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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科〔2019〕128 号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下达 2019年

佛山市自筹经费类科技计划项目的通知

各区科技局（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各有关单位：

2019 年佛山市自筹经费类科技计划项目已通过专家评审和

公示，现同意把“巨噬细胞源性外泌体 miR-196b-5p 对记忆性 T

细胞功能和分化的影响及机制研究”等 353 项医学类科技攻关项

目，“佛山市道路固废资源化再生利用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等

30项公共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列入2019年佛山市自筹经费类科技

计划项目立项计划，经费自筹。请各单位按照管理办法，认真组

织实施。

主动公开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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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19 年佛山市自筹经费类科技计划项目（医学类

科技攻关）立项清单

2.2019 年佛山市自筹经费类科技计划项目（公共服

务能力提升）立项清单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

2019 年 9 月 2 日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19 年 9月 2日印发



附件1

2019年佛山市自筹经费类科技计划项目（医学类科技攻关）立项清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组
主要成员1

项目组
主要成员2

项目组
主要成员3

市直（116项）

1 1920001000648 巨噬细胞源性外泌体miR-196b-5p对记忆性T细胞功能和分化
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佛山市第四人民医院 林东子 林炳耀 梁晓晴

2 1920001001684 pabC基因突变与结核分枝杆菌对氨基水杨酸临床耐药性的关
联性研究

佛山市第四人民医院 吴智龙 邓教宇 张影璇

3 1920001000338 miR-455-5p调控STRA6在Nitrofen诱导的先天性膈疝肺发育
不良机制研究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郑锦涛 唐华建 刘卫东

4 1920001000725 I-IFN/JAK1信号通路在局麻药神经损伤中的作用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文先杰 孙灿 杨淑璇

5 1920001000269 miR-124-3p通过靶向BDNF减少小鼠海马神经发生诱导抑郁
症的机制研究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黄鹏 罗彩红 韦淞仁

6 1920001001454 SBRT放疗联合GM-CSF对原发性肝癌的免疫效应及临床疗效
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周菲菲 黄荣 蒋军

7 1920001001512 3D打印技术在妇科肿瘤教学及术前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严鸣 尚慧玲 刘震

8 1920001001081 基底细胞癌电子皮肤镜智能诊断系统的开发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继辉 王健聪 皮肖冰

9 1920001000958 EB病毒阳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全基因组突变图谱分析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刘芳 赵莹 汪笑男

10 1920001001127 三维斑点追踪技术联合实时心肌超声造影对急性心肌梗死患

者预后的预测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健瑜 王飞 周之昊

11 1920001000967 冠心病患者心外膜脂肪组织与iMap-血管内超声冠状动脉粥样
斑块的相关性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梅百强 杨希立 周昭崙

12 1920001001246 m6A甲基化及Parkin酶修饰APPL1调控APN信号通路介导线
粒体自噬在肾脏IRI后期纤维化的作用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林森 周俊 林文静

13 1920001001161 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步态异常及脑网络机制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谢海群 王玉凯 黄淑云

14 1920001000300 mTORC1介导HIF1-α调控PGAM1参与儿童睾丸卵黄囊瘤发
生发展机制的研究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李春景 霍颖怡 周燕芬

15 1920001000780 艾地苯醌对血小板生物学特性和保存期的影响 佛山市中心血站 林俊填 麦志周 杨富燕

16 1920001001010 静动脉二氧化碳分压差导向的液体复苏治疗在早期脓毒症患

者中的应用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黎文研 周立新 毛克江

17 1920001000395 血栓前状态分子标记物与复发性流产的相关性研究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刘丹 黄新颜 叶淑婷

18 1920001001002 佛山市脑卒中病例一体化管理模式应用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祝小丹 罗丽芳 曾桄伦

19 1920001001331 pVHL、HIF-1a在卵巢透明细胞癌的表达及意义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房惠琼 张月华 肖妮

20 1920001000268 工作场所空气中丁酸和异丁酸的溶剂解吸-气相色谱同时测定
的方法研究

佛山市职业病防治所 陈冠林 赵颖莹 陈松根

21 1920001001084 医院麻醉、第一类精神药品闭环管理系统的开发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邓卫东 王妍 邝翠琼

22 1920001001377 低剂量化疗联合阿帕替尼维持治疗晚期恶性肿瘤的疗效观察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黄小青 马庆辉 刘锦基

23 1920001001054 Nsd2介导组蛋白H3K36甲基化修饰调控PPARγ促进糖尿病足
溃疡愈合的机制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徐学峰 杜永军 许棋琨

24 1920001000660 寸劲切刺法无痛针刀治疗脑瘫的临床观察 佛山健翔医院有限公司 全科 龙翔宇 胥四维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组
主要成员1

项目组
主要成员2

项目组
主要成员3

25 1920001001582 超声双重造影联合QontraXt定量分析在胃间质瘤恶性风险评
估中的价值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简国亮 黄伟俊 计勇

26 1920001001305 不同术前胆道引流方式对肝门部胆管癌联合肝切除术围术期
的影响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耿 蔡云峰 苏树英

27 1920001001279 基于miRNA-24 的表达探讨OSAHS患者胰岛β细胞功能受损
状况的研究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林浩辉 苏 杰 郑伟强

28 1920001000608 EGFR基因突变的肺腺癌患者在EGFR-TKI治疗过程中免疫相
关指标动态变化的研究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邹林 陈绍森 梁碧珊

