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2020 年度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名单 
 

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 

一等奖（9 项） 

KJ-2020-1-1 

基于脏痿的病证结合防治慢

性肾脏疾病中医诊疗技术研

发与临床应用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

医院、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广西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成都医学院 

樊均明、谢席胜、王

丽、张琼、沈宏春、毛

楠、文集、谭睿陟、孟

立锋、王少清、李飞

燕、胡琼丹、马欣、赵

冶 

KJ-2020-1-2 
中药配方颗粒全产业链关键

技术示范及成果转化 

四川新绿色药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成都宇亨智能

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成都

中医药大学 

周厚成、胡昌江、周

翔、杨明、李敏、周巧

敏、夏厚林、曾佑岗、

陈志敏、杨丽 

KJ-2020-1-3 

智能生产模式及集成检测体

系在中药配方颗粒中的创新

应用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东

省中医药工程技术研究

院） 

程学仁、魏梅、孙冬

梅、毕晓黎、陈向东、

刘燎原、罗文汇、李定

发、毛福林、梁志毅 

KJ-2020-1-4 

基于循证医学的血必净注射

液治疗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

临床研究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

院、《中华危重病急救医

学》杂志社、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直门医院、天津中

医药大学、北京大学临床

研究所 

姚小青、白春学、宋元

林、宋振举、李志军、

李银平、王东强、商洪

才、刘岩、张俊华、郑

文科、姚晨、阎小妍、

刘斯、冯志乔 

KJ-2020-1-5 

“薏仁香荷膏”祛湿健脾功

效的作用机制及其产业化研

究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

所、中国农业大学、河北

中医学院 

董峰、许文涛、方朝

义、王世平、黄昆仑、

郭明璋、贺晓云、李建

斌、董岳阳 

KJ-2020-1-6 
从医院到社区的中西医结合

心脏康复连续性服务模式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

院 

李瑞杰、姜红岩、王彦

辉、耿敖、张璇 

KJ-2020-1-7 

“燕京韦氏眼科”学术传承

经验治疗视神经萎缩的临床

和基础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韦企平、周剑、孙艳

红、廖良、夏燕婷、闫

晓玲、苏艳、曹京源、

郝美玲 



KJ-2020-1-8 
石氏伤科诊治筋骨病损核心

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

医院、厦门中药厂有限公

司 

石印玉、詹红生、石

瑛、赵咏芳、曹月龙、

墙世发、郭海玲、庞

坚、王翔、陈元川、关

斌、郑昱新、陈博、杜

炯、杜国庆 

KJ-2020-1-9 

基于性效关联特点的中药药

性与配伍规律科学表征的研

究与应用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陕西中医药大学、云

南中医药大学、空军军医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陕西健民

制药有限公司、陕西康惠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摩美

德气血和制药有限公司 

卫培峰、缪峰、高峰、

俞捷、杨锋、李敏、欧

莉、刘继平、牟菲、焦

晨莉、郭俊京、王延

龄、毛鹏、郝红梅、董

泰玮 

二等奖（31 项） 

KJ-2020-2-1 

基于 Stim1/Orai1 复合体钙

离子通道和 IK1 通道亚型探

索活血安心方治疗冠心病机

制研究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

院、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

周浦医院、北京中医药大

学 

李海霞、赵志宏、马先

林、楚军民、王娟、陈

寅萤、张颖、刘宗建、

潘菊华、柳钰书、于欣 

KJ-2020-2-2 

基于脾肾-肌骨-线粒体理论

研究骨质疏松症的发病机制

和中药作用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 

黄宏兴、万雷、黄红、

张志海、李颖、柴生

颋、王广伟、柴爽、马

江涛、黄佳纯、林燕平 

KJ-2020-2-3 
乳腺增生症的治则治法、中

成药及外治法的研究与应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

医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

房山医院 

张董晓、裴晓华、付

娜、东浩、黄巧、赵文

洁、孙宇建、高畅、李

书琪 

KJ-2020-2-4 
郑氏伤科在运动性伤病防控

中的应用 
四川省骨科医院 

沈海、虞亚明、罗小

兵、涂禾、戴国钢、张

鑫、张挥武、路怀民、

马建、刘波、周文琪、

何栩、高丕明 

