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9 年度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研项目立项名单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2019KYXM-M101-21 基于网络药理学探讨藏药三臣散治疗小儿肺炎及联合用药协同增效的作用机制  北京中医药大学 武慧超 

2019KYXM-M103-127 九味竺黄散治疗小儿咳嗽随机对照研究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彭韶 

2019KYXM-M104-128 五味甘露药浴综合疗法优势病种的病例挖掘研究 
甘肃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白银

市第一人民医院） 
刘文郁 

2019KYXM-M166-4 土家医抹蛾子疗法技术规范研究 重庆市黔江区中医院 高陆地 

2019KYXM-M167-17 田华咏教授土家医药苗医药学术思想传承研究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

医院 
彭云 

2019KYXM-M168-22 侗医弹压筋疗法治疗膝痹的临床研究 怀化市中医医院 肖尊雄 

2019KYXM-M174-3 清代满文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 长春中医药大学 邱冬梅 

2019KYXM-M175-7 满药消痈膏在肛肠科应用的临床研究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陈亮 

2019KYXM-M177-9 满族针法治疗原发性痛经临床研究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邓永志 



2019KYXM-M178-12 满族民间传统医疗保健经验挖掘整理研究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刘淑云 

2019KYXM-Z191-11 清代宫廷儿科医疗保健经验整理研究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刘健 

2019KYXM-Z196-20 
蜂毒肽对非小细胞肺癌通过 TGF-β/SMAD 信号通路的调控以及下调 TGF-β 受体 I/II 分

布抑制 TGF- β1 诱导的 EMT 进程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阿布力米提•

阿布来提 

2019KYXM-M108-19 临床实用蒙医护理常规手册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 白松林 

2019KYXM-M111-29 蒙医心身互动疗法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的临床研究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孟根花 

2019KYXM-M112-30 蒙医心身互动疗法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疗效评价以及其机制的探讨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纳贡毕力格 

2019KYXM-M116-34 汉蒙对照心身医学名词术语整理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乌云斯日古楞 

2019KYXM-M117-36 蒙医心身互动疗法治疗抑郁症的临床及机制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王斯琴高娃 

2019KYXM-M121-45 危重患者肠内营养领域胃肠功能障碍的蒙医辩证治疗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白乌兰 

2019KYXM-M122-53 蒙医系统温灸法治疗胃衰症临床疗效评价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呼格吉乐 

2019KYXM-M123-54 蒙医治未病优势病种护理方案优化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邰乌兰 

2019KYXM-M126-82 寒型膝关节协日乌素病蒙医疗效评价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敖其尔 

2019KYXM-M131-87 蒙医切脉法在急诊患者病情评估中的作用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包巴根那 



2019KYXM-M133-89 针对蒙医药学教学改革开展中外联合新型学科的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都格尔 

2019KYXM-M134-90 高性能高精度蒙医温针仪的设计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萨仁高娃 

2019KYXM-M135-91 蒙医治疗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的有效性临床评价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额尔敦其木格 

2019KYXM-M136-92 蒙医灸疗结合蒙药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疗效观察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侯永梅 

2019KYXM-M245-117 蜀葵子、洋甘菊等五种新疆特色药材质量 标准研究  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季志红 

2019KYXM-M182-63 我国民族医学高等教育“双师型”育人体系构建与实践研究 长春中医药大学 治丁铭 

2019KYXM-M183-131 民族医药关键证据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梁峻 

2019KYXM-M246-46 基于 PI3K/Akt/mTOR 信号通路探讨岗松总黄酮抗宫颈癌作用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研究院 邱宏聪 

2019KYXM-M153-66 壮医龙脊灸疗法防治阳虚质慢性疲劳综合征的关键技术及规范化研究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王成龙 

2019KYXM-M155-74 壮医刮痧联合消炎洗湿敷对痛风石破溃局部治疗的临床观察研究 柳州市中医医院 李昆英 

2019KYXM-M152-62 壮药龙火路舒筋拍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研究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明秀分院 王凤德 

2019KYXM-M107-5 蒙药清血八味散对不同证型高血压病患者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那仁满都拉 

2019KYXM-M118-37 蒙药治疗失眠症疗效与安全性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斯钦 



