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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市科计〔2014〕2 号

温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温州市 2014 年
第二期科技计划项目（经费自筹）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局、经开区科技局、项目承担单位：

为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根据《温

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温委办发〔2011〕132

号）有关要求，经审查、评估，温州市 2014 年第二期科技计划

项目（经费自筹）现已确定，请各项目承担单位按要求认真组织

实施。

本期计划共安排项目 324 项，其中软科学研究项目 42 项，

工业项目 13 项，农业项目 7 项，社会发展项目 262 项（其中医

学项目 261 项）。项目清单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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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温州市 2014 年第二期科技计划项目（经费自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开始日期 完成日期 承担单位
项目
负责人

参加单位 归口管理部门
安排
经费

一、工业科技项目

1 G20140022
纺织品数显撕裂性能测

试仪的研究
2014-07-01 2016-12-31

温州市质量技术

监督检测院
潘霜

温州方圆仪

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
自筹

2 G20140023
二氧化碳激光器功率特

性测试仪的研究
2014-06-01 2016-06-30

温州市质量技术

监督检测院
黄山石

瑞安市博业

激光应用技

术有限公司

温州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
自筹

3 G20140024

用于工模具表面强化的

高质量离子镀涂层工艺

开发

2014-09-01 2016-09-30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谢婷婷

温州联鑫模

具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4 G20140025

基于集成控制的锻造工

业机器人示教系统的研

究

2014-09-01 2015-10-31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余胜东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5 G20140026
全数字化重症病人监护

系统研发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蔡晓丹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6 G20140027
熔模精密铸造自动化生

产线设计研究
2014-06-06 2016-06-30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沈永松

浙江万方精

铸科技有限

公司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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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开始日期 完成日期 承担单位
项目
负责人

参加单位 归口管理部门
安排
经费

7 G20140028
环保型泡沫染整设备的

研发
2014-04-01 2016-12-31

温州市质量技术

监督检测院
林欧文

温州方圆仪

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
自筹

8 G20140029
便携式成鞋摩擦色牢度

试验机的研制
2014-06-16 2016-06-30

温州市质量技术

监督检测院
毛小慧

温州市万丰

检测设备有

限公司

温州市质监局 自筹

9 G20140030
现场可编程逻辑阵列在

电话录音系统中的应用
2014-06-19 2015-06-19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章晓春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10 G20140031

图像计算机合成在公交

车体动感广告印刷中的

应用研究

2014-06-01 2015-02-28
温州交运集团城

东公交有限公司
卢彭龙

温州科技职

业学院
其他部门 自筹

11 G20140032 烟密度试验装置研制 2014-07-01 2017-06-30
温州市质量技术

监督检测院
赵子文

温州方圆仪

器有限公司

温州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
自筹

12 G20140033
基于 PLC 汽车发电机性

能测试教学实验仪
2014-06-17 2015-06-17

浙江工贸职业技

术学院
张余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自筹

13 G20140034
智慧检测全媒体信息化

服务平台
2014-06-20 2016-06-20

温州市质量技术

监督检测院
张景武

温州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
自筹

二、农业科技项目

1 N20140006
白羽王鸽肉质相关基因

分子标记研究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
董丽艳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自筹

2 N20140007
海地瓜胶原蛋白高效提

取工艺及产品开发
2014-07-01 2016-12-31

温州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
苏来金

温州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
自筹



—
5
—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开始日期 完成日期 承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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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参加单位 归口管理部门
安排
经费

3 N20140008
腌制泥螺中优势微生物

的分离鉴定及应用
2014-07-01 2016-12-31

温州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
李燕

温州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
自筹

4 N20140009
山区东魁杨梅矮化罗幔

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
朱建军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自筹

5 N20140010
温州早稻种植状况调查

及对策研究
2014-07-01 2015-12-31

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
陈尾弟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自筹

6 N20140011
茶叶套种红豆杉生态林

示范园建设研究
2014-07-01 2016-12-31

温州市质量技术

监督检测院
林姜歆

平阳县益众

绿色食品有

限公司

温州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
自筹

7 N20140012 蓝孔雀繁殖技术研发 2014-07-01 2016-12-01
浙江方兴畜禽有

限公司
方兴平 乐清市科技局 自筹

三、社会发展科技项目

1 S20140004

利用深度测序研究温州

主要江河入海口沉积物

中菌群结构

2014-07-01 2015-12-31
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
卢晓明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自筹

四、软科学研究项目

1 R20140069
温州小微企业经营环境

指数研究
2014-06-18 2016-06-30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陈玮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2 R20140070
温州市台风灾害公共卫

生危害风险评估研究
2014-06-01 2016-06-30

苍南县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陈廷瑞

鹿城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

心、乐清市疾

病预防控制

中心

苍南县科技局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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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20140071
温州市财政资金扶持农

业主导产业发展研究
2014-06-02 2016-06-30

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温州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

陈婵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自筹

4 R20140072

温州发展网络经济的动

力机制、影响因素和路

径研究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陈舒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5 R20140073
温州创业发展众筹模式

的分析和对策研究
2014-12-01 2016-06-30

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温州市农业

科学研究院）

陈露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自筹

6 R20140074

温州农村建筑改造研究

——以瓯海区泽雅镇唐

宅村为例

2014-7-1 2016-06-30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吴志堂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7 R20140075
温州地区三级医院人才

流失预警体系的研究
2014-10-01 2016-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侯卫星

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

医院、温州市

人民医院、温

州市中心医

院、温州市中

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8 R20140076

探析地方政府综合财务

报告编制方法的研究

——基于温州市政府综

合财务报告试编工作

2014-01-01 2016-06-30
温州市瓯海区财

政局
李雪芬 瓯海区科技局 自筹

9 R20140077

温州古树遗产乡土保护

旅游开发与景观生态美

学评价研究

2014-12-01 2016-06-30
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
刘益曦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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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20140078
温州市瓯海旅游资源优

化与整合研究
2013-11-01 2016-06-30

温州市瓯海区财

政局
黄益龙 瓯海区科技局 自筹

11 R20140079

加快跨境电子商务应用

提升温州中小企业国际

竞争力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陈国雄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12 R20140080
社区参与古村落旅游发

