者微血管

病变的干预效果评价
宁静

曹杨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5

9 ptkwws202235
癌症患者与非癌症患者安宁疗护需求的差异

性研究
葛雷鸣

长风街道长风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4

10 ptkwws202236
家庭医生双签约服务对社区 2型糖尿病患者

心理状态影响研究
韩魁

长风街道长风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5

11 ptkwws202237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对老年 2型糖尿病患者

影响的观察性研究
黄欣路

石泉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2.15

12 ptkwws202238
社区心理干预联合互联网交流对居家安宁疗

护肿瘤患者家属负性心理调节的疗效评价
程梦悦

长寿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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