KJ-2020-2-5 
平乐郭氏正骨传统药物临床

应用规律研究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

南省骨科医院） 

张虹、孟璐、申晟、王

丹丹、马依林、秦娜、

杨洸、韩志、刘培建、

庞浩杰、罗石任、李宏

九、王昭 

KJ-2020-2-6 
理冲汤调控血管生成微环境

抑制子宫肌瘤的分子机制 
首都医科大学 

李冬华、钱睿亚、许

昕、刘宇、韩虹娟、张

武芳、朱丽娟、陈超、

高丽芳、邱甜甜 

KJ-2020-2-7 
中医外用制剂传承创新的临

床及转化研究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南

京理工大学 

王培民、马勇、茆军、

张农山、高志山、邢润

麟、黄正泉、张立、梅



伟、丁亮、殷松江 

KJ-2020-2-8 
复方藤芷膏防治化疗性静脉

炎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杨晋田、王晞星、刘丽

坤、李宜放、戴筱杰、

吴人杰、许二凤、李跃

华 

KJ-2020-2-9 
溃结安康汤治疗溃疡性结肠

炎的疗效评价及临床研究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 

柳越冬、陶弘武、彭

华、孟宪生、田振国、

许博佳、张威、于永

铎、赵仑、郝帅、李

楠、张晓明、臧思源、

林亚南 

KJ-2020-2-10 
基于“调气治神”理念的针

刺围手术期快速康复应用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

医院 

沈卫东、马文、宋建

刚、池浩、童秋瑜、李

一婧、高垣、雍玥、张

治军、黄建平、 

傅国强、王观涛、李嘉 

KJ-2020-2-11 
分期针刺技术在中风病中的

应用与推广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东

省中医药工程技术研究

院） 

刘悦、王俊华、陆彦

青、范德辉、黄凡、苏

美意、李敏、邝伟川、

刘通 

KJ-2020-2-12 
广西桂派手法治疗骨伤疾病

的传承与应用推广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唐宏亮、韦贵康、庞

军、徐光耀、何育风、

王开龙、黄锦军、卢栋

明、梁英业、甘炜、廖

文彦、莫巧明、傅剑

萍、农章嵩、甘振宝 

KJ-2020-2-13 

院内制剂质量标准体系建设

及伤科黄水院内制剂的示范

性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国药集团

德众（佛山）药业有限公

司、广州中医药大学 

李子鸿、李怀国、郑芳

昊、何宝凝、刘东文、

刘效仿、陈韵姿、冼少

华、詹若挺、陈淑映、

严萍、潘见欢、梁秀

清、杨波、谭敏秀 

KJ-2020-2-14 

名老中医经验方心复力颗粒

防治慢性心衰的作用机制和

应用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马丽红、李志远、郭彩

霞、闫思雨、马杰、梁

晓鹏、陆培培、沈启

明、兰玥、苏燕妮、郭

轩彤、焦增绵、张瑞

华、周宪梁  

KJ-2020-2-15 
阳虚体质辨识调理技术体系

的创建与临床应用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国

润九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李英帅、王琦、倪诚、

姚实林、李玲孺、郑燕

飞、王济、侯淑涓、张

惠敏、颜建国、俞若

熙、姚海强、张妍、白



明华 

KJ-2020-2-16 
加速康复外科的中医药集成

技术体系的建立及应用 

浙江大学丽水医院（丽水

市中心医院）、丽水学院

（浙江省丽水中药产业技

术创新服务平台）、景宁畲

族自治县善朴堂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徐宏涛、邵初晓、雷伟

武、孙倩、肖建中、王

传光 

KJ-2020-2-17 

中药复方养荣润肠舒对慢传

输型便秘大鼠的治疗作用机

理研究 

辽宁中医药大学 张虹玺 

KJ-2020-2-18 

基于“以皮治皮”理论探讨

痤疮治疗的基础研究及临床

推广应用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仁济医院、南方医

科学中西医结合医院 

朱明芳、鞠强、杨柳

(男)、魏露、吴淑辉、

杨柳、杨逸旋、张曦、

刘银格、刘娟 

KJ-2020-2-19 
中医药诊治青光眼的基础与

临床系列研究及推广应用 

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

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湖南湘雅制药有限公司 

彭清华、蒋幼芹、彭

俊、姚小磊、江冰、张

丽霞、谭涵宇、李文

娟、周亚莎、喻娟、龙

达、曾志成、李建超、

欧阳云、刘艳 

KJ-2020-2-20 

中医药防治慢性萎缩性胃炎

的证治规律与临床基础研究

及推广应用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

医院、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

医院、海南省中医院、广东

省中山市中医院、广东省清

远市中医院、广东省深圳市

宝安区中医院 

刘凤斌、魏玮、李培

武、周应生、潘静琳、

符滨、汪雪琦、文艺、

陈卓群、程宏辉、侯政

昆、庄昆海、杨云英、

刘洪 

KJ-2020-2-21 
基于华蟾素抗肿瘤创新机制

的应用推广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大连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大连市第五人民