展机制研究
2014-04-06 2016-06-30

浙江工贸职业技

术学院
夏正超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自筹

13 R20140081

温州地区各级医院急诊

科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的

对比调查

2014-06-20 2016-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缪心军
温州市第七

人民医院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4 R20140082
温州闪电活动特征及灾

害风险区划研究
2014-01-17 2016-06-30 温州市气象局 林念萍 温州市气象局 自筹

15 R20140083
温州市中小学生生长发

育和健康状况调查
2014-05-01 2016-12-12 温州康宁医院 章飞雪

温州市教育

局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6 R20140084

现代农业园区信息化管

理与综合分析研究—以

文成县为例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
胡春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自筹

17 R20140085

《综合英语》学习资源

的微课设计开发与应用

研究

2014-07-01 2016-06-30
浙江工贸职业技

术学院
金秀金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自筹

18 R20140086

温州体育旅游产业集群

形成机制和发展策略研

究

2014-05-01 2016-06-30
浙江东方职业技

术学院
单继伟 其他部门 自筹

19 R20140087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医学

生宽恕心理及培育路径

研究

2015-01-01 2016-06-30 温州医科大学 叶舒颖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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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R20140088
温州民办教育发展与政

府责任研究
2014-6-1 2016-06-30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黄云碧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21 R20140089

人生回顾干预对癌症终

末期患者心理状况的应

用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林海玉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2 R20140090

翻转课堂在高职计算机

类课程中教学模式与策

略研究

2014-07-01 2016-06-30
浙江工贸职业技

术学院
钱冬云

浙江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自筹

23 R20140091
基于温州职业教育对经

济增长贡献的研究
2014-07-01 2016-06-30

浙江东方职业技

术学院
熊庆如 其他部门 自筹

24 R20140092

小组社会工作介入精神

疾病患者社交能力康复

的成效研究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市第七人民

医院（温州市精

神病院）

陈亚林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5 R20140093
地方高校构建高层次人

才培养创新模式研究
2014-08-01 2016-07-31 温州医科大学 邵凯隽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6 R20140094

基于作业成本信息的成

本加成定价策略在温州

民企的应用研究

2014-7-1 2016-06-30
浙江东方职业技

术学院
林慧 其他部门 自筹

27 R20140095

提高温州大学生电子商

务创业成功率的策略研

究

2014-05-26 2016-06-30
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
周剑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自筹

28 R20140096

对构建温州检验检测认

证市场新体系的可行性

研究

2014-06-20 2016-06-30
温州市质量技术

监督检测院
余建明

温州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
自筹

29 R20140097

温州创新型城市建设

——以温州民营企业创

新能力为例

2014-07-17 2016-09-16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季绍斌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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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R20140098

文化创意产业崛起背景

下温州高职院校创业教

育模式转型研究

2014-06-29 2016-06-30
浙江东方职业技

术学院
张七妹

浙江东方职业

技术学院
自筹

31 R20140099

温州市某综合医院儿童

专科医院护理人员职业

压力与工作投入的现状

调查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育英

儿童医院

贾晓慧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32 R20140100
ESP 视阈下高职英语教

师专业发展途径研究
2014-06-19 2016-06-30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杨爱美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33 R20140101

信息化环境下微课在专

业技能课堂中的应用研

究‐‐以电气自动化专业

为例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科技职业学

院
金玉叶

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
自筹

34 R20140102

温州地区基层医务人员

心肺复苏适宜技术推广

前后对比

2014-03-15 2016-12-31 温州市急救中心 金晓胜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35 R20140103
教育部核准的大学章程

研究
2014-06-19 2016-06-30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刘崇锤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36 R20140104

手术室即时通讯软件在

提高护理细节管理中的

应用

2014-1-1 2016-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郭晓丽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37 R20140105
股市星期效应及其影响

因素的实证研究
2014-06-01 2016-06-30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陈煦煦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38 R20140106

基于职业素质培养视角

的高职院校社会实践体

系构建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吴冰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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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R20140107

温州经济模式下商务英

语人才需求及培养策略

研究

2014-06-18 2016-06-30 温州大学 朱瑜 温州大学 自筹

40 R20140108
普通中学设立 “活体图

书馆”的探索
2014-07-01 2016-06-30 瑞安市第十中学 郑丽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41 R20140109
论循证护理在神经外科

手术中的研究和实践
2014-01-01 2016-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刘爽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42 R20140110

SoLoMo 微信营销视域下

的高校师生互动平台研

究

2014-09-01 2016-06-30
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
杨晶晶

温州职业技术

学院
自筹

五、医疗卫生项目

1 Y20140216

趋化因子CXCL17在胃癌

淋巴转移组织中的表达

及其体内外生物学效应

分析

2014-08-15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基

础医学院
林刻智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 Y20140217

负载姜黄素类似物 WZ35

的纳米新制剂体外抗胃

癌活性研究

2015-01-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 陈通克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3 Y20140218

铅暴露对胚胎神经发育

相关miRNAs表达影响及

机制研究

2014-01-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 黄陈平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4 Y20140219

滋阴抑亢调冲汤对卵巢

过度刺激综合征模型大

鼠的影响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中山医院 孙永忠
温州医科大

学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5 Y20140220

电针对P2X4受体介导神

经病理性疼痛的作用及

机理研究

2014-07-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高丽萍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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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Y20140221

电针对 CCI 大鼠脊髓

BDNF-TrkB 信号传导通

路的影响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屠文展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7 Y20140222

补肾化痰祛瘀法治疗轻

度认知功能障碍 （肾虚

痰瘀型）的临床疗效观

察

2014-06-01 2017-06-30 温州市中医院 陈克龙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8 Y20140223
山豆根对大鼠CYP450酶

的影响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蔡进章

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

医院、温州医

科大学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9 Y20140224

金雀异黄酮对伊伐布雷

定代谢的影响及其机制

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黄成坷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0 Y20140225
SyK 和 HGF 在乳腺癌中

表达及研究
2014-06-01 2017-06-30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庄晓苹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1 Y20140226
特定穴推拿治疗小儿外

感发热的应用研究
2014-10-01 2016-12-31 温州市中心医院 娄冉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2 Y20140227

安抽颗粒剂联合硫必利

治疗儿童Tourette综合

征疗效观察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王爱敏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3 Y20140228

耳穴贴压联合体穴按压

在IVF-ET经阴道穿刺取

卵术中镇痛、镇静疗效

的研究

2014-07-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滕依丽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
12

—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开始日期 完成日期 承担单位
项目
负责人

参加单位 归口管理部门
安排
经费

14 Y20140229

垂盆草提取物诱导巨噬

细胞极化改善胰腺炎的

机制研究

2014-07-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叶冬青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5 Y20140230

