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9 年度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拟授奖项目公示名单 

（按项目名称首字笔画排序） 

一等奖 9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01-01 
壮瑶医药治疗广西常见病继承创新

与应用 

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金秀瑶族自治

县瑶医医院 

尤剑鹏、梁琼平、钟鸣、李彤、曾翠

琼、唐振宇、徐方明、徐明江 

201901-02 
补肾活血法治疗不孕症的临床疗效

评价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

苑医院 

马堃、李敏、陈燕霞、张会仙、袁宛、

原博超、张辰晖、范晓迪、单婧、金

炫廷、刘雁峰、何军琴、黄欲晓、金

楠楠、王凯莉 

201901-03 
苗药三两银抗 AD 和肿瘤的毒效物

质基础、作用机理及相关研究 
贵州中医药大学 

杜江、何康、吴继春、何席呈、杜汪

洋、吴曙光、刘冬、邹顺、霍少杰、

王进喜、魏孟梅 

201901-04 
特色藏药品质整合评价关键技术的

创建与产业化应用 

成都中医药大学、重庆市中药研究

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宇

妥藏药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大学、重

庆医科大学 

张艺、范刚、罗维早、邝婷婷、向丽、

张静波、古锐、刘悦、潘正 

201901-05 
脏腑推拿治疗功能性内科病的临床

与机制研究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长

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方医院 

王金贵、李华南、丛德毓、付国兵、

房纬、董桦、吴兴全、张玮、孙庆、

谭涛 



201901-06 益智康脑丸的临床应用与研制开发 广西强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李浪辉、黎海珍、宋宁、梁潇、徐裴、

刘伟林、黄毅、李炯林、黄凯、李茂、

饶伟源、覃良 

201901-07 
基于多维数据挖掘的中药民族药配

伍性效规律与临床评价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

中国中医科学院   

吴嘉瑞、张冰、白梅荣、荆志伟、王

璞、许黎珊、王学勇、刘永刚、谭鹏、

赵屹、韩爱庆、张晓朦、周唯、刘鑫

馗   

201901-08 

蒙药草乌诃子汤炮制品的有效部位

与其消化道内生物转化的相关性研

究 

内蒙古医科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 
松林、图雅、那生桑、乌兰其其格、

李花 

201901-09 瑶医药传统诊疗技术发掘传承 广西中医药大学  

李彤、闫国跃、符标芳、李耀燕、谢

阳姣、张曼、白燕远、冯秋瑜、杜俊

芳、杨继峰、邹雯 

二等奖 23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02-01 
小儿紫癜疹消颗粒治疗过敏性紫癜

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长春中医药大学 

冯晓纯、朱浩宇、李彦红、崔庆科、

段晓征、秦川、徐伟、王锐、钱美加、

宫文、洪天一、常百金、李月颖 

201902-02 
云南民族药滇重楼内生菌中次生代

谢产物的研究与应用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 

周敏、杜刚、胡秋芬、李干鹏、黄海

涛、汤建国、叶艳青、孔维松、杨海

英、杨光宇 

201902-03 
支撑吻合技术在低位直肠癌保肛手

术改进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成都肛肠专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青岛市市立医院 

杨向东、魏雨、韩方海、蓝海波、宋

崇林、吴凌云、李艳羽 

201902-04 
中药民族药桑寄生质量控制与应用

技术研究 

广西中医药大学、钦州市中医药研究

所 

李永华、朱开昕、苏本伟、卢栋、裴

河欢、银胜高、姚辉、张协君、李景

云、覃文慧、赵明惠、陆海琳、郭敏、

张慧、黄蜚颖 



201902-05 水族医药的挖掘整理和传承研究 贵州中医药大学 
赵能武、杨玉涛、杨丽莎、孙庆文、

蔡贵实、张敬杰、徐 宏、赵俊华 

201902-06 

气候变化对地下水综合影响研究”子

项目--高氟水中毒症中医药干预研

究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吴中朝、周劲草、赵晓光、陈仲杰、

王彤、胡静、王京京、焦玥、周宇、

庞莉 

201902-07 
用蒙医传统“牛角拔罐法”治疗“托

雷”病的疗效研究 
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 

娜仁、斯琴巴特尔、敖德毕力格、旭

仁其木格、席琳图雅、赛音朝克图、

乌日嘎玛拉、苏如嘎、包英姝、苇塘、

查苏娜、达古拉、兰花、花拉 

201902-08 
穴位贴敷联合中药拔罐在胃脘痛辨

证护理的规范化应用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潘东洪、黄 沂、皮大鸿、石丹梅、

吕 艳、王 伟、陈柘芸、梁 尧、秦

娟文、王兴丽、曹云云、黎 霞 

201902-09 
血管内皮细胞与高血压靶器官损害

相关性的蒙医临床研究 
内蒙古医科大学 

孟根杜希、哈申图雅、敖德德、李姹

润、云苏日娜 

201902-10 
肝藏象理论指导下的中医药防治慢

性乙型肝炎临床实践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高月求、张鑫、王灵台、孙学华、周

振华、朱晓骏、李曼、黄凌鹰、余卓、

郑超、江云、张斌、赵钢  

201902-11 
国医大师王烈教授防治小儿哮喘病

学术思想理论与临床推广应用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孙丽平、王烈、王延博、冯晓纯、丁

