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获奖项目 

一等奖 8项 

201301253  脾窝异位辅助性肝移植和多器官联合移植关键技术的建

立及应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窦科峰、陶

开山、王禾、岳树强、王德盛、宋振顺、杨诏旭、遆振宇、何勇、张

洪涛、安家泽、曹大勇、杨雁灵、刘正才、赵威 

201301245  肺癌微创诊治关键技术的建立及应用研究  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上海市肺科医院  刘伦旭、李为民、杨志刚、姜格宁、车国

卫、蒲强、姜愚、林一丹、梅建东、寇瑛琍、林苹、马林、廖虎、许

宁惠、朱云柯 

201301228  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治疗的系列研究及推广应用  中山

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刘奕志、罗莉霞、陈伟蓉、程冰、郑丹莹、林浩

添、吴明星、柳夏林、张新愉、黄文勇、何明光、殷秋霞、曾明兵、

刘玉华 

201301175  双能量 CT的临床应用与技术创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

军区南京总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卢光明、金征宇、

史兆荣、张龙江、薛华丹、周长圣、王怡宁、赵艳娥、宋伟、黄伟、

孙昊、郑玲、孔令燕、张宗军、程晓青 

201301129  妇科肿瘤微创治疗的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梁志清、

徐惠成、李力、陈勇、阳志军、张洁清、李玉艳、王丹、李俊男、王

延州、姚德生、邓黎、阎萍、陈诚、陈功立 



201301080  肝胆胰微创外科技术研究及其推广应用  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天津市南开医院  刘荣、胡三元、秦

鸣放、黄志强、安力春、胡明根、张光永、赵宏志、赵国栋、于文斌、

吴瑜、许勇、陈波、孙向宇、许大彬 

201301017  原发恶性骨肿瘤的规范化切除及功能重建系列研究  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  郭卫、杨荣利、汤小东、燕太强、杨毅、姬涛、李

大森、唐顺、曲华毅、董森、李晓、孙馨、任婷婷、杜志业、臧杰 

201301305  三氧化二砷毒性反应发生机制及防治策略  哈尔滨医科

大学  周晋、杜智敏、张亭栋、孟然、单宏丽、张卓、杨宝峰、李宝

馨、孙宏丽、吕延杰、李丽敏、蔡本志、张勇 

二等奖 25项 

201302016  系统性风湿免疫病发病机制及免疫干预的研究  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  栗占国、何菁、郭建萍、苏茵、李茹、穆荣、刘燕鹰、

赵义、赵金霞、安媛 

201302125  分子标记物指导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个体化治疗的应用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周彩存、任胜祥、周崧雯、李雪飞、

徐建芳、张洁、吕梅君、张玲、苏春霞、李爱武 

201302155  基于药物及疫苗开发的艾滋病病毒分子致病机制及分子

流行病学的研究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于晓方、张文艳、杜娟、张伟、赵可、杨进业、刘

伟 

201302199  麻风遗传资源的收集、保存和应用  山东省皮肤病性病防



治研究所、安徽医科大学  张福仁、刘红、孙良丹、刘健、陈树民、

崔勇、付希安、于永翔、初同胜、于功奇 

201302108  川崎病冠状动脉病变的流行病学、临床处理及预测指标

研究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香港大学玛丽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黄国英、刘芳、张耀辉、

马晓静、黄敏、黄美容、吴琳、刘晓琴、俞岑妍、谢利剑 

201302038  难处理性心外异常分流介入治疗的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赵世华、蒋世良、徐仲英、闫朝

武、陆敏杰、张戈军、胡海波、李世国、吴文辉、郑宏 

201302116  胰腺癌癌基因的鉴定与临床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  袁耀宗、王立夫、叶静、何相宜、姚玮艳、周琳、李

雷、贲其稳、诸琦、黄佳 

201302303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恶性实体瘤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石远凯、孙燕、吴冠青、罗克桓、潘峰、

吴世凯、王奇璐、刘印玉、雷英衡、张红志 

201302173  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自身免疫病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

属鼓楼医院  孙凌云、张华勇、王丹丹、梁军、李霞 

201302247  细胞寿命调控：从基础研究到临床探索  四川大学华西第

二医院  母得志、王正荣、屈艺、李熙鸿、万朝敏、张林、伍金林、

唐军、张莉、陈大鹏 

201302051  中国艾滋病重大疫情与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吴尊友、王宇、王哲、汪宁、吕繁、曾毅、贾曼红、毛