2019KYXM-M124-64 吉如和- 6 一组蒙药治疗“扩张型心肌病”的临床研究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包长山 

2019KYXM-M130-86 蒙药哈布德仁-9 外敷护理对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所引起瘀的消瘀疗效观察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白一萍 

2019KYXM-M137-93 蒙药查干乌日勒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临床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蒋栓柱 

2019KYXM-M138-94 甘露云香丸治疗萨病（脑梗死）恢复期疗效评价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满达 

2019KYXM-M140-96 鲜马奶对 DSS 诱导的小鼠溃疡性结肠炎的保护作用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斯琴 

2019KYXM-M241-98 治疗脑梗死蒙药新方处方分析与制备工艺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特木其乐 

2019KYXM-M142-99 脑日清-9 味丸治疗偏头痛疗效评价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乌吉斯古冷 

2019KYXM-M143-100 蒙医灸疗法治疗颈源性失眠症的临床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玉兰 

2019KYXM-M202-112 藏药八味沉香丸抗心肌缺血的药效物质与分子机制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 高小力 

2019KYXM-M105-141 藏药调节隆血功能失调促进脑梗死后神经功能恢复的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孙文军 

2019KYXM-M106-145 藏药珍龙醒脑胶囊治疗缺血性中风恢复早期肢体运动障碍的疗效评价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周莉 

2019KYXM-M258-123 瑶药桑树寄主桑寄生药材质量标准研究 广西钦州市中医医院 苏本伟 

2019KYXM-M159-143 传统瑶医草药与引经药配伍塞鼻法对偏头痛发作急症止痛的疗效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崔方圆 



2019KYXM-M163-148 苗医马伤狗帮油刮治法的操作规范研究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夏景富 

2019KYXM-M164-149 症类、风类及惊类苗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 贵州中医药大学 杨雅欣 

2019KYXM-M165-150 苗医药主要疾病诊法等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 贵州中医药大学 何席呈 

2019KYXM-M160-71 苗药治疗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方案的研讨 都匀市人民医院 朱涛 

2019KYXM-M162-114 苗药“痔痛安搽剂”对混合痔术后及血清中 HYP、VEGFR-2 及 IL-17 影响的临床研究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肖成 

2019KYXM-M171-52 自拟畲药清痰汤治疗痰热壅肺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临床研究 丽水市人民医院 赵军飞 

2019KYXM-M272-111 畲药蓬蘽的化学成分及质量标准研究 丽水市中医院 张晓芹 

2019KYXM-M180-69 京族特色疗法艾绒点灸法的基本理论整理 防城港市中医医院 黄永光 

2019KYXM-M139-95 蒙西医结合在肺癌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萨仁格日乐 

2019KYXM-M1151-151 海南黎族藤灸技术挖掘与整理研究 海南医学院 牛乾 

2019KYXM-Z189-6 中医心神理论研究 萍乡市中医院 陈明优 

2019KYXM-Z192-13 膝关节镜围术期精细化中西医护理管理模式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孙立杰 

2019KYXM-Z199-35 急诊小夹板治疗老年桡骨远端骨折的传承与创新 唐山市第二医院 魏立友 



2019KYXM-Z1100-38 肺癌气阴两虚证型的宏观量化诊断标准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庄贺 

2019KYXM-Z1103-41 PNS 有效组分靶向调控 Piezo1 拮抗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血管新生的机制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夏明峰 

2019KYXM-Z1106-48 清热凉血法联合甲强龙冲击治疗儿童伴新月体形成的紫癜性肾炎的临床研究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郭庆寅 

2019KYXM-Z1107-49 基于数据挖掘方法对丁樱教授治疗小儿遗尿症处方用药规律及其思想分析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宋纯东 

2019KYXM-Z1109-51 基于关联规则算法的毛丽军教授治疗抑郁症核心药物的网络药理学研究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毛丽军 

2019KYXM-Z1110-56 扶正消积法对三阴乳腺癌患者术后生存状况的影响 佛山市中医院 田华琴 

2019KYXM-Z1111-57 理气培元功结合耳穴压丸对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疗效观察 佛山市中医院 刘继洪 

2019KYXM-Z1112-65 以临床证据为导向的蜂刺疗法干预病症谱及其循证分级研究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熊 俊 