利忠、段晓征、原晓风、庄玲伶、李

静、刘爽、李香玉、郭亦男、孙莹莹 

201902-12 
冠心病心绞痛的蒙医证型规范化研

究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原内蒙古自

治区中蒙医院、中蒙医研究所） 

苏和、张瑞芬、斯庆格、黄燕、黄新

生、莫日根图、贾婷婷、张海荣、赵

建、钟鑫、李慕云、宁小伟、黄旭启、

党林林、王智业   

201902-13 
脓毒症多脏衰脾胃功能状态分析与

中医辨证干预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孔立、赵浩、董晓斌、韩宁、何荣、

范开亮、郭琪钰 

201902-14 
通督启神针法干预抑郁症效应及机

制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 

李志刚、莫雨平、姚海江、宋洪涛、

唐银杉、李昱颉、邓晓丰、许安萍、

王鑫、李可 



201902-15 

基于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福建特色

药材雷公藤炮制减毒及制剂研究与

利用 

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联

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原南京军

区福州总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附

属人民医院、福建海诚药业有限公

司、福建瑞来春堂国药馆有限公司 

褚克丹、宋洪涛、严国鸿、应雄、于

虹敏、黄枚、李煌、张玉琴、余丽双、

陈立典、南丽红、马少丹、张小琴、

林兴龙 

201902-16 畲医药传承与利用 

丽水市中医院、丽水市人民医院、丽

水市食品药品与质量检验检测院、丽

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雷后兴、王伟影、李建良、鄢连和、

程文亮、王如伟 

201902-17 
蒙药玉簪花治疗Ⅲ型前列腺炎的药

效物质基础及总黄酮提取工艺研究 
江西中医药大学 

何军伟、钟国跃、杨丽、曹岚、朱继

孝 

201902-18 
痰瘀同治法解除糖毒防治糖尿病系

列研究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福建

中医药大学 

衡先培、陈可冀、黄苏萍、杨柳清、

李亮 

201902-19 
福建民族药龙须藤的抗类风湿性关

节炎基础研究和开发利用 

福建中医药大学、蓝佳堂生物医药

(福建)有限公司 

徐伟、刘小芬、郑海音、许少华、兰

增金、黄泽豪、胡博志、许文、叶蕻、

洪振丰、孙承韬 

201902-20 
额尔顿乌日勒和萨乌日勒对神经再

生相关基因表达的调控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特木其乐、胡日查、萨仁高娃、满达、

珠拉、敖其尔、额尔顿其木格 

201902-21 
糖尿病血管病变病证结合诊疗的临

床应用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方朝晖、陆芝兰、何泽、张静波、曹

瑞、梅阳生、毕道银、陈焱 

201902-22 藏药研发与检测中心平台建设 金诃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孙泰俊、韩成芳、袁发荣、马文俊、

杜连平、红梅、李宝文、孙跃宁、孙

雪梅 

201902-23 藏药炮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 金诃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袁发荣、牛豫娟、多吉当智、交巴加

布、刘有菊、胡燕芹、温海东、陈海

莲、孙雪梅、罗明英 

三等奖 23 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201903-01 
七方胃痛颗粒通过 NF-κB调控 TFF1