宇嵘、刘中夫、张灵麟 

201302096  骨代谢的细胞生物学基础及补肾中药的综合调控作用  

上海中医药大学  王拥军、施杞、陈棣、唐德志、卞琴、舒冰、梁倩

倩、崔学军、李晓锋、程少丹 

201302123  肘关节功能障碍和组织粘连防治新技术建立与相关基础

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苏州大学  

范存义、金拓、刘珅、崔文国、黎逢峰、阮洪江、吴飞、袁伟恩、欧

阳元明、李旭军 

201302030  遗传病致病基因和致病基因组重排的新发现  中国医学

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医科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

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张学、王宝玺、何春涤、沈岩、孙淼、赵秀丽、

杨威、肖伟、贺林、于军 

201302232  结直肠癌转移的标志物及分子机制  南方医科大学  丁

彦青、赵亮、梁莉、廖雯婷、王爽、李祖国、周军、邓永键、王晓燕 

201302053  我国虫媒病毒分布及其与疾病关系研究  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云南省地方病防治所  梁国栋、付士红、

王环宇、李铭华、吕志、朱武洋、王力华、吕新军、曹玉玺、张海林 

201302109  青光眼视网膜神经保护新策略的研究与应用  复旦大学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孙兴怀、陈宇虹、徐建江、孔祥梅、洪佳旭、



刘婷婷、莫晓芬、陈君毅、吴继红、钱韶红 

201302075  阿片成瘾神经生物学机制及综合干预研究  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宁波市微循环与莨菪类药研究

所、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宁波大学  李锦、周文华、郝伟、苏瑞斌、

吴宁、张富强、向小军、李斐、刘惠芬、王绪轶 

201302224  复杂性拇手指缺损再造新技术的建立及临床应用  广东

省第二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四○一医院  黄东、程

国良、吴伟炽、林浩、牟勇、覃国伟、黄国英、毛莉颖、郭洪娟、江

奕恒 

201302043  中草药活性物质快速识别与获取新型技术体系的建立及

其在微量活性物质研究中的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北京

科莱博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庾石山、石建功、张东明、于德泉、

陈晓光、张建军、王珂、申竹芳、马双刚、林生 

201302168  肺癌中重要协同刺激分子的作用机制及其在诊治新策略

中的应用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苏州大学  黄建安、陈成、朱一

蓓、陈延斌、瞿秋霞、王翎、穆传勇、张学光 

201302133  糖尿病及其血管并发症的发病机制及干预研究  重庆医

科大学、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邓华聪、李启富、赵同峰、陈压西、郑宏庭、肖晓秋、龙

健、冯正平、葛倩、曹文富 

201302117  急性冠脉综合征心肌灌注与预后干预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何奔、卜军、丁嵩、沈节艳、姜萌、单培仁、沈



玲红、葛恒、龚兴荣、乔志卿 

201302166  组织工程皮肤构建在烧伤创面修复中的应用研究  无锡

市第三人民医院  吕国忠、吕强、赵朋、黄继人、蔡良良、朱宇刚、

虞俊杰、谢龙炜、丁羚涛 

201302114  影响慢性肾脏病残余肾功能的主要因素及营养干预  上

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袁伟杰、于青、戴艳、王玲、彭燕、

谷立杰、包瑾芳、唐知还、尚明花、张威 

三等奖 47项 

201303026  脑小血管病的发病机制与诊治研究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大学  黄一宁、袁云、王朝霞、方竞、张珏、张巍、孙葳、刘旸 