医院、大连市友谊医院 

崔晓楠、刘基巍、周

涛、唐淑红、孙秀华、

冯燕、王刚、班丽英、

赵翌、张春霞、李佳、

田莉莉、董岩、李颖、

武远航 

KJ-2020-2-22 

慢性顽固性便秘的发病机理

研究及综合诊疗方案的临床

应用与推广 

成都肛肠专科医院 

杨向东、魏雨、贺平、

蓝海波、骆春梅、宋崇

林、敖天、汪丽娜、胡

晔、袁学刚 

KJ-2020-2-23 

膀胱尿路上皮癌相关敏感基

因筛选及中医药靶向治疗创

新研究 

徐州医科大学徐州临床学

院 

韩从辉、郝林、史振

铎、庞昆、张培影、董

洋、贡震、贺厚光、周

荣升、朱广远、庞慧、

李睿、吕茜、王秀力、

刘颖 



KJ-2020-2-24 
出口梗阻性便秘三联征与三

联术的临床应用 

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

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 

韩宝、徐慧岩、李国

栋、张燕生、曹科、周

振东、魏笑、李倩蕾、

刘芳、盛贵仁、姜莎

莎、张东 

KJ-2020-2-25 
围绝经期抑郁症中医临床治

疗方案优化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

院 

许凤全、许琳洁、郑

瑀、施蕾、庞礴、李

健、张成、刘超、王彩

凤、青雪梅、张瑩、谢

乾梅 

KJ-2020-2-26 
针刀枢椎棘突松解术对椎动

脉型颈椎病疗效评价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岗院

区、陇南市武都区中医医

院、武威针灸医院、北京

中针埋线医学研究院、陕

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第一医

院 

杨才德、鱼灵会、于灵

芝、赵惠、包金莲、张

玉忠、张红林、髙敬

辉、徐龙、牛俊明、王

利军、王玉明、高伟玲 

KJ-2020-2-27 

基于中日友好医院分型中西

医结合股骨头坏死的系列保

髋研究 

江苏省中医院 

沈计荣、张超、夏天

卫、季文辉、魏伟、环

大维 

KJ-2020-2-28 
围绝经期骨量丢失流行病学

调查与敷脐疗法干预的研究 

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深圳市宝安中医院（集

团） 

林晓生、张震、林晓

华、赵颖、王海燕、李

美华、王宏波、刘汉

娇、刘红财、庄加川、

许爱贤、林青、肖庆

华、朱建宗、李晨星 

KJ-2020-2-29 
智能艾灸设备研发及产业化

发展模式 

河南千年国医大健康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卫生

健康职业学院健康工程研

究所、郑州市李立国“康

复保健技术”技能大师工

作室 

李立国、张文放、王来

群、张季冬、李杨、杨

建宇、李海霞、李跃

科、杨奇君、孙金玲、

赵纪敏、钟丹珠、黄

玲、王文丽、魏素丽 

KJ-2020-2-30 
清肺平喘丸在治疗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的临床应用 

河南省长垣中西医结合医

院、河南中医药大学 

张景祖、王一硕、张军

帅、翟纪功、刘沁荣、

赵春荣 

KJ-2020-2-31 

中药配方颗粒多工位智能药

房调配系统的研究开发和应

用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甘文军、张瑞芽、杨绍

升、许锦虎、鲁云、马

彩玲、李国卫、王闽

予、陈万发、彭劲源 

三等奖（58 项） 

KJ-2020-3-1 
动正整脊手法治疗脊柱相关

疾病的诊疗策略应用与推广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东

省中医药工程技术研究

院） 

范德辉、刘悦、袁智

先、苏美意、张振宁、

聂斌、刘建、刘通、林

颖 



KJ-2020-3-2 
槐耳制剂治疗乳腺癌的基础

研究及临床应用 

三峡大学、宜昌市中心人

民医院、襄阳市中医医院 

鲁明骞、付烊、侯晓

强、周东奎、林雅欣、

高嫣、冯雪松、陆海

燕、李薇、谭莉莉、杨

则鹏 

KJ-2020-3-3 

相须理论指导下骨靶向效应

抗骨质疏松体系的构建及应

用 

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

医药大学无锡附属医院、

扬州市中医院 

郭杨、尹恒、潘娅岚、

笪巍伟、马勇、王培

民、王建伟、黄桂成、

王礼宁 

KJ-2020-3-4 

“皮内针技术”—“理易揿

针”针具的创新性研发及临

床应用技术 

北京理易谛听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苏州天协针灸器

械有限公司 