葡萄籽原花青素对大鼠

低氧性肺动脉高压的作

用和机制

2014-07-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 袁琳波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6 Y20140231

耳穴综合疗法对 2 型糖

尿病患者血糖及生存质

量的影响研究

2014-11-01 2017-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钱拉拉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7 Y20140232

非三伏天不同强度穴位

敷贴治疗过敏性鼻炎的

临床研究

2014-07-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庄进飞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8 Y20140233

黄芪注射液对氨茶碱和

多索茶碱在大鼠体内药

动学的影响

2014-05-07 2016-12-31 温州市人民医院 王海芸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9 Y20140234
龙血竭修复糖尿病溃疡

创面作用机制研究
2014-07-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周伶俐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0 Y20140235
香菇多糖对大鼠 CYP450

酶的调节作用研究
2014-07-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黄爱芳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1 Y20140236
浙江钩藤的质量及其影

响因素研究
2014-07-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林崇良

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

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2 Y20140237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快速

检测中药饮片中黄曲霉

毒素 B1 的研究

2014-04-01 2016-06-30 温州市中医院 林方芬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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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Y20140238

小儿咳喘汤治疗过敏性

咳嗽对白三烯水平的影

响

2014-01-01 2015-12-31 乐清市中医院 王建敏
温州市中医

院
乐清市科技局 自筹

24 Y20140239
抗抑郁药结合心理疗法

对产后抑郁症的影响
2015-01-01 2016-12-31 温州康宁医院 叶凤珍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5 Y20140240

中药内服外敷结合乳腺

治疗仪及乳腺按摩治疗

哺乳期急性乳腺炎早期

临床研究

2014-04-01 2016-06-30 温州市人民医院 朱雪琼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6 Y20140241
顺息汤治疗儿童腺样体

肥大的临床研究
2014-01-01 2015-12-31 瑞安市人民医院 叶剑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7 Y20140242

先天性巨细胞病毒感染

患 儿 连 接 蛋 白

Connexin26 基因表达研

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林海龙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8 Y20140243

雷帕霉素对卵黄囊瘤细

胞生长增殖的影响及机

制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林孝坤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9 Y20140244

乌司他丁对百草枯诱导

HK-2 细胞凋亡的保护作

用及机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卢中秋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30 Y20140245
非结核分枝杆菌肺病的

临床流行病学研究
2014-06-01 2016-12-31 温州市中心医院 何贵清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31 Y20140246

机械通气模式对呼吸机

相关性膈肌功能障碍影

响的研究

2014-06-01 2017-12-31 温州市人民医院 李钰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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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Y20140247

Galectin-1 在儿童颞叶

癫痫认知损害机制中的

新作用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李秀翠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33 Y20140248

PI-3K/AKT/mTOR 通路在

卵黄囊瘤缺营养自噬过

程中的调控作用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陈聪德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34 Y20140249
丁酸钠对肠屏障的效应

及 JNK 通路的作用研究
2014-08-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戴丽娜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35 Y20140250

氧化应激在A2aR基因敲

除鼠硬皮病相关间质性

肺炎形成中的作用及积

雪草酸的干预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夏晓茹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36 Y20140251

腹内压监测对危重病人

营养方式选择的指导意

义

2014-05-14 2016-06-30 温州市人民医院 杨宝华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37 Y20140252

MMP-9 C-1562T 基因多

态性与儿童过敏性紫癜

胃肠道、肾脏损伤的关

系

2014-06-01 2016-06-30 苍南县人民医院 方全中 苍南县科技局 自筹

38 Y20140253

Slit2/Robo4 在输血相

关性急性肺损伤模型中

的表达及作用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魏大臻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39 Y20140254

运动平板训练对学龄期

脑瘫患儿粗大运动与步

行速度的影响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市鹿城区人

民医院
陈天聪

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

医院

鹿城区科技局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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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Y20140255

FPGS 基因多态性对儿童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大

剂量甲氨喋呤化疗的影

响

2014-07-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黄珍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41 Y20140256

阿托伐他汀对感染性休

克的干预作用及保护机

制探讨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陈如杰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42 Y20140257

辛伐他汀对急性肝衰竭

大鼠发生内毒素血症

Toll 样受体 4 和 CD14

的影响。

2014-09-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黄瑜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43 Y20140258
中国家长及医务人员发

热认知状况的调查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金佳蕙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44 Y20140259

TREM-1、CD64、PCT 在儿

童脓毒症中的诊断价值

分析

2014-07-01 2015-12-31 瑞安市人民医院 吴亮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45 Y20140260

托莫西汀改善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儿童健康相关

生命质量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李伟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46 Y2014026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

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危险

因素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俞宁宁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47 Y20140262

评估 AKI 患者胱抑素 C、

NGAL 与 IL-18 在连续性

肾脏替代治疗中的价值

2014-06-01 2015-12-31 温州市人民医院 胡明磊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48 Y20140263
温州市儿童家长对手足

口病的认识调查与分析
2015-01-01 2015-12-31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温州市

儿童医院

林克武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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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Y20140264
维生素D对AECOPD患者

的影响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李勇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50 Y20140265

学龄儿童幽门螺杆菌感

染与睡眠障碍的相关性

研究

2014-01-01 2016-12-31 瑞安市人民医院 白植峰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51 Y20140266

血清铁调素、铁蛋白与

儿童代谢综合征的相关

性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罗越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52 Y20140267
住院患儿营养状况护理

评估分析
2014-07-01 2016-12-31 瑞安市人民医院 王晓燕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53 Y20140268

首次热性惊厥患儿复发

的危险因素分析及三级

预防体系构建

2014-06-30 2015-12-31 永嘉县人民医院 鲍晓明 永嘉县科技局 自筹

54 Y20140269

儿童呼吸机相关肺炎病

原学研究及预防措施探

讨

2014-03-20 2015-12-31 瑞安市人民医院 徐旭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55 Y20140270
氯吡格雷抵抗的药物基

因组学研究
2014-07-01 2016-12-31 瑞安市人民医院 林静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56 Y20140271
幽门螺杆菌根除个体化

给药诊断技术的建立
2014-06-01 2016-06-30 瑞安市人民医院 施正超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57 Y20140272

抗苗勒管激素（AMH）对

PCOS 患者卵巢储备及

IVF 结局的预测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陈雅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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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Y20140273

