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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获奖项目 

 

一等奖 8 项 

201601061  强直性脊柱炎的综合外科治疗及严重脊柱畸形的截骨矫

形技术创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王岩、黄烽、张雪松、王征、

郑国权、张永刚、毛克亚、陆宁、肖嵩华、崔庚、张国强、柴伟、倪

明、张胜利 

201601158  重症急性胰腺炎救治难点关键技术突破与应用  温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周蒙

滔、王春友、张启瑜、吴河水、陈必成、杨智勇、郑明华、赵刚、洪

万东、孙洪伟 

201601012  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关键技术建立及推广应用  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黄晓军、王昱、常英军、

刘启发、赵翔宇、张晓辉、许兰平、刘开彦、闫晨华、莫晓冬、陈瑶、

陈育红、宣丽、孙于谦、赵晓甦 

201601093  保髋外科治疗关键技术的建立与临床应用  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同济大学  张长青、黄文旵、贾伟涛、朱振中、

高悠水、谢雪涛、谢宗平、陈圣宝、盛加根、金东旭、于晓巍、冯勇、

孙源、李广翼、徐俊 

201601009  胃癌综合防治体系关键技术的创建及其应用  北京肿瘤

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  季加孚、游伟程、陈凛、沈琳、梁寒、吕有勇、潘凯枫、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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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友、邓大君、柯杨、寿成超、叶颖江 

201601194  肺癌分子分型和精准靶向治疗  广东省人民医院、香港

中文大学  吴一龙、莫树锦、周清、张绪超、钟文昭、杨衿记、杨学

宁、聂强、苏健、陈志红、徐崇锐、陈华军、王震 

201601138  狼疮性肾炎和 IgA 肾病的诊断和治疗新技术  中国人民

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刘志红、胡伟新、章海涛、黄湘华、乐

伟波、鲍浩、唐政、王金泉、龚德华 

201601256  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遗传性皮肤病的易感基因和致病基因

鉴定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学军、崔勇、孙良丹、王再兴、

李扬、周伏圣、左先波、高金平、盛宇俊、汤华阳、尹先勇、王文俊、

周幼文、刘建军、杨森 

 

二等奖 25 项 

201602027  基于宏基因组学的新型病原体组合筛查鉴定实用技术体

系及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  金奇、杨帆、杨剑、

胡永峰、吴志强、彭俊平、董杰、孙立连、张婷、刘立国 

201602028  EV71灭活疫苗（人二倍体细胞）研究关键技术的建立及

其产品开发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食品药品

检定研究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琦涵、刘龙丁、

王军志、谢忠平、董承红、梁争论、张莹、王丽春、王晶晶、车艳春 

201602255  帕金森病及运动障碍疾病的分子诊断与功能影像研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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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沙、陈彪、商慧芳、吴涛、郭纪锋、于顺、王朝东、杨靓、沈璐、

蔡彦宁 

201602013  类风湿关节炎发病机制、早期诊断及免疫治疗的系列研

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栗占国、何菁、郭建萍、苏茵、李茹、穆荣、

孙晓麟、胡凡磊、李春、刘栩 

201602054  胸腔积液病因学诊断的关键技术及其临床应用  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施焕中、童朝晖、周琼、覃寿明、叶志

坚、王臻、张建初、马万里、梁秋丽、徐莉莉 

201602100  “肾精亏虚型慢性病”共同病理基础与疗效机制  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天津

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  王拥军、沈自尹、施杞、张玉莲、郑

洪新、吴志奎、孟静岩、张岩、唐德志、黄建华 

201602037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流行病学关键参数和防控措施评价

研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余宏杰、冯录召、廖巧红、赖圣杰、

秦颖、姜慧、郑建东、李昱、李中杰、王丽萍 

201602245  Chiari 畸形伴发脊柱侧凸发病机制及临床治疗相关研

究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朱泽章、邱勇、刘臻、沙士甫、

朱锋、钱邦平、孙旭、王斌、俞杨 

201602018  狼疮性肾炎特异性生物学标记物与临床-病理表型相关

性的研究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赵明辉、于峰、谭颖、陈旻、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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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迪、曲贞、张颖、王素霞、邹万忠 

201602163  前列腺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系列研究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梁朝朝、郝宗耀、邰胜、张力、周骏、樊松、陈先国、杨

诚、张贤生、高晶晶 

201602224  血管神经化组织工程骨的构建与转换研究  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香港中文大学、南方医科大学  裴国献、张智勇、李刚、毕龙、