王会、杜朋阳、李欢

欢、朱瑜琪、孙旭 

KJ-2020-3-5 

“扶正祛邪、以胃为本”在

海派儿科推拿治疗小儿脾胃

病的研究与应用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

医医院 

纪清、王桂茂、蔡君

豪、王文奕、司梦冉、

郑梦捷 

KJ-2020-3-6 

关中李氏骨伤流派治疗慢性

筋骨痛症的学术思想及应用

推广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董博、姚洁、余红超、

袁普卫、李小群、康武

林、刘德玉、王占魁、

朱峰峰、杨锋 

KJ-2020-3-7 

破裂型腰椎间盘突出症 MR

临床预测转归及益气化瘀法

促进重吸收的应用 

苏州市中医医院 

姜宏、刘锦涛、俞鹏

飞、王志强、马智佳、

韩松、陈华 

KJ-2020-3-8 
功能性排便障碍中医优化治

疗方案的构建与应用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 

刘佃温、杨会举、王芳

增、刘世举、叶鹏飞、

刘翔、李敏、姜亚欣、

崔世超、李岩、刘俊

红、周晓丽、张新春、

卢玉阳 

KJ-2020-3-9 
白竭散促进创面愈合的临床

应用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王建民、李明、唐昆、

唐冉、张润、方笑丽、

梅先水、韩颖、陈力 

KJ-2020-3-10 

抑制脂肪内质网应激改善胰

岛素抵抗的中西医结合基础

和应用研究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

人民医院 

李晓华、张宏利、刘

璐、朱祎、徐艳红、周

建华 

KJ-2020-3-11 
荆楚刘氏妇科调肝十一法及

其临床应用 
荆州市中医医院 

刘云鹏、黄缨、陈怡、

胡文金、旷红艺、余

婷、肖苏、雷露、涂方

为、韦文双、周芸、王

芳、彭仙 

KJ-2020-3-12 
敦煌汉简医药简的发掘与研

究 
甘肃省中医院 

孙其斌、袁仁智、吕有

强、何双全 

KJ-2020-3-13 
复荣通脉胶囊对糖尿病大血

管病变临床与实验研究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

院 

吕树泉、王猛、郭瑞

卿、苏秀海、王元松、

张淑芳、于文霞 



KJ-2020-3-14 
多源中药质量等同性示范研

究 
成都中医药大学 

刘友平、陈林、陈鸿

平、胡媛、王福、李

旻、宋丽 

KJ-2020-3-15 

膀胱功能训练结合矩阵针法

及“三阴穴”治疗脊髓损伤

患者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疗

效观察 

甘肃省中医院 

寄婧、徐秀梅、谢又

生、赵永强、徐彦龙、

吕汐妍、董春璇、张燕

琴、 徐弢、王亚伟 

KJ-2020-3-16 
灵菇合剂治疗功能性便秘的

研究及药物推广应用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姜春英、王立柱、祝

颂、刘和善、丁克 

KJ-2020-3-17 
多功能套针及其临床拓展应

用研究 

北京世界针联套针中医研

究院 

侯国文、杨金生、王启

才、周祎、周章玲、雷

大彬、侯涛、侯广智、

陈英华、张晓阳、张华

军、郭学军、李淑珍、

王虹、张董喆 

KJ-2020-3-18 

肛周炎症性疾病(肛周脓肿、

肛瘘)术后中西医结合关键技

术体系的构建 

六安市人民医院 

王传思、谢贻祥、姚

磊、王小龙、王永森、

黄鸿武 

KJ-2020-3-19 

基于化浊解毒活血通络法治

疗血管性痴呆的基础研究与

临床应用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

院、河北省中医院 

赵见文、张颜伟、田军

彪、王庆海、冯娜娜、

臧春柳、解新苓、孙

青、杨丽静、刘学飞 

KJ-2020-3-20 

自拟蠲痹补肾方对类风湿关

节炎炎症及骨破坏的防治作

用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光华

医院 

肖涟波、解骏、冯辉、

潘培军、邱国伟、聂智

兴、高华利 

KJ-2020-3-21 

通便汤及其核心药对治疗功

能性便秘的基础研究与临床

应用 

苏州市中医医院 

颜帅、王晓鹏、乐音

子、孙明明、董宏利、

吴本升、甄曙光 

KJ-2020-3-22 
强直性脊柱炎三期六型辨治

体系及其临床应用 
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 

郭永昌、曹玉举、张大

鹏、乔晓芳、李娜、侯

丰枝、杨志敏、白银

立、宫顺国、董树平、

李健、魏玲、卞勤英、

马咏梅 

KJ-2020-3-23 

葛氏正骨手法结合撬拨复位

内固定治疗跟骨骨折的临床

诊疗技术 