母鼠孕期及哺乳期高脂

饮食对成年子代行为及

学习记忆的影响

2015-01-01 2016-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林源绍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59 Y20140274
血小板微颗粒在颈动脉

粥样硬化的临床研究
2014-06-01 2016-12-31 温州市人民医院 童巧文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60 Y20140275

LTF 基因在胃癌内的表

达及启动子区甲基化相

关性探索

2014-01-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陈旭艳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61 Y20140276
caspase10 与白血病细

胞自噬的关系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育

英儿童医院

郭文坚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62 Y20140277

CCR6/CCL20 信号转导通

路在胃癌组织微环境

Th17/Treg 失衡机制中

的实验研究

2015-01-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林秀清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63 Y20140278

水通道蛋白 4 抗体在视

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和

非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

性疾病的分布及相关性

分析

2015-01-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厉向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64 Y20140279

二肽基肽酶Ⅳ抑制剂在

糖尿病肾病早期对肾脏

的保护作用及相关炎症

因子影响的研究

2014-04-01 2017-06-30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林永强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65 Y20140280

T 细胞亚群及相关细胞

因子谱在 HLH 发病中的

作用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邢超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
18

—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开始日期 完成日期 承担单位
项目
负责人

参加单位 归口管理部门
安排
经费

66 Y20140281

丝氨酸蛋白酶抑制物

SerpinE2 在胃癌转移

中的效应及分子机制研

究

2014-07-01 2015-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吴芳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67 Y20140282

蟾毒灵联合HDAC抑制剂

SAHA 抗多发性骨髓瘤细

胞效应的初步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黄河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68 Y20140283

咪唑克生对体外血脑屏

障模型通透性的影响及

其分子机制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王新施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69 Y20140284

PDE4D 基因多态性与阿

司匹林抵抗、缺血性脑

卒中及分型的相关性研

究

2014-05-01 2017-06-30 瑞安市人民医院 颜志钦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70 Y20140285

运用氢质子磁共振波谱

评价西格列汀治疗 2 型

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

肪肝的疗效及其标准化

操作规范的建立

2014-12-01 2017-12-31
浙江中医药大学

附属温州中医院
郑乐群

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

医院、温州市

第七人民医

院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71 Y20140286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睡

眠质量与心外膜脂肪体

积相关性研究

2014-06-01 2015-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张一帆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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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Y20140287

基于代谢组学方法的穿

心莲内酯治疗急性胰腺

炎相关肾损伤作用机制

研究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邵国建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73 Y20140288

能量代谢治疗对糖尿病

合并冠心病患者预后的

影响

2014-06-01 2015-06-30 瑞安市人民医院 王永光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74 Y20140289

褪黑素对大鼠重症急性

胰腺炎多脏器损伤的信

号通路影响研究

2014-09-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吴建胜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75 Y20140290

三通回血法在中心静脉

置管血液透析患者中的

临床应用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张兰珍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76 Y20140291

探讨神经内科患者发生

医院感染的原因、危险

因素及相关措施

2014-07-01 2016-12-31 温州市人民医院 林萍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77 Y20140292

脑梗塞伴颅内动脉粥样

硬化性狭窄与 apoA1、

apoB 的相关性研究

2015-01-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朱振国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78 Y20140293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中

Livin 基因的表达及其

意义

2014-10-01 2016-12-31 温州市中心医院 周文锦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79 Y20140294
多发性骨髓瘤周围神经

病变的研究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郑翠苹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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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Y20140295

血必净注射液（XBJI）

对大鼠缺氧/复氧心肌

炎性因子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的抑制作

用

2014-06-01 2016-06-30 温州市人民医院 陈玲珑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81 Y20140296

黄芩苷对大鼠心肌缺血

/再灌注损伤的作用及

机制

2014-07-01 2016-12-31
温州瓯海区第二

人民医院
章炳都

温州市瓯海

区第二人民

医院、温州医

科大学

瓯海区科技局 自筹

82 Y20140297
瑞安市健康体检人群蛋

白尿现状流行病学调查
2014-04-01 2017-12-31 瑞安市人民医院 薛增奇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83 Y20140298

浙江省瑞安市维持性血

透患者高血压现况调查

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

2014-06-01 2016-06-30 瑞安市人民医院 陈法东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84 Y20140299

安体舒通治疗终末期肾

病腹膜透析合并心力衰

竭患者疗效和安全性研

究

2014-05-01 2015-06-30 瑞安市人民医院 郑设锋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85 Y20140300

不同剂量叶酸联合 B 族

维生素治疗维持性血透

患者高同型半胱氨酸血

症的效果观察

2014-07-01 2015-12-31 温州市中心医院 刘琦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86 Y20140301

升血小板胶囊对免疫性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

CD4+CD25+Treg 细胞的

影响

2014-06-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何牧卿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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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Y20140302

基于电生理的头针治疗

脑出血的随机、盲针对

照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柯将琼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88 Y20140303
脑卒中偏瘫患者周围神

经传导速度检测分析
2014-06-01 2016-06-30 温州市中医院 胡万华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89 Y20140304

伏立康唑对血液病患者

真菌感染预防治疗的回

顾性研究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章瑜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90 Y20140305

阿托伐他汀强化降脂用

于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疗

效及机制探讨

2014-01-01 2015-12-31 文成县人民医院 田毅 文成县科技局 自筹

91 Y20140306

载脂蛋白 E 基因多态性

与泰顺畲族脑梗死的相

关性研究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市人民医院 杨晓国
泰顺人民医

院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92 Y20140307

凝胶态快速成型技术制

备牙科 ZTA 全瓷基材固

化反应及干燥机理的研

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口腔医院
杨征宇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93 Y20140308

趋化因子 CXCL-14 在子

宫内膜异位症在位内膜

的表达及其与孕激素的

相关性

2015-01-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邹阮敏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94 Y20140309

EGFR 抑制剂逆转子宫内

膜癌化疗耐药及其药理

机制研究

2014-10-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林凤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
22

—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开始日期 完成日期 承担单位
项目
负责人

参加单位 归口管理部门
安排
经费

95 Y20140310

消退素D1对急性肺损伤

肺成纤维细胞增殖、迁

移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朱天琦

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

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96 Y20140311

人参皂苷 Rb1 预处理通

过调节海马 BDNF／TrkB

的表达对急性束缚性应

激大鼠的脑保护研究

2014-06-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郏丹赟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97 Y20140312