金丹、樊俊俊、王林、魏宽海、王海强、江汕 

201602087  乙肝丙肝及遗传代谢性肝病发病过程中病毒与宿主遗传

因素的作用研究及其临床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张欣欣、于德敏、韩悦、龚启明、张东华、谷雷雷、杨之涛、陈立、

刘峰、高德勇 

201602090  自身免疫性肝病肝内免疫微环境与临床诊治  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马雄、邱德凯、王绮夏、华静、唐茹琦、

苗琪、虢灿杰、肖潇、盛黎、沈镭 

201602141  冠心病再生治疗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江苏省苏北人

民医院、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杨志健、陈波、张定

国、王立生、顾翔、王连生、王华、吴祖泽、陈国明 

201602218  药物临床前评价关键技术体系及应用  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格林豪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岑小波、王莉、刘斌、程峰、胡春燕、李宏霞、扈正桃、江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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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波、胡刚 

201602219  加快牙移动，提高正畸效率的基础探索和临床应用  四

川大学  赵志河、王军、李宇、刘钧、李娟、谭理军、赵立星、杨璞、

唐甜、叶瑞 

201602026  重症肺动脉高压救治的关键技术体系建立与应用  中国

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无锡市人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  何建国、陈静瑜、柳志红、甘辉立、熊长明、毛文君、张健群、

方纬、戴汝平、阮英茆 

201602137  胶质瘤手术边界精准识别及抑制肿瘤复发的策略研究  

哈尔滨医科大学  赵世光、刘耀华、杨光、陈鑫、陈晓丰、刘怀垒、

滕雷、甄云波、韩大勇、张豫滨 

201602204  膳食多酚类活性物质防治代谢性疾病的基础及应用研究  

中山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

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  凌文华、糜漫天、郭长江、夏敏、易

龙、王冬亮、杨燕、王庆、高蔚娜、张乾勇 

201602004  子宫腔粘连性疾病规范化诊疗与生育功能重建系列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段华、夏恩兰、彭燕蓁、汪沙、王

欣、郭银树、成九梅、杨晓葵、张颖、孔亮 

201602253  细胞胞内死亡及其生理病理意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华南理工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南方

医科大学  王小宁、姚雪彪、王颖、王菊芳、王珊、何美芳、马骊、

郭振、夏鹏、胡亚卓 



6 
 

201602085  多维超声参数评价心肌节段功能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舒先红、潘翠珍、程蕾蕾、董丽莉、陈海燕、

史静、孔德红、汪咏莳、孙敏敏、姚豪华 

201602098  脑卒中后运动功能障碍康复新技术研发及推广应用  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理工大学  吴毅、贾杰、李放、徐秀林、

邹任玲、朱玉连、吴军发、孙莉敏、姜从玉、刘罡 

20160239  肥胖及相关慢性病防治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北京大学、上海市第六人

民医院、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陈春明、赵文华、翟屹、杨

正雄、施小明、武阳丰、李可基、贾伟平、王梅、魏民 

201602233  银屑病等皮肤病维医诊疗关键技术与药物的创新及应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药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医

院、新疆奇康哈博维药股份有限公司  斯拉甫艾白、阿布都热依木玉

苏甫、玉苏甫买提努尔、李治建、陈金成、吐尔逊乌甫尔、季志红、

希尔艾力吐尔逊、古力娜达吾提、曼尔丹尼牙孜 

 

三等奖 47 项 

201603117  清热解毒中药救治重症脑梗死的理论创新与应用  河北

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河北医科大学  张祥建、温进坤、张海林、李文

斌、高长玉、刘怀军、崔丽丽、王力娜 

201603183  自体肝移植关键技术体系建立与应用  武汉大学  叶啟

发、王彦峰、彭贵主、张毅、叶少军、李玲、黄伟、范晓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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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26  肝纤维化无创性诊断标准的确立与临床应用  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郭启勇、石喻、辛军、解丽梅、孙洪赞、张新、

于兵、李秋菊 

201603281  临床血液和体液检验项目技术支撑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北京医院  彭明婷、李臣宾、周文宾、谷小林、陆红、陈文祥 

201603175  原发性痛风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李长贵、刘世国、母义明、王颜刚、李鑫德、