苏州市中医医院 

张志刚、李宇卫、李红

卫、段星星、陈金飞、

陆桢、沈晓峰、朱宇、

蔡学峰、陈华、俞振

翰、钱祥、陆斌杰、顾

纯、王江平 

KJ-2020-3-24 
矾藤痔注射液疗法临床操作

规范 

安徽医科大学解放军杭州

临床学院 

鲁明良、陈敏、韩滨

泽、杨铁军、何瑾 

KJ-2020-3-25 
贯叶金丝桃提取物对便秘

（慢传输型）模型大鼠肠道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张相安、张双喜、安永

康 



神经递质 AchE、5-HT 表达

的影响 

KJ-2020-3-26 
五谷麒麟膏促进肛瘘术后创

面愈合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冯文哲、宋继刚、石

鹏、雷彪、柴小琴、牛

魁、严昌林、苗咪、阴

新元 

KJ-2020-3-27 
苓桂半夏汤组方对 Barrett 食

管组织学改变的干预性研究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

院、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刘刚、陈宝财、康玉

杰、张丽丽、邢雅娟、

李静 

KJ-2020-3-28 
降黄散熏蒸治疗湿热蕴蒸型

胎黄临床应用 
郑州市中医院 

王晓燕、孔令霞、张艳

梅、汤瑞莲、王恩杰、

上官晓华、王芳、何洁

鑫、何森辉、段红宝、

金继超、刘丽平 

KJ-2020-3-29 
枳壳甘草汤治疗腰椎间盘突

出症的临床及基础研究 
苏州市中医医院 

李宇卫、沈晓峰、陆斌

杰、陈华、王江平、蔡

学峰、顾纯、梁国强、

陆青 

KJ-2020-3-30 

四面二次注射加直肠黏膜间

断纵行缝扎术治疗直肠黏膜

内脱垂的研究和推广应用 

重庆市中医院 

徐月、陈莹璐、张桢、

高金龙、张搏、何美

萍、彭位俊、王姗姗、

廖波 

KJ-2020-3-31 
绿手指绿色敷疗技术的创新

与推广 

河北善存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唐祖宣、余朋飞、祝之

友、吴大真、李杨、魏

素丽、杨建宇、赵纪

敏、侯延海、康增校、

刘树峰、郭爱师、吴华

新、张兆波、剧建广 

KJ-2020-3-32 

芪榆膏加速肛瘘术后创面愈

合的基础研究及临床推广应

用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曹波、刘访、夏佳毅、

董聿锟、张利新、李志 

KJ-2020-3-33 
运用流行病学方法评价中医

药治疗艾滋病的疗效及应用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郭会军、金艳涛、许前

磊、刘志斌、徐立然、

李强、袁君、桑锋、李

青雅、李鹏宇、马玉

青、臧静愉 

KJ-2020-3-34 
starr 手术加柱状硬化注射

治疗直肠前突的临床研究 
河北省中医院 高记华 

KJ-2020-3-35 
肺炎栓治疗痰热闭肺型肺炎

喘嗽的临床研究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黄甡 

KJ-2020-3-36 
艾熨灸治疗皮肤病的可行性

研究 

北京同仁堂苏州街中医诊

所、安新县中医院皮肤

科、北京夏央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罗时富、杨金生、杨建

宇、贾海忠、赵纪敏、

罗远、张涛、夏振凯 



KJ-2020-3-37 中医督疗治肿瘤的研究 

郑州新华中医院、郑州康

美中医院、郑州兴华中医

院、河南省现代医学研究

院、河南天灸中医研究

院、中域药物经济学发展

应用中心 

郭宏昌、王淑玲、陈修

芳、张福林、张义平、

柳越冬、杨建宇 

KJ-2020-3-38 
龙石膏透皮组分分析及抗踝

关节损伤作用研究 

深圳市宝安中医院（集

团） 

梁奇、曹丽萍、谭官

峰、谢月、张子龙、苏

晓萍、林晓燕、冯晓

婷、邱绿琴、郭远明 

KJ-2020-3-39 
五味消毒饮加减联合火针疗

法治疗痤疮的临床疗效观察 
秦皇岛市中医医院 肖佳、高存志、邵炜军 

KJ-2020-3-40 
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绞

痛疗效观察 

内蒙古天衡医院管理有限

公司 
李朝虹、薛春香 

KJ-2020-3-41 

中医综合疗法干预肝肾阴虚

型体质 OVCF 再骨折的临床

观察 

甘肃省中医院 

邓强、李中锋、张彦

军、赵军、陈文、杨镇

源、韩宪富、彭冉东、

王美君 

KJ-2020-3-42 

“解痉纠偏”针法结合新

Bobath 技术防治中风偏瘫痉

挛的临床研究 

山西中医学院第三中医院 张捷 

KJ-2020-3-43 
肺福康丸治疗肺心病(FFK-

PHD) 
盐城市中医院 

顾月星、顾婷婷、夏玉