瘦素受体在骨质疏松牙

周组织中的表达及其对

牙周健康的作用

2014-10-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口腔医院
郑宝玉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98 Y20140313

宫颈癌调强放射治疗中

小肠受照剂量与 BMI 值

的相关性研究

2014-01-01 2016-12-31 温州市中心医院 陈恩乐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99 Y20140314

腺苷A1受体基因敲除诱

导小鼠癌性骨痛吗啡耐

受模型的构建及鉴定

2015-01-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梁冬冬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00 Y20140315

孕期 PM2.5 暴露对妊娠

期糖尿病大鼠胰岛功能

影响的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刘奕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01 Y20140316

右美托咪定对内毒素诱

导脓毒症大鼠炎症反应

及淋巴细胞凋亡的影响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姬斌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02 Y20140317
常温流动牙胶 ‐新型根

充系统的应用研究
2014-10-01 2017-09-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口腔医院
杜雨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03 Y20140318

小儿短小耳鼻喉科手术

中地氟烷和七氟烷麻醉

后躁动情况比较

2015-01-01 2017-12-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叶雪飞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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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Y20140319

利用噬菌体展示技术筛

选卵巢癌特异性结合短

肽及新的肿瘤标志物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育

英儿童医院

王乐丹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05 Y20140320

姜黄素在子宫内膜癌细

胞中通过激活伴侣蛋白

依赖的 E3 泛素连接酶

CHIP 调控 WT1 基因的表

达

2014-07-01 2017-06-30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金纬纬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06 Y20140321

小剂量右美托咪定抑制

非老年高血压患者全麻

插管反应的非劣效性临

床研究

2014-06-01 2017-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吴柳青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07 Y20140322

吲哚胺 2，3-双加氧酶

(IDO)、5-HT 和 TNF-α

在围产期抑郁症中的关

联研究

2015-01-01 2016-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王宁霏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08 Y20140323

右 美 托 咪 定 抑 制

HMGB1—RAGE—TLRs—N

F-κB 炎症通路对老年

患者术后认知障碍的保

护作用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黄志莲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09 Y20140324
子宫内膜异位症特异性

结合短肽的筛选和鉴定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颜林志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10 Y20140325

调节性 T 细胞在种植体

周围炎患者外周血中的

检测及临床意义

2014-07-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口腔医院
李娜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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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Y20140326

右旋美托咪啶增强局麻

药对坐骨神经的阻滞作

用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市人民医院 胡霞蔚

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

医院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12 Y20140327

P16INK4A、L1 壳蛋白联

合检测在宫颈鳞状上皮

内病变的相关性及应用

价值研究

2014-06-01 2017-06-30 温州市人民医院 潘琼慧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13 Y20140328
线粒体在宫颈癌的相关

性研究
2014-07-01 2017-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李苑艳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14 Y20140329

急性高容量血液稀释对

肝切除手术患者肺换气

功能的影响及可能机制

2015-01-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金建国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15 Y20140330
牙根及根管系统变异性

和对称性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口腔医院
汪敏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16 Y20140331

超声引导下肋下缘腹横

筋膜阻滞平面的量效研

究

2015-01-01 2017-12-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黄葱葱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17 Y20140332

右美托咪定对体外循环

后急性肾损伤早期的保

护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2014-04-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陈菲菲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18 Y20140333

根面沟对下颌第一前磨

牙牙根表面积及根管壁

厚影响的显微 CT 评价

2014-09-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口腔医院
李骏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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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Y20140334

叶酸基因检测对于不明

原因复发性自然流产的

应用价值

2014-01-01 2016-12-31 温州市中心医院 毛郁蕾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20 Y20140335

牙科光固化树脂材料

Vitrebond 的细胞毒性

研究

2014-10-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口腔医院
杜若茜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21 Y20140336

拉玛泽呼吸法对初产妇

选择分娩方式及分娩结

局影响的临床研究

2014-01-01 2016-12-31 温州市中心医院 施展宏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22 Y20140337

艾司洛尔对胸腔镜下肺

癌切除患者免疫功能的

影响

2014-03-15 2016-12-31 瑞安市人民医院 陆斌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123 Y20140338

宫颈扩张球囊及控释地

诺前列酮栓用于足月妊

娠促宫颈成熟及引产的

对比研究

2014-06-01 2016-06-30 瑞安市人民医院 李晓红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124 Y20140339
ACA2 号方防治母儿 ABO

血型不合的临床研究
2014-07-01 2017-06-30 温州市中医院 徐道芬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25 Y20140340

手术时机对肠道手术患

者术后胃肠道功能恢复

的影响及褪黑素的作用

2014-01-01 2016-12-31 温州市中医院 倪剑武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26 Y20140341
基因芯片技术研究流产

胚胎及胎儿染色体畸变
2014-05-19 2016-06-30 温州中心医院 余勤俭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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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Y20140342

儿童含牙囊肿开窗减压

治疗及缺失牙齿功能、

美观修复的研究

2014-07-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口腔医院
余耀辉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28 Y20140343

安氏Ⅱ类 1 分类错颌畸

形前牙转矩角对根尖吸

收影响的临床研究

2014-04-01 2017-12-31 瑞安市人民医院 喻小辉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129 Y20140344
下颌第三磨牙阻生对下

颌牙齿健康的影响
2014-07-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口腔医院
朱莉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30 Y20140345
53BP1 在宫颈癌中的抑

癌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2014-07-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诸海燕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31 Y20140346

右美托咪定计划镇静对

经皮肾镜手术病人术后

肾功能的影响及炎性机

制

2015-01-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胡正杨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32 Y20140347

孕期高危型人乳头状瘤

病毒感染（HR-HPV）与

子痫前期的相关性研究

2014-06-01 2016-06-30 瑞安市人民医院 温海燕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133 Y20140348

CBCT 对连续波热垂直加

压法根管充填的临床疗

效研究

2014-09-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口腔医院
吕汉孝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34 Y20140349

经皮穴位电刺激预处理

预防丙泊酚注射痛的研

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黄陆平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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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Y20140350

右美托咪啶对下肢手术

神经阻滞麻醉下止血带

不良反应及临床效果的

影响

2014-12-01 2016-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周日永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36 Y20140351