2019KYXM-Z1113-67 基于名医医案数据挖掘的中风病辨治规律及其传承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申应涛 

2019KYXM-Z1119-80 基于细胞凋亡研究五谷麒麟膏促进肛瘘术后创面愈合的作用及其机制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冯文哲 

2019KYXM-Z1120-81 四川省名老医家曹吉勋教授 60 年学术经验传承研究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康健 

2019KYXM-Z1123-103 次髎穴埋线治疗混合痔术后疼痛的临床研究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人民医院 宋晓慧、金鹤 

2019KYXM-Z1124-104 临床活蜂直刺法的感染相关安全性研究 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杨威 



2019KYXM-Z1125-106 中医肛肠奠基人黄济川先生的学术经验传承研究 成都肛肠专科医院 魏 雨 

2019KYXM-Z1132-119 针灸联合脐疗治疗不完全性肠梗阻的临床研究 郑州市大肠肛门病医院 张威 

2019KYXM-Z1133-120 针刀对继发性肱二头肌长头肌腱炎模型 炎性调控的 FAK-ERK 信号通路研究 湖北中医药大学 刘建民 

2019KYXM-Z1134-121 针刀不同入路治疗肱二头肌短头肌腱炎肌纤维化研究 湖北中医药大学 张天民 

2019KYXM-Z187-1 解风酒外敷配合中医定向透药疗法治疗软组织损伤临床疗效 怀化市中医医院 覃薛文 

2019KYXM-Z188-2 熄风制动汤对抽动障碍患儿血清 Treg/TH17 平衡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深圳市中医院 刘莎莎 

2019KYXM-Z195-18 中药蜂蜡外敷疗法治疗寒湿型腰肌劳损的临床观察 东莞仁康医院 杞锦政 

2019KYXM-Z197-25 基于中药热毒宁注射液的儿童流行性感冒优化防治方案研究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闫永彬 

2019KYXM-Z1105-47 羚珠散防治儿童（复杂性）热性惊厥（急惊风风热动风证）的临床研究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马丙祥 

2019KYXM-Z1116-75 麻杏纤畅酥的研制及在便秘防治中的应用 常熟市中医院 季利江 

2019KYXM-Z1118-77 经典秘方“济川养生驻颜不老方”药酒治疗脾肾阳虚型老年功能性便秘的临床观察 成都肛肠专科医院 杨向东 

2019KYXM-Z1128-109 紫白膏对大鼠创面组织 TGF-β1、EGF、EGFR 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石荣 

2019KYXM-Z1129-110 《虎芨膏》用于肛瘘术后治疗的临床研究    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黄瑜 



2019KYXM-Z1131-118 瓜蒌通便汤联合脐疗治疗气秘的临床研究 郑州市大肠肛门病医院 宋太平 

2019KYXM-Z1142-134 补益肝肾中药通过 SIRT3 信号通路对帕金森病 DA 调控机制的研究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沈晓明 

2019KYXM-Z1143-135 丹珍头痛胶囊治疗紧张性头痛的临床疗效观察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杨海燕 

2019KYXM-Z1144-136 川芎清脑颗粒联合经皮神经电刺激治疗头痛的疗效评价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燕平 

2019KYXM-Z1145-137 “化斑方”干预治疗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临床研究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赵铎 

2019KYXM-Z1141-133 张怀亮教授治疗持续性姿势性知觉性头晕临证经验总结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丹 

2019KYXM-Z1146-138 基于调肝理脾法则穴位和药物治疗持续性姿势-知觉性头晕的临床研究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赵敏 

2019KYXM-Z1148-142 精神分裂症的中医证候学规律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唐启盛 

2019KYXM-Z1150-147 自拟益阳补土汤联合艾灸治疗肠癌术后腹泻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烟台芝罘医院 吕玉萍 

2019KYXM-ZM185-105 腹针三星法配合壮医脐疗治疗无嵌顿性腹白线疝 桂林市中医医院 严莉 

2019KYXM-ZM186-144 真实世界平台基础上 MS 患者中医与民族医疗效分析及其与影像学相关性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高颖 

2019KYXM-Z1130-115 蜂针疗法现代文献挖掘及名医特色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 谢素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