东、宋峻、王杰 

KJ-2020-3-44 
辅灸灸器的标准化研制和辅

灸技术的传承创新 

杭州汇成堂中医门诊部、

浙江中医药大学、淳安中

医院、浙江省中医药研究

院、陕西中医药大学 

张东旭、黄爱军、张双

艺、杨建宇、杨金生、

叶正茂、魏素丽、赵纪

敏、江凌圳、陈利群、

张超磊、金梅华、沈

阳、朱青峰、孙金玲 

KJ-2020-3-45 

基于中和医派理论之中西医

结合治疗糖尿病临床特色研

究 

中和医派 

李杨、孙光荣、王秀

阁、曹柏龙、庞丹丹、

穆俊平、郭宏昌、吴春

军、刘东、李军、刘春

生、王世民、马金辉、

李伯武、于雪飞 

KJ-2020-3-46 
基于中医“治未病”思想的

心理亚健康状态干预模式 

南通市中医院、南通市第

四人民医院 

葛建新、徐健、丁雅

琴、夏煜、薛黎 

KJ-2020-3-47 
红豆杉”无毒”提取物技术

及临床应用研究 

东阳市成杰红豆杉开发有

限公司 

应成杰、应品芳、应当

冲、徐雅俊、甘礼社、

寇晋丽、周长新、孙启

武、谢文纬、郑晓亮、

张能荣、张炉高、赵元

辰、阮少申 



KJ-2020-3-48 
中西医结合系列方法提高断

指再植成活率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

院 

赵建勇、宿晓雷、张

宁、张学磊 、陈广先  

KJ-2020-3-49 
中医香疗学体系及其大健康

产业化发展之研究 

中域药物经济学发展应用

中心、中医香疗学研究所 

邱健行、杨明、吴大

真、雷燕、戈焰、李

杨、李思亭、麻浩珍、

董玲、张凯、尚红、杨

晓洁、魏金梅、魏素

丽、李珊妹 

KJ-2020-3-50 
圣宁油养生保健复合中药精

油制剂及其康养应用研究 

北京百草圣安生物技术研

究所、北京圣安百草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西安圣安

百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金世元、董彩华、陈如

刚、张立华、陈珞珈、

汪洋、傅延龄、杨建

宇、诸葛廷芳、刘文、

马艳茹、杨璞、刘春

生、赵恩宗、许永梅 

KJ-2020-3-51 

境内外智慧中医门诊与中和

医派 APP 诊疗技术开发与应

用 

国老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北京逐道如一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赵建宏、罗苗、陈欣

然、叶峰、邹栫洁、杨

小可、魏素丽、李昱

谷、廖海舰、魏国卓、

徐宝南 

KJ-2020-3-52 

捏积派小儿推拿的传承创新

及其临床基本规范及应用的

研究 

北京国医堂中医院、北京

儿研康复研究所、北京市

顺义区国医堂小儿推拿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 

王文才、张运杰、毛艳

伟、李杨、杨燕、孙永

章、王金贵、龙鑫、王

遵来、刘应科、宋世

昌、张朝杰、许永梅、

张凯、高晨曦 

KJ-2020-3-53 
高血脂中药干预的实验研究

及临床应用 
秦皇岛市中医医院 

张学新、朱立春、薛秀

娟、吴颂、刘艳军、李

权、徐江红 

KJ-2020-3-54 
中风后吞咽障碍的分期针灸

康复技术临床研究 
山西中医学院第三中医院 韦玲 

KJ-2020-3-55 

黔产辣蓼应用基础相关研究

服务野生驯化生产基地标准

化建设 

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潘年松、冯华、周德

权、刘英波、刘亮、罗

俊 

KJ-2020-3-56 
新式医用垃圾分类车的研制

及临床护理应用的效果评价 
郑州市中医院 

余喜红、郑仲华、张珂

炜、高永军、郭会霞、

朱桂萍、李育静 

KJ-2020-3-57 
多功能艾灸诊疗床及诊疗技

术 

山东鲁汉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艾推铭家中医药

研究院 

姜亦胜、田宝林、周奕

琼 

KJ-2020-3-58 

中医茶疗学体系及产业化研

究——以中域普菊、桔普、

小青柑、夏桑菊、降脂减

肥、降糖、祛湿、助消化、

祛火类之保健茶为例 

中域药物经济学发展应用

中心中医茶疗学研究所 

祝之友、吴大真、郭宏

昌、柳越冬、李杨、陆

锦锐、杨伟莲、魏明

禄、邓晓强、钟丹珠、

朱珺丽、高海波、陈选



娥、高枝华、刘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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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2020-1-1 
中西医结合治疗脊柱脊髓损