温州农村糖尿病患者的

牙周状况和牙周保健认

知调查研究

2014-07-01 2015-06-30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厉彬曙

乐清市第六

人民医院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37 Y20140352
基因治疗视网膜变性时

机选择的实验研究
2015-01-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眼视光医院
戴旭锋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38 Y20140353

Footscan 足底压力步态

分析系统对Lisfranc关

节损伤患者术后疗效的

评价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洪建军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39 Y20140354

食管癌放射治疗相关死

亡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

析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张薛榜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40 Y20140355

腺相关病毒载体介导的

基因疗法与丙戊酸抗凋

亡联合治疗视网膜变性

疾病的新途径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医科大学眼

视光学院
张华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41 Y20140356

p85a 影响小鼠大脑皮层

神经元迁移的分子机制

研究

2014-06-01 2016-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眼视光医院
陈林华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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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Y20140357
小鼠碱烧伤角膜新生血

管microRNA表达谱分析
2014-07-01 2015-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眼视光医院
丁阳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43 Y20140358

ABCA4 基因在中国视网

膜素色变性患者中的基

因筛查

2015-01-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眼视光医院
黄秀峰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44 Y20140359
异氟烷对SD幼鼠神经干

细胞中GABA影响的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郑丽丹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45 Y20140360
莱菔硫烷协同氯化锂治

疗创伤性脑损伤的研究
2014-07-01 2015-06-30 瑞安市人民医院 王朝晖

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146 Y20140361

Embosphere 微 球

（100-300μm）栓塞治

疗肝癌的实验及临床研

究

2014-07-01 2016-12-31 瑞安市人民医院 朱国庆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147 Y20140362

术中下肢伸膝屈髋位椎

管内腰神经根移动距离

的相关研究

2014-04-28 2016-12-31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郑志荣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48 Y20140363

转录因子 FOXP1 在小鼠

大脑皮层神经元辐射迁

移过程中的作用及机制

探索

2014-07-01 2015-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眼视光医院
李雪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49 Y20140364

KYT0353 调节 LAT-1 活

性对 GISTs 细胞系增殖

凋亡的影响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董千铜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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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Y20140365

腰椎骨折脱位椎弓根钉

系统固定法的三维有限

元分析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闫广奎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51 Y20140366

p120ctn 的表达方式在

食管癌中的生物学作用

及其临床意义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李刚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52 Y20140367

NHE-1 和 V-ATPase 在胃

癌中表达及临床意义的

研究

2014-06-30 2016-06-30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顾叶春

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

医院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53 Y20140368

治疗性绷带式硅水凝胶

隐形眼镜对 Sjogren 综

合征所致重度干眼的疗

效评价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眼视光医院
李锦阳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54 Y20140369

HIF-1α和 RBM3 在胃癌

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

意义研究

2014-06-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张维建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55 Y20140370

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对高

血压大鼠阴茎海绵体平

滑肌细胞表型转化影响

的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叶挺宇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56 Y20140371

EGFR-TKI 联合 Ki-67 抗

原在局部晚期肺腺癌脑

转移中放射治疗中的应

用研究

2014-06-01 2015-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翁欣然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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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Y20140372

EGFR 通路阻断联合氟尿

嘧啶对直肠癌放疗敏感

性影响的实验研究

2014-06-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左志贵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58 Y20140373
单源双能CT测痛风石变

化评定疗效的初步研究
2014-07-01 2017-06-30 瑞安市人民医院 陈圣华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159 Y20140374
不同移植物重建前臂骨

间膜的生物力学研究
2014-06-30 2017-06-30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苏嘉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60 Y20140375

I3C 诱导人喉癌细胞凋

亡中PI3K/AKT信号通路

的作用机制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刘学军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61 Y20140376
儿童斜视患者生存质量

的研究
2014-07-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眼视光医院
许梅萍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62 Y20140377

非侵入式泪膜破裂时

间 、 泪 河 高 度 和

McMonnies 问卷在干眼

诊断中的应用

2014-07-01 2015-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眼视光医院
李军花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63 Y20140378

老年性骨质疏松症患者

体质辨证的临床量化性

研究

2014-07-01 2016-12-31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戴寿旺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64 Y20140379

内分泌腺来源的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在脊柱转移

性肿瘤中的表达研究

2014-06-30 2016-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陈学武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65 Y20140380

杨梅黄酮对人皮肤成纤

维细胞增殖及胶原合成

的影响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市人民医院 谢璟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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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Y20140381

不同复苏方案对烧伤休

克期肾功能影响的实验

研究

2014-07-01 2016-06-30 瑞安市人民医院 苏国良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167 Y20140382

低压组合式输尿管半软

镜逆行治疗肾盂结石的

研究

2014-09-01 2016-12-31 温州市人民医院 黄来剑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68 Y20140383
泡沫敷料对渗液作用性

能的实验研究
2014-07-01 2016-06-30 瑞安市人民医院 夏时春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169 Y20140384

HOXD10 和 miR-10b 在大

肠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

意义

2014-06-01 2016-06-30 瑞安市人民医院 余铭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170 Y20140385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

通气综合症患者血清

NUCB2/nesfatin-1 与脂

代谢、胰岛素抵抗的相

关性研究

2014-06-01 2017-06-30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郑国君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71 Y20140386
TIP30 在膀胱癌中生物

学作用的研究
2014-09-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李叶平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72 Y20140387

丹参酮ⅡA 对胰腺癌化

疗敏感性的影响及其机

制的研究

2014-09-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刘海斌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73 Y20140388

圆锥角膜患者配戴硬性

透气性角膜接触镜后视

觉相关生活质量的研究

2015-01-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眼视光医院
余利华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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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Y20140389

亮氨酸肠内营养对肝部

分切除大鼠肝再生的影

响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林建华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75 Y20140390

血清 Dnase、 sRAGE、

VEGF、LDH 对肝癌 TACE

术后近期疗效评估的价

值及意义

2014-07-01 2016-12-31 瑞安市人民医院 虞希祥

同济大学附

属第十人民

医院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176 Y20140391

纳米碳淋巴示踪在结直

肠癌淋巴结清扫中的应

用研究

2012-06-01 2015-06-30 文成县人民医院 叶光 文成县科技局 自筹

177 Y20140392
超声生物显微镜在翼状

胬肉手术的应用
2014-01-01 2015-12-31 苍南县人民医院 华峰 苍南县科技局 自筹

178 Y20140393

调节幅度主观、客观测

量方法间的比较及重复

性分析

2014-07-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眼视光医院
陈云云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79 Y20140394