201303307  肝移植医疗技术平台的建立和应用  上海长征医院  傅

志仁、丁国善、王正昕、倪之嘉、施晓敏、傅宏、马钧、郭闻渊 

201303160  营养素对基因表达的调控及其在肥胖和糖尿病防治中的

应用  哈尔滨医科大学  孙长颢、李颖、牛玉存、那立欣、刘丽燕、

李松涛、初霞、冯任南 

201303041  结直肠癌综合治疗关键技术的优化与推广应用  中国医

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蔡建强、周志祥、金晶、应建明、毕新宇、赵宏、

梁建伟、侯惠荣 

201303063  心房颤动发生相关因素及抗凝治疗药物基因组学研究  

卫生部北京医院  杨杰孚、蔡剑平、陈浩、王华、佟佳宾、施海峰、

邹彤、汪芳 

201303020  肾外科疾病微创诊治技术的临床研究  北京大学第三医



院  马潞林、卢剑、黄毅、赵磊、张树栋、侯小飞、王国良、刘余庆 

201303230  时间医学在肿瘤学中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  中山大学

肿瘤防治中心、贵州省肿瘤医院  冼励坚、金风、吴明玮、吴伟莉、

曾昭蕾、李媛媛、孙健、龙金华 

201303221  EB 病毒潜伏膜蛋白 1 致瘤分子机制的研究  中南大学、

香港大学  曹亚、曹世华、陶永光、杨力芳、罗湘建、李力力、晏光

荣、卢忠心 

201303022  经皮穴位电刺激治疗阿片成瘾的疗效及其神经机制  北

京大学  韩济生、崔彩莲、吴鎏桢、李亦婧、王玢、梁璟、初宁宁、

钟飞 

201303099  硫化氢多靶点心血管保护作用的发现  复旦大学  朱依

纯、蔡文杰、王铭洁、姚玲玲、孙英刚、王艳霞、吕雷、龚惠 

201303092  内皮-平滑肌功能调节机制及其与心血管外科相关的基础

研究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香港中文大学、南开大学  何国伟、

杨沁、杨承庆、刘晓程 

201303260  西北及青藏高原临床和群体遗传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与创

新研究  兰州大学、甘肃省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兰州

总医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谢小冬、郭天康、

张学红、赵勇、汪小波、赵庆丽、杨兰、尤涛 

201303062  我国临床免疫和分子诊断标准化的研究及应用  卫生部

北京医院、北京康彻思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

京大学  李金明、贾雪荣、魏来、鲁凤民、王露楠、张瑞、张括、陈



文祥 

201303159  微小核苷酸在心律失常中的作用  哈尔滨医科大学  吕

延杰、单宏丽、蔡本志、张勇、李雪连、潘振伟、高旭、王宁 

201303037  经桡动脉微创化冠心病介入诊疗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上海

市第十人民医院  杨跃进、乔树宾、姚民、韩雅玲、李为民、吴永健、

刘惠亮、徐亚伟 

201303077  急性冠脉综合征介入治疗术后无复流综合干预的系列研

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陈韵岱、田峰、王晶、王长华、刘宏斌、

孙志军、郭军、金琴花 

201303265  新疆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研究、遗传资源库的建立及利

用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马依彤、杨毅宁、谢翔、刘芬、李

晓梅、黄莺、穆玉明、付真彦 

201303002  A（H1N1）流感影像学与病理基础对照研究及临床应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上海市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南阳市张仲景国医院、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

属医院  李宏军、陆普选、李宁、金荣华、施裕新、包东英、王璐、

段钟平 

201303280  胎儿畸形产前产后超声影像技术与病理解剖系列研究及

推广应用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李胜利、王晨虹、欧阳淑媛、朱军、

毕静茹、文华轩、姚远、陈琮瑛 



201303144  信号转导异常对恶性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曲秀娟、刘云鹏、刘世洲、张晔、徐玲、曲晶磊、

刘静、车晓芳 

201303188  福建省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流行病学和机制研究  福建

省立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三明市第一医院、福建省龙岩市

第一医院、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  陈刚、林丽香、江启钦、杨叔禹、

张娅东、涂梅、徐尚华、林蔚宏 

201303304  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发生的关键机制及防治措施研究  

温州医科大学、浙江省医学遗传学重点实验室、丽水市中心医院、宁

波市第四医院、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李校堃、谭毅、蔡露、吕

建新、韦铁民、唐疾飞、肖健、张驰 

201303045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精确诊断和定向干预  中国

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国

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杨仁池、侯明、

赵永强、杨林花、彭军、周泽平、李慧媛 

201303161  PTCS 和 ERCP 治疗肝内、外胆管结石及探讨结石复发因

素  黑龙江省医院  任旭、唐秀芬、朱春兰、孙晓梅、曲永萍、王晨、

祝喜萍、张彬彬 

201303105  结核菌持留与潜伏感染的机制及临床诊治  复旦大学附

属华山医院、复旦大学  张文宏、邵凌云、高谦、张颖、陈嘉臻、王

森 

201303244  乙型肝炎病毒转录复制调控机理及致病机制研究  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  唐红、白浪、陈恩强、黄飞骏、刘丽、何芳、卢家桀、

赵连三 

201303249  肝纤维化发生机制及防治综合研究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

院、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程明亮、杨长青、吴君、杨勤、李诚秀、

丁一生、姚玉梅、杨丽 

201303131  急性脑梗死的发生机制及防治新技术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周华东、

王晋辉、周锐、王琳、张涛、李玲、陈阳、王延江 

201303218  儿童白血病致病基因及调控因子的筛选与临床研究  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  曹励之、杨明华、文飞球、谢岷、