伤及脊柱退行性疾病 

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王卫国、王明喜、徐展

望、汲长蛟、李明、王

群、孔鹏、陈延荣、赵

明华、陈儒、刘巍、丁

亮、辛健、季家富、薛

海鹏 

JS-2020-1-2 1+1+X+6 慢性病系统康疗 
北京国开园中医药技术开

发服务中心 

吴丛蓉、杨文欣、贾立

群、刘世文、杨才德、

杨建宇 

JS-2020-1-3 
3D 打印腰部外固定器在胸腰

椎骨折中的应用研究 

苏州市中医医院、苏州市

相城区第三人民医院 

李宇卫、陈华、沈晓

峰、王江平、陆斌杰、

徐波、蔡学峰、李红

卫、张志刚、顾纯、陆

青 

JS-2020-1-4 
中医特色青少年眼睛防治康

复 

温州国开园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高文燕、彭华、王星

稀、尹宜宜、于轩、王

晨露 

二等奖（7 项） 

JS-2020-2-1 

葛氏正骨手法结合撬拨复位

内固定治疗跟骨骨折的临床

诊疗技术 

苏州市中医医院 

张志刚、李宇卫、李红

卫、段星星、陈金飞、

陆桢、沈晓峰、朱宇、

蔡学峰、陈华、俞振

翰、钱祥、陆斌杰、顾

纯、王江平 

JS-2020-2-2 
一种治疗 K 部骨折的牵引装

置 

上海市黄浦区香山中医医

院 

孙波、孙殿胜、杨佳

裕、陈建华 



JS-2020-2-3 
中药配方的设计、筛选及其

在保健酒中的开发应用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医

院、贵州茅台酒厂（集

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 

张国豪、王开馥、陈

强、向芳、肖德欣、李

赛娟、伍开琳 

JS-2020-2-4 肛肠病医用裤 成都肛肠专科医院 杨向东、陈小朝 

JS-2020-2-5 
矾藤痔注射液注射疗法治疗

痔疮的临床操作规范 

安徽医科大学解放军杭州

临床学院 

鲁明良、陈敏、韩滨

泽、杨铁军、何瑾 

JS-2020-2-6 
基于舌象的中医智能健康诊

疗系统的建立与应用 

中日友好医院、辽宁北方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磁县

肿瘤医院、盐亭肿瘤医院 

贾立群、娄彦妮、肖

忠、张锂泰、陈冬梅、

李佩文、宋国慧、李

军、尹海 

JS-2020-2-7 
中医现代新疗法——蝎毒疗

法治疗疑难病 
河南省汉帝药业有限公司 

刘冠军、姬承武、杨建

宇、石宏君、雷贵仙、

包显英、刘波、 陈鹏

飞、周杜兵、陈福登、

汪成、张黎明、孙双盾 

三等奖（10 项） 

JS-2020-3-1 大众拉筋操 

燕山大学体育学院（健康

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

所）、河北省健康管理研

究会、山西运城市营养保

健行业协会、山西省运城

市盐湖区老年体育协会 

王华芳、吕林、李晓

峰、令狐永谊、王结

伟、唐军霞、杜媛 

JS-2020-3-2 
便于肛门镜定位和药物注射

组件的发明和应用 
上海医博肛泰医院 李少伯 

JS-2020-3-3 应用拨针治疗 2 型糖尿病 

南京新中医学研究院、南

京江宁王自平新中医门诊

部、成都锦江泰三堂同仁

济世中医医院 

王自平、寇德刚、曾汉

祖、吴泽伟、刘学财、

贺得祥、马保兴、高风

亮、王同强 

JS-2020-3-4 
中药穴位贴敷技术治疗鼻炎

的临床应用 

北京中科盛元中医研究

院、 

湖北百草济世中医科技有

限公司 

易三明、王敬侠、蔡

波、李文志、朱庆文、

李年成、蒋跃文、黄明

安、张兆宏、孙绪丁、

郭宏昌、邱小益 

JS-2020-3-5 
一种可更换负压吸引头式自

动痔疮套扎器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赵刚、乔翠霞、万金

娥、李贵鑫、张立泽 

JS-2020-3-6 一种伸缩式可控长度针灸针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姜丽芳 

JS-2020-3-7 
一种益菌治菌预防和治疗生

殖系统感染的组合物 
广东医保药业有限公司 易金阳 



JS-2020-3-8 

从骶尾部入路探讨实施女性

出口梗阻性排便排气困难临

床研究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彭作英 

JS-2020-3-9 
一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药物 
山西省针灸研究所 

吕玉娥、田佩洲、段永

峰、李峰彬、郝重耀、

李圣云、王建强、冯婵

茹、高向军 

JS-2020-3-10 一种治疗肛周脓肿的药剂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张立泽、乔翠霞、薛

辉、赵刚、王丹丹、刘

鹏林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2020 年度学术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 

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人 完成人所在单位 

一等奖（5 项） 

XS-2020-1-1 《中西医结合急症内科学》 李俊 广东省中医院 

XS-2020-1-2 
《中西医结合康复心脏病

学》 

杜廷海、牛琳琳、朱明

军、李瑞杰、程江涛、姜

红岩、于瑞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XS-2020-1-3 《推拿解剖学》 李义凯、齐伟 南方医科大学 

XS-2020-1-4 
《龚正丰骨伤学术经验荟

萃》 

李红卫、张志刚、沈晓

峰、俞鹏飞、马智佳 
苏州市中医医院 

XS-2020-1-5 
《纯中药治疗 2 型糖尿病实

践录》 
庞国明 开封市中医院 

二等奖（14 项） 

XS-2020-2-1 
《百草诗情》—第一部诗书

画中药典籍 
刘海起 

辽宁省孙华山骨伤研究

院 



XS-2020-2-2 药物贴敷（视频版） 张天生 山西省针灸研究所 

XS-2020-2-3 《肛肠病影像真诠》 张相安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XS-2020-2-4 《爱提问的当当》丛书 王琳 河南中医药大学 