内脂素血浆浓度和组织

表达状况与结直肠癌相

关性研究

2014-01-01 2017-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李霄阳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80 Y20140395

肘关节镜结合小切口开

放清理修补术根治顽固

性网球肘

2014-03-01 2015-12-31 瑞安市人民医院 李琪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181 Y20140396

OQAS 评估正常角膜、亚

临床圆锥角膜及圆锥角

膜眼光学视觉质量和光

散射量的临床研究

2014-09-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眼视光医院
张佳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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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Y20140397

完全胸腔镜下肺叶切除

加纵隔淋巴结清扫术治

疗早中期肺癌

2014-07-01 2016-12-31 温州市人民医院 吕振业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83 Y20140398

“拖线、药线引流”综

合疗法治疗马蹄型肛周

脓肿的临床研究

2014-07-01 2015-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黄河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184 Y20140399

基于静息态磁共振成像

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

童脑网络特征及DA能危

险基因相关研究

2014-07-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杨闯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85 Y20140400

MR 动态增强扫描及其定

量数据对子宫内膜病变

鉴别诊断的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陈裕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86 Y20140401

CdSe/ZnS 量子点免疫标

记法快速检测 O157:H7

大肠埃希菌的方法学研

究

2014-07-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陈栎江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87 Y20140402

不同活化亚型的巨噬细

胞在肾损伤过程中的作

用及功能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吴莲凤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88 Y20140403

开展温州地区甲型血友

病家系的单体型连锁基

因诊断及生育指导

2015-01-01 2016-12-31
温州市计划生育

宣传技术指导站
郑天津

温州医科大

学
其他部门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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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Y20140404

利用磁敏感加权成像技

术检测脑内微出血并探

讨与脑血管病危险因素

之间的关系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周忠洁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90 Y20140405

低剂量对比剂MSCT扫描

及后处理在腹部外伤中

的应用

2014-02-01 2016-06-30 乐清市人民医院 王旭荣 乐清市科技局 自筹

191 Y20140406

超声引导下聚桂醇在治

疗卵巢巧克力囊肿中的

应用研究

2014-07-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宋樟伟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92 Y20140407

温州地区心肌梗死患者

染色体9p21基因和凝血

因子Ⅻ基因多态性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刘媚娜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93 Y20140408

凝血因子Ⅻ C46T 基因

多态性在血栓形成所致

复发性流产中的作用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金艳慧

温州市人民

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94 Y20140409

双低剂量扫描方案联合

第四代双空间多模型高

级 迭 代 重 建 技 术

(iDose4)在 256 层 iCT

下肢血管成像中的应用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陈博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95 Y20140410
温州地区肺炎支原体耐

药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余坚

温州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

心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96 Y20140411
肾脏损伤标记物NGAL试

剂盒研制及方法学评价
2014-07-01 2016-12-31 瑞安市中医院 洪建国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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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Y20140412
基于 MRI 评估腹型肥胖

对腰椎间盘突出的风险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杨丽丽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98 Y20140413

成人臂丛根性损伤早期

MRI（3.0T）不同时间点

信号特征及临床意义

2014-07-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王溯源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199 Y20140414

不伴有 t(15;17)易位的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PML/RARα融合基因的

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陈慧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00 Y20140415

三维超声多参数对剖宫

产后切口憩室与异常子

宫出血的相关性评价

2014-07-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兰莉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01 Y20140416

糖化白蛋白和性激素结

合球蛋白联合检测在妊

娠期糖尿病筛查中的应

用

2014-07-01 2016-06-30 瑞安市人民医院 陈洪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02 Y20140417

脊柱颈胸段前方手术入

路重要解剖结构螺旋 CT

三维重建、测量及其临

床意义的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林旭波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03 Y20140418
社交恐惧症的非药物治

疗疗效评估
2014-07-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林子江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04 Y20140419
水溶性壳聚糖体外抑菌

活性研究
2014-07-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徐春泉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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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Y20140420

N400、P50 在解决脑外伤

后精神损伤鉴定难点及

关键技术的研究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市第七人民

医院
陈素玲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6 Y20140421

早发型和晚发型酒依赖

患者氧化应激、炎性标

志物及 MnSOD 基因型多

态性对照研究

2014-06-01 2016-12-31 温州康宁医院 刘林晶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7 Y20140422

温州市沙门菌 MFS 外排

泵耐药基因的分布及其

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研究

2014-01-01 2016-06-30
温州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钭慧芬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8 Y20140423
磁共振成像在肝癌热消

融术后的评估价值研究
2014-05-01 2017-06-30 温州市人民医院 吴海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09 Y20140424

温州地区食源性疾病流

行病学特征及危险因素

研究

2014-04-01 2016-06-30
温州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林丹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10 Y20140425
温州市健康人群百日

咳、白喉抗体水平监测
2014-05-01 2015-06-30

温州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王志刚

浙江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

心、乐清市疾

病预防控制

中心、平阳县

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苍南

县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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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Y20140426

棕榈酸帕利哌酮联合认

知行为干预对精神分裂

症患者预防复发的临床

研究

2014-05-01 2016-12-31 温州康宁医院 唐伟
温州医科大

学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12 Y20140427
冠状动脉钙化积分的临

床应用价值
2014-07-01 2015-06-30 永嘉县人民医院 谢益兵

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

医院

永嘉县科技局 自筹

213 Y20140428

经直肠超声弹性成像鉴

别前列腺良恶性结节的

研究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夏永升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14 Y20140429
基于模拟肺的比例辅助

通气呼吸力学研究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陈维波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15 Y20140430

超声造影定量分析在胡

桃夹综合征评估中应用

的研究

2014-05-01 2015-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柳刚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16 Y20140431
遗传性凝血因子XI缺陷

症的分子机制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舒旷怡

温州市人民

医院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17 Y20140432

磁共振T2-mapping成像

技术在发现及预测肥胖

者腰椎间盘早期退变的

价值研究

2014-02-01 2015-06-30 温州市中医院 吴加满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18 Y20140433

鼻前软组织厚度产前筛

查 Down syndrom 的临床

价值研究

2014-09-01 2016-05-31 温州市中心医院 白莉莉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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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Y20140434

磁共振全身弥散加权成

像结合表观弥散系数在

肿瘤患者随访中的应用

研究

2014-07-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吴爱琴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20 Y20140435