章顺仁、李玉明、崔凌凌 

201603023  TLRs 介导的免疫-自噬调节纤维化和肿瘤发生发展的机

制及药靶发现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胡卓伟、花芳、张晓伟、

吕晓希、林珩、王子艳、吕琪、杨红振 

201603035  人胰腺癌中调控 Kras 相关通路重要分子的分子病理研

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陈杰、朱明华、卢朝

辉、刘彤华、于双妮、孟云霄、马怡辉、赵武干 

201603079  干细胞在眼部疾病中的应用研究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

院  李筱荣、张晓敏、赵少贞、孙慧敏、李文博、杨锦、任新军、贾

喆 

201603170  白血病细胞及其微环境血管内皮细胞的靶向诱导干预研

究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姜国胜、李霞、苗俊英、宋

冠华、任霞、郭强、张之勇、姚成芳 

201603058  组织微环境调控干细胞增殖分化的作用机制及其应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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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野战输血研究所  岳文、裴

雪涛、李艳华、贾雅丽、周军年、张静、南雪、何丽娟 

201603198  蛋白酶体功能调节及其意义  广州医科大学  刘金保、

黄洪标、李小芬、刘宁宁、师宪平、刘首挺、赵灿国、陆丽 

201603046  临床检验方法确认与验证、质量控制与评价关键技术的

研究与应用  北京医院  王治国、王薇、陈文祥、赵海建、费阳、章

晓燕、张传宝、何法霖 

201603062  多学科协作（MDT）模式下肺癌精准诊疗研究及临床应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

医学研究所  胡毅、焦顺昌、曲宝林、张国庆、段海峰、王歈、汪进

良、俞伟 

201603083  小儿胚胎性肿瘤的病因探索、流行病调查和治疗策略研

究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董岿然、李凯、郑珊、董瑞、肖现民、

姚伟、朱海涛、沈淳 

201603091  影像学创新技术用于脑及脑膜转移瘤诊治策略及其临床

价值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东华大学  张贵祥、

王悍、史向阳、李康安、郑林丰、赵京龙、沈明武、权启萌 

201603113  乙型肝炎慢性化机制及其防治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三军医大学、重庆理工大学  王宇明、邓国宏、林治华、晏泽辉、何

登明、毛青、王小红、李俊男 

201603168  人参皂苷改善阿尔茨海默病认知功能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陈晓春、黄天文、陈丽敏、张静、朱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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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杨璐萌、石艳清、林智颖 

201603232  冠心病精准治疗的关键技术创新与临床应用  新疆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马依彤、郑宏、穆玉明、马翔、杨毅宁、谢翔、

付真彦、王宝珠 

201603235  基于微流控芯片技术的肺癌个体化治疗药敏检测平台的

构建及应用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大连理工大学、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王琪、刘冲、白春学、赵作

伟、樊辉、刘雅卓、李恩成、李经民 

201603236  基于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新技术评估脑功能与诊断

重大脑疾病系列研究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伍建林、张清、沈晶、

于晶、朴翔宇、王迎春、蔡兆诚、范鸿禹 

201603082  以 ART 手术为核心的年轻宫颈癌患者多学科诊疗模式的

建立应用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吴小华、李璡、居杏珠、柯桂好、

唐嘉、周瑜琪、温灏、梁山辉 

201603132  自动化腹膜透析技术创新及临床应用  吉林大学、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 306医院、长春市巨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苗里宁、那

宇、王泽义、孙晶、常晓敏、崔文鹏、王杨威、罗曼宇 

201603140  睡眠呼吸暂停治疗新方法及其机理的研究  南京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希龙、张石江、王虹、丁宁、邵永丰、倪布清、

黄茂、陆甘 

201603171  肺癌个体化放疗的创新与临床应用  山东省肿瘤防治研

究院、上海市胸科医院  袁双虎、于金明、蔡旭伟、夏冰、陈兆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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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锋、胡旭东、李明焕 

201603216  糖尿病足及糖尿病外周动脉病变的临床诊治及基础研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冉兴无、余叶蓉、邓力、王椿、陈大伟、李秀钧、

岑石强、卢武胜 

201603099  复发转移性乳腺癌整体治疗策略的优化与推广  复旦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  胡夕春、张剑、王碧芸、王中华、张盛、王磊苹、

曹君 

201603269  心力衰竭与相关疾病的遗传免疫学机制及临床治疗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张麟、杨新春、陈牧雷、徐琳、缪

国斌、侯东燕、马桂玲、刘佳梅 

201603142  慢性肾脏病矿物质和骨异常(CKD-MBD)的基础和临床研

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  邢昌赢、王宁宁、毛慧娟、查小明、杨光、孙

彬、曾鸣、孙跃明 

201603006  小儿消化道畸形的外科治疗技术创新及推广应用  首都

儿科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李龙、张金哲、刁美、

张金山、刘树立、陈震、明安晓、王琛 

201603007  基于宿主免疫调节的颅颌骨修复再生研究  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刘怡、王松灵、苏盈盈、郭力嘉、杜鹃 