表达治疗胃癌前病变的研究与应用 

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 

陈国忠、罗伟生、唐梅文、黄贵华、

李桂贤、莫喜晶、夏李明、曾光、廖

玮琳、黄丽萍、邓嫦、何慧、李洁、

安晓霞、谢卓恩 

201903-02 
土家医常见病护理规范与特色护理

技术传承创新 
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 

彭鸿、李萍、彭平、田敏、龙贵梅、

高娇艳、杨蓉、吴仙菊、田玉玲、印

娟、马丽君、李云、杨玲、符晓梅、

曾玉 

201903-03 
云南十八种藏药植物化学成分的研

究与应用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烟草科学研究院 

李干鹏、董淼、周敏、曾婉利、吴海

燕、胡秋芬、王晋、蒋薇、许永、江

志勇 

201903-04 
中西医结合预防小儿毛细支气管炎

反复喘息的临床研究和推广应用 

邯郸市妇幼保健院、邯郸开发区左岸

枫桥社区卫生服务站 

张美芳、张倩、刘晓娜、张文慧、张

虎刚、吴晓敏、张英杰、董秋菊、王

忠亚、张岩、张媛媛、张志花 

201903-05 

内蒙古蒙古族人群 KLK1基因多态性

与原发性高血压蒙医症候分型的关

联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纳顺达来、格日勒、查干布拉格 

201903-06 水族医药治疗痹症的临床研究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医

医院、贵州水族药物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贵州省福泉市中医医院 

胡建山、曹益发、苏军、王敏、尹旺

旭、胡鲲、陈磊、冯万会、唐毅、李

溥、王先坤、陆廷永、卢玉龙、曹海

花 

201903-07 
民族药寒喘祖帕颗粒二次开发研究

及产业化 
新疆银朵兰维药股份有限公司 李俊、陈菊、冷英莉、崔新华、刘丹 

201903-08 
针刺壮医脐环穴干预慢性疲劳综合

征的临床应用研究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美康、宋宁、何贤芬、莫清莲、黄

锦军、曾家耀、黄瑾明、韩海涛、李

婕、杨宇、张玲玲、胡斌、李秀娟、

曾燕 

201903-09 应氏奇穴埋线疗法 
长春市南关区应氏中医门诊部、长春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应达时、吴兴全、应杰、应巧儿、应

京晶、徐满红、王秀燕、姚东昀 



201903-10 
阿拉善地区蒙古族女性宫颈病变的

调查分析 

阿拉善盟蒙医医院（阿拉善盟蒙医药

研究所） 

乌图雅、苏依勒其其格、乌日娜、苏

日娜、曹勒门、雷自平、王彦涛、任

莉、杨巴嘎纳、斯钦特古斯、赵双德、

布音达来、王冬梅、达林太、留杰 

201903-11 
国医大师刘柏龄教授治疗骨关节病

的学术思想传承与创新研究 
长春中医药大学 

赵文海、潘贵超、庞喜山、赵长伟、

闻辉、李振华、崔镇海、王旭凯、冷

向阳、刘茜、刘柏龄 

201903-12 
股骨头坏死病的蒙医白氏穴位治疗

理论与实践 
内蒙古白氏穴位治疗中心 白曙光 

201903-13 
定痛方对癌痛患者生活质量及凝血

指标影响的临床研究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王振强、高秀敏、黄如敬、孙云川、

袁香坤 

201903-14 
祛湿活血方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的

疗效及分子机制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刘旭东、唐友明、赵晓芳、黎宝珍、

陈黎、刘容、谈驰、唐艳芳、刘丽、

吕萍 

201903-15 
健脾清热活血方防治溃疡性结肠炎

及其相关癌变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苏州

市中医院、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张涛、陈远能、陈江、张志明、黄晓

燕、罗淑娟、宋杰、方健松、邱燕婷 

201903-16 读秒止痛疱疹膏 岳西县中医院 
韩久树、韩点兵、许海、王新、陶康

生、王月红 

201903-17 

基于脑肠轴探讨肝郁脾虚证功能性

消化不良多肽组学及疏肝健脾法干

预的研究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甘肃中医

药大学、兰州大学 

汪龙德、刘俊宏、李红芳、张晶、付

兆媛、程秋实、刘晓燕、张伟 

201903-18 
痛症壮医经筋治疗体系的构建及临

床规范化研究与应用推广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唐宏亮、庞军、何育风、雷龙鸣、王

粤湘、黄锦军、林静、贾微、曾平、

林华胜、王开龙、卢栋明、王雄将、

甘炜、甘振宝 

201903-19 湘西刘氏小儿推拿疗法的推广应用 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 
王小军、王鹏、赵向平、王承则、李

淑静、彭南彩、谷芸先、宋秋菊 

201903-20 
隔姜灸脐法联合中药对宫寒性不孕

症患者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影响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张迎春 



201903-21 

蒙医传统整骨配合塔里必古鲁其汤

熏蒸治疗踝关节骨折关节功能恢复

的影响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巴虎山、王嘎日迪、那日苏、英俊、

色音宝音、金爱华、那阿乐木斯 

201903-22 
藏药药效学研究中动物模型的选择

和建立 

青海省藏医药研究院（藏药新药开发

国家重点实验室） 

陈秋红、多杰、艾措千、红梅、佳哇、

海平、班玛才仁、王彬彬、周小梅、

杨全余、刘有菊、袁发荣、杜连平、

马志良、才曾卓玛、何长廷 

201903-23 
彝医生命时空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应

用 

云南中医药大学、玉溪市食品药品检

验所、楚雄齐苏堂中医门诊部、玉溪

市人民医院、云南龙发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罗艳秋、徐士奎、郑进、王正坤、王

敏、焦家良、王丽、王舒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