XS-2020-2-5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

视》系列读本 

亢泽峰、张丽霞、宿蕾

艳、张莎莎、吴宁玲、边

忠华、邢凯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

院 

XS-2020-2-6 《历代名医方论验案选》 胡方林、廖菁 湖南中医药大学 

XS-2020-2-7 
《补土理论菁华临床阐发丛

书——眼科疾病分册》 
庞龙、白昱旸 广东省中医院 

XS-2020-2-8 
《宋元明清藏象体系医学哲

学化研究系列论文》 
谷建军 北京中医药大学 

XS-2020-2-9 

《基于中医“治未病”思想

的心理亚健康状态干预模

式》 

葛建新 南通市中医院 

XS-2020-2-10 《现代版中医古籍目录》 李成文、李建生 河南中医药大学 

XS-2020-2-11 《脉诊入门》 赵厚睿 湖北中医药大学 

XS-2020-2-12 
《施氏伤科吴云定临证经验

集萃》 

孙波、陈建华、刘光明、

王志泉、王炜 

上海市黄浦区香山中医

医院 

XS-2020-2-13 
《中医历代名家学术研究丛

书——薛己》 
刘桂荣 山东中医药大学 

XS-2020-2-14 
《肛肠病临床诊疗实训大

全》 
席作武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三等奖（18 项） 

XS-2020-3-1 
《内蒙古医科大学所藏中医

古籍提要》 
李林 内蒙古医科大学 

XS-2020-3-2 《国医年鉴》 孙涛、朱嵘、何清湖 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 

XS-2020-3-3 
《基于“治未病”理论在防

治肛周脓肿中的运用》 
邓泽谭 

安徽省五河县肛肠病专

科医院 

XS-2020-3-4 

《基于 Toll 样受体 4 髓样

分化因子 88 核因子-κB 通

路探讨电针对溃疡性结肠炎

大鼠的干预机制》 

乔翠霞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XS-2020-3-5 
《百地枣合剂对抑郁症模型

大鼠海马组织中 β-
钱占红 内蒙古医科大学 



catenin 蛋白及 GSK-3β 

mRNA 表达的影响》 

XS-2020-3-6 
《张景岳用熟地黄特色之管

窥》 
李萍 长春中医药大学 

XS-2020-3-7 《国医大师张志远系列》 李崧 山东中医药大学 

XS-2020-3-8 

《国医大师刘尚义治疗癌前

病变“既病防变” 思想探

析》 

叶瑜 贵州中医药大学 

XS-2020-3-9 《中医尺肤诊断学》 王永新、王培禧 
贵阳市南明区永新堂尺

肤诊疗中医院 

XS-2020-3-10 

《基于《滇南本草》药物组

方金黄消痢汤治疗溃疡性结

肠炎大肠湿热型的临床研

究》 

张小亮 昆明医博肛肠医院 

XS-2020-3-11 

《养荣润肠舒合剂对慢传输

型便秘模型大鼠结肠中 c-

Kit、SP 与 VIP 的影响》 

张虹玺 辽宁中医药大学 

XS-2020-3-12 
《姜黄素调控白噬促进实验

性结肠炎小鼠肠黏膜修复》 
赵刚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XS-2020-3-13 
《脊柱内窥镜技术治疗腰椎

间盘突出症的疗效分析》 

高利强、党靖东、刘务

杰、李福林、叶林江 
榆林微创外科医院 

XS-2020-3-14 
《人乳头瘤病毒的临床分

型、感染途径和辅助诊断》 
魏启明 广东医保药业有限公司 

XS-2020-3-15 

《Icariin controlled 

release on a silk 

fibroin/mesoporous 

bioactive glass 

nanoparticles scaffold 

for promoting stem cell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李宇卫、沈晓峰、陈华、

王江平、陆斌杰、顾纯 
苏州市中医医院 

XS-2020-3-16 《李中梓辨治腹痛经验》 刘晓芳 天津中医药大学 

XS-2020-3-17 

《Acupuncture at Zusanli 

(ST36) for Experimental 

Sepsis: A Systematic 

Review》 

曾瑞峰 广东省中医院 

XS-2020-3-18 《悬磁灸疗罐艾灸法》 
周俊亮、沈敬国、黄博

明、杨光林、莫鸿辉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

院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2020 年度国际合作奖获奖项目名单 

编号 项目名称 

GJ-2020-1 《古今中医药人物传奇故事》系列丛书 

GJ-2020-2 中医特色母婴护理 

GJ-2020-3 女性更年期调理养护 

GJ-2020-4 激兴于知在校学生国际中医药竞赛式科普 

GJ-2020-5 中韩骨组织再生研究进展与合作项目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