201603008  超声定位两步法标准通道经皮肾镜技术规范和标准的研

究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李建兴、胡卫国、肖博、

张鑫、杨波、陈亮、陈松、刘宇保 

201603086  结直肠疾病内镜微创治疗新策略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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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周平红、钟芸诗、姚礼庆、徐美东、许剑民、张轶群、陈巍峰、

陈涛 

201603125  提高大血管疾病外科疗效的关键技术体系创新与推广应

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谷天祥、师恩祎、王春、修宗谊、

喻磊、于洋、王永超 

201603131  3D 微孔金属打印及数字化设计技术在复杂骨科疾病个

体化治疗的应用  吉林大学  王金成、秦彦国、王辰宇、张桂珍、张

萱、李秋菊、韩青、刘贺 

201603208  经尿道前列腺解剖性剜除术的临床研究和推广应用  南

方医科大学  刘春晓、徐亚文、徐啊白、陈玢屾、申海燕、许凯、郑

少波、李虎林 

201603240  膀胱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与临床应用研究  深圳市第

二人民医院、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北京大

学深圳医院、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吴松、蔡志明、郭广武、孙小

娟、贾文龙、李翀、黄毅、桂耀庭 

201603030  垂体腺瘤的规范化诊治和垂体功能重建  中国医学科学

院北京协和医院  王任直、姚勇、朱惠娟、郁琦、冯逢、朱朝晖、马

瑾、幸兵 

201603139  结直肠癌应用加速康复外科关键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应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江志伟、李伟彦、王刚、刘健、

张利东、嵇晴、潘华峰、朱四海 

201603146  手部屈肌腱早期临床修复方法的创新和应用及系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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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汤锦波、谢仁国、吴亚芳、谭军、周友浪、

曹怡、陈传好、顾剑辉 

201603056  脑干胶质瘤诊疗关键技术的集成创新和应用  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院  张力伟、张俊廷、李桂林、吴震、万虹、李德岭、朱朝

晖、肖新如 

201603038  我国艾滋病重点地区综合防治适宜技术创新性研究与应

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四川大学、凉山彝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刘中夫、吴尊友、张灵麟、张福杰、

栾荣生、马烨、龚煜汉、蒋岩 

201603040  我国重要寄生虫虫种资源库的构建与应用  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东

北农业大学  周晓农、黄兵、陈韶红、董辉、沈海默、罗建勋、胡薇、

朱淮民 

201603153  肿瘤的个体化精准生物标志物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南

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

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南通市肿瘤医院  张正东、王美林、储海燕、

秦超、赵庆洪、陶国全、强福林、吕强 

201603261  急性传染病预警技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四川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上海市浦



13 
 

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杨维

中、兰亚佳、王劲峰、马家奇、孙乔、李中杰、赖圣杰、廖一兰 

201603052  贺氏火针疗法及临床应用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中医医院  贺普仁、王麟鹏、王桂玲、李彬、刘慧林、程海英、谢新

才、郭静 

201603211  慢性肾脏疾病中西医结合基础与临床研究  西南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南充市中心医院  樊均明、谢席胜、

王立、陈明、马行一、秦伟、曹灵、文集 

201603231  古希腊-阿拉伯医学与维医的相关性及核心病机异常黑

胆质创新研究  新疆医科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哈木拉

提吾甫尔、高振、努尔买买提艾买提、艾尼娃尔艾克木、巴图尔买买

提明、阿依努尔买提斯迪克、刘文先、田树革 

 

卫生管理奖 2 项 

201605259  中国儿科超说明书用药证据现状与应对策略的循证研究  

四川大学  张伶俐、李幼平、曾力楠、梁毅、黄亮、胡蝶、刘怡、陈

敏 

201605267  基于智能化临床路径的精准诊疗决策支持系统研究  上

海市肺科医院、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复旦大

学  范理宏、陈英耀、陈善豪、黄葭燕、谭申生、刘永斌、宋丽、郑

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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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普奖 1 项 

201606252  图说灾难逃生自救丛书  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

属东方医院）、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刘中民、贾群林、赵中辛、陈雁西、张连阳、田军章、王立祥、侯世

科 

 

卫生政策奖 1 人 

201607283  谢丽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http://baike.so.com/doc/671840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