康睿、俞燕、杨良春、朱珊 

201303292  长效、感觉与运动分离阻滞麻醉在上肢显微外科手术和

康复中的应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四○一医院、中国人民解

放军 91215 部队医院  张元信、何旭、张靖、王德明、曲彦亮、缪文

丽、武春敏、温宝磊 

201303115  分子标志物在胃癌发病机制及转化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朱正纲、

傅国辉、刘炳亚、于颖彦、瞿颖、李琛、严超、顾琴龙 

201303201  泌尿外科腹腔镜技术创新与临床应用  烟台毓璜顶医院  

高振利、石磊、吴吉涛、杨典东、王科、刘庆祚、林春华、门昌平 

201303006  急性肠系膜缺血性疾病的血清酶谱变化的实验与临床研

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张福先、胡路、张昌明、罗



小云、冯亚平、梁刚柱、牛鹿原、张欢 

201303107  胆道闭锁发病机制研究及临床规范化诊断治疗  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  郑珊、赵瑞、董瑞、宋再、陈功、沈桢、孙松、沈

淳 

201303196  腰椎间盘突出症诊治技术创新及临床应用  青岛大学医

学院附属医院  陈伯华、胡有谷、刘勇、马学晓、王德春、季爱玉、

齐宗华、岳斌 

201303246  胸腰椎爆裂骨折脊髓损伤前路减压和稳定重建技术的应

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四川国纳科技有限公司  宋跃明、蒋电明、孙天

胜、刘浩、李玉宝、裴福兴、权正学、屠重棋 

201303153  皮动脉岛状皮瓣技术研发、应用与推广  吉林大学  路来

金、宫旭、刘彬、王克利、崔建礼、宣昭鹏、陈雷、刘志刚 

201303241  颅脑创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学院附属医院、重庆博恩富克医疗设备有

限公司  陈礼刚、孙晓川、冯华、张赛、江涌、刘亮、吴琪、孙洪涛 

201303119  听神经瘤微创技术与治疗策略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吴皓、黄琦、杨军、张治华、汪照炎、

杨涛、向明亮、吕静荣 

201303118  口腔颌面-头颈部恶性肿瘤超声热化疗的基础研究及临床

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  郭伟、



任国欣、沈国峰、孟箭、陈亚珠、白景峰、邱蔚六、叶冬霞 

201303187  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病机制及临床治疗新方法的研究  

安徽医科大学  曹云霞、魏兆莲、徐玉萍、周平、章志国、邢琼、吴

娟、许孝凤 

201303225  多溴联苯醚的环境行为与母胎健康效应研究  广州医学

院第三附属医院、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南方医科大学南

方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敦金、于志强、余艳红、王志新、

张春芳、毕新慧、陈兢思、余琳 

201303048  我国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的流行病学和防控策略研究

及应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杨维中、冯子

健、余宏杰、高占成、冯录召、廖巧红、向妮娟、许真 

201303049  核辐射突发事件医学应急关键技术研究及其推广应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中国医学科学院放

射医学研究所  苏旭、刘青杰、刘建香、吉艳琴、拓飞、秦斌、张伟、

周强 

201303300  我国城乡居民健康档案标准体系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研

究及应用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上

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国卫生信息学会  

孟群、饶克勤、胡建平、吴凡、徐勇勇、汤学军、王才有、刘丽华 

201303098  穴位数字化虚拟人操作平台的建立与应用  上海中医药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严振国、邵水金、庄天戈、国海东、姜俊、张

黎声、牟芳芳、郭春霞 



201303223  补脾肾重祛瘀论治骨质疏松症临床循证及实验研究  广

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韩丽萍、邓伟民、邵玉、李晓昊、谭新、刘芳、

周丽 

卫生管理奖 2项 

201305293  公立医院精细化管理创新的关键技术提升与应用  无锡

市第二人民医院  易利华、赵阳、袁汇亢、包黎刚、黄培、胡敏敏、

郝爱民、邢明 

201305257  云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云南省卫

生厅  陈觉民 

医学科普奖 2项 

201306015  中国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标准手册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人民军医出版社  孙宁玲、

喜杨、王鸿懿、陈源源、赵连友、马方、刘力生、荆珊 

201306299  《行为决定健康》科普丛书  济宁医学院、皖南医学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广东药学院、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  杨志

寅、刘克智、刘新民、杨震、邹宇华、沙维伟、唐芹、白波 

卫生政策奖 2人 

201307313  曾益新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307312  郝模  复旦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