男男同性恋（MSM）人群

HIV 感染情况及影响因

素研究

2014-07-01 2016-06-30
鹿城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赵东设 鹿城区科技局 自筹

221 Y20140436

基于流程管理和图像识

别的临床微生物实验室

数据有效性识别专家系

统的开发研究

2014-09-01 2016-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乐清医院
林雪峰 乐清市科技局 自筹

222 Y20140437
社区管理治疗对精神分

裂症患者预后的影响
2014-01-01 2015-12-31

温州市第七人民

医院
黄建杰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23 Y20140438
网织红细胞系列参数在

贫血待查中的诊断价值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李绵绵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24 Y20140439

MR 快速成像技术在胎儿

唇裂与唇腭裂的临床应

用

2014-05-01 2017-12-31 温州市中心医院 黄崇权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25 Y20140440

超声造影在类风湿关节

炎腕关节炎活动期病变

诊断价值的研究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邵克忠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26 Y20140441

动态增强下 CT 曲面重

建、MRCP 对胰腺导管内

乳头状粘液性肿瘤良恶

性判断的应用价值及对

比分析

2014-06-01 2017-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陈雀芦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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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Y20140442

基于居家养老平台的中

老年人营养干预和评价

模式的探索研究

2014-07-01 2017-06-30
温州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王黎荔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28 Y20140443

下颌磨牙区解剖多层螺

旋CT-MPR检测及价值探

讨

2014-04-01 2017-12-31 瑞安市人民医院 陈金春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29 Y20140444

除锈剂、除垢剂、超声

清洗机联合应用清洗医

疗器械的效果评价

2014-06-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周慧芬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30 Y20140445
乳房穴位按摩对乳腺疏

通的临床研究
2014-05-01 2015-06-30 温州市人民医院 何璐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31 Y20140446
出院后护理干预对早产

儿生长发育的影响
2014-05-15 2016-06-30 瑞安市人民医院 张银平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32 Y20140447

家长参与式护理模式在

早产儿生长发育中的应

用价值研究

2014-01-01 2016-12-31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王勉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33 Y20140448
孕期体重增长与双胎妊

娠围产风险的关系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虞慧君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34 Y20140449
信息化管理在护理临床

教学评价中的应用
2014-06-2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杨徐静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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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Y20140450
医院悬挂式输液架细菌

污染的情况调查
2014-06-10 2015-12-31

温州市龙湾区第

一人民医院
季玉翠

瓯海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

心、温州市中

心医院、温州

市中西结合

医院、永嘉县

人民医院

龙湾区科技局 自筹

236 Y20140451
PCA 在创伤骨科“无痛病

房”创建中的应用研究
2015-01-01 2016-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赖红燕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37 Y20140452

穴位按摩配合呼吸功能

锻炼对COPD稳定期患者

肺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

响研究

2014-03-01 2016-12-31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郭秀婷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38 Y20140453

父母陪伴对减少围手术

期学龄前儿童焦虑的研

究

2014-07-01 2015-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谷迪丹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39 Y20140454

预先血常规和 CRP 检验

在儿童门急诊流程优化

中的价值

2014-07-01 2017-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陈娟弟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40 Y20140455

耐多药肺结核病患者家

庭成员传递式教育的应

用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李慧秀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41 Y20140456
大黄敷脐预防便秘提高

断指再植成活率的研究
2014-06-30 2015-12-31 温州市中医院 林叶艳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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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Y20140457

针尖防护装置系统在感

染科护理实践中的管理

研究

2014-06-07 2016-06-30 温州市中心医院 留晓静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43 Y20140458
母婴床旁沐浴、抚触的

临床应用研究
2014-07-01 2016-12-31 温州市人民医院 罗隽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44 Y20140459

一对一导师制在儿科新

护士独立上岗前的应用

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张凤飞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45 Y20140460

个性化愉悦因子输入对

诱导期血液透析患者情

绪状态的临床研究

2014-07-01 2016-12-31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黄赛赛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46 Y20140461

心理干预对梗阻性无精

症患者辅助生殖中的临

床疗效观察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黄朝霞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47 Y20140462

大黄脐敷联合天枢穴点

按在癌性疼痛便秘中应

用效果的研究

2014-06-19 2016-06-30 温州市中医院 金红露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48 Y20140463

银离子抗菌敷料在外伤

感染伤口中的应用与研

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夏炜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49 Y20140464

足底穴位按摩配合中药

穴位贴缓解维持性血液

透析患者口渴的临床研

究

2014-10-01 2016-12-31
温州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
余晓玲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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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Y20140465

手指按压法预防颈外静

脉置管时导管异位、送

管困难的应用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周欣华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51 Y20140466

延续性护理模式对提高

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的

研究

2014-07-01 2015-12-31 温州康宁医院 杨杰妹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52 Y20140467

综合康复护理小组对脑

梗死恢复期生活质量影

响的临床观察

2014-03-01 2016-06-30 温州市人民医院 夏美杏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53 Y20140468
酒精性肝硬化患者分类

护理干预的临床研究
2014-10-01 2016-06-30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林秀丽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54 Y20140469

儿童经支气管针吸活检

术护理临床路径的应用

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王丽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255 Y20140470
县级医院护理人员病人

安全文化调查及分析
2014-03-27 2016-06-30 平阳县人民医院 林小平 平阳县科技局 自筹

256 Y20140471

品管圈活动在慢性衰退

期精神病人护理质量管

理中的应用

2014-06-01 2015-12-31 温州康宁医院 吴丽媛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57 Y20140472
华生关怀理论对慢性精

神分裂症患者
2014-07-01 2016-06-30 温州康宁医院 王颖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258 Y20140473

液囊空肠管对降低卒中

相关性肺炎发生率影响

的临床研究

2014-04-01 2016-06-30 温州市人民医院 辜娜 温州市卫生局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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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Y20140474

肠内营养治疗智障儿童

肠系膜上动脉压迫综合

征的临床应用

2014-05-04 2015-06-30
温州市儿童福利

院
潘燕蕊 温州市民政局 自筹

260 Y20140475

元认知心理干预对白血

病患儿家长心理症状的

效果研究

2014-07-01 2017-12-31 瑞安市人民医院 倪小香 瑞安市科技局 自筹

261 Y20140476

下肢动脉硬化性闭塞症

患者抑郁状况调查及影

响因素研究

2015-01-01 2017-12-31
温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
戴慧芳 温州医科大学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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