29 1920001001637 射频消融治疗肝癌肺部寡转移瘤中循环肿瘤细胞的意义探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健鹏 陈迪耀 程韫

30 1920001000891 场强、钆对比剂对肝脏IDEAL-IQ定量影响的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洪居陆 李慧 贺小红

31 1920001000307 “四证四法”联合超声目标容量导向治疗脓毒症心肌功能障碍的
临床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 苏懿 罗艳霞 赖彩辉

32 1920001000541 外周血雌激素受体β表达水平与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的相关性
研究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俞红 黄赛君 孙若瑜

33 1920001000871 扶正袪邪法对ICU老年人肺部泛耐鲍氏不动杆菌感染的疗效及
机制分析

佛山市中医院 肖秋生 侯文斌 梁奕好

34 1920001001750 体验式教育对自闭症儿童牙科恐惧症改善程度的影响 佛山市口腔医院 张建明 李霞 卢玉明

35 1920001001057 逐水消胀散脐敷治疗肝硬化顽固性腹水的临床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 黄清华 蒋开平 李建鸿

36 1920001001427 口服硝黄温胆汤联合益生菌灌肠对RC+回肠原位新膀胱术后
腹胀的临床疗效观察

佛山市中医院 潘永 徐战平 黄剑华

37 1920001001514 EGFR-TKI联合化疗对比EGFR-TKI单药一线治疗EGFR合并
共存基因变异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华 古卫权 陈泽程

38 1920001001805 吸入双支扩剂乌美溴胺/维兰特罗治疗稳定期COPD的临床观
察

佛山市中医院 江荣斌 李拔清 梁炳辉

39 1920001001312 艾滋病患者营养状态评估及针对性营养膳食干预护理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冠琼 黄泽黎 麦肖兴

40 1920001000367 12周岁以下儿童肺原支原体感染后分类抗体变化趋势分析 佛山市中医院 庄健海 张间霞 卓雪芽

41 1920001001317 腰交感神经节脉冲射频对糖尿病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影响及机
制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何万友 王汉兵 叶丽

42 1920001001730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异常脱落细胞、DNA甲基化检测在早期肺
癌辅助诊断中的价值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胡佩村 陈露 陈绍森

43 1920001001538 纤维软骨性脂肪瘤的命名及临床病理学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 毛荣军 谢乐 徐园园

44 1920001000860 现实导向训练对老年痴呆患者生活质量影响的相关性研究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林春洁 张淑娟 曾琳

45 1920001000297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PCT优化老年重症肺炎患者抗菌药物治疗
的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 陈晓兴 侯思捷 张兴钦

46 1920001001018 成人抑郁障碍合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临床特征的研
究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徐国洪 黎润仪 谭宇康

47 1920001001733
《血小板颗粒膜蛋白140（GMP-140）、血栓弹力图
（TEG）联合乳酸、降钙素原等指标对脓毒症向脓毒症休克
演进预测能力的研究》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卢伟智 满昌标 钟雪芳

48 1920001000362 舒适医疗理念下的家庭赋权方案在手术患儿诱导麻醉中的应
用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贾丽英 黎润钻 何雪梅

49 1920001001355 SGLT-2抑制剂联合胰岛素强化治疗初发2型糖尿病的疗效观
察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姚培伟 谢文卿 龚琼琼

50 1920001001068 ST2与心房颤动及心房重塑关系的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温旭涛 谭海斌 黄欢愉

51 1920001000364 基于加速康复外科理念的麻醉及镇痛方案在乳腺癌手术围术
期管理中的应用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李宇翔 范旭龙 韩丽娟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组
主要成员1

项目组
主要成员2

项目组
主要成员3

52 1920001000394 丝氨酸／精氨酸蛋白特异激酶2（SRPK2）在上皮性卵巢癌
进展和转移中作用的研究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周聪 郑玉华 肇丽杰

53 1920001000340 不同液体复苏方案治疗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的效果及对血气
指标和凝血功能的影响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 刘维政 梁伟东 叶雪萍

54 1920001001508 十字穴子午流注贴治疗中风后虚证便秘的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 许雪华 王飞红 梁淑云

55 1920001001782 个体化用药基因检测对改善抑郁障碍药物治疗预后作用研究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黄炜 许锦冰 黎勇航

56 1920001000905 非老年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前后心电图变化分析及临床意义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古健 刘芷华 聂金凤

57 1920001001884 肝动脉化疗栓塞术与射频消融术联合索拉非尼治疗多中心型

肝癌伴门静脉癌栓的效果讨论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彭国文 史德刚 陈清环

58 1920001000700 血清irisin、hs-CRP、TNF-α水平与心衰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 何就明 冯志涛 凌碧珍

59 1920001001203 血清外泌体circ_0104821基因检测及作为乳腺癌早期诊断标
志物临床价值研究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龚道元 朱向星 陈鑫

60 1920001001833 佛山市中医院院前创伤生命支持培训中心的建设 佛山市中医院 陈务民 陈星 于娜

61 1920001001455 基于丝素蛋白的骨科可吸收抗菌材料的制备与应用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黄星球 邓东海 吴锐辉

62 1920001001371 256层螺旋CT小肠造影结合能谱单能量成像在炎症性肠病诊
断中的应用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唐姗姗 潘爱珍 李勤祥

63 1920001001235 肘窝入路联合外侧入路治疗肘关节恐怖三联征的临床应用研
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刘燕洁 蔡春水 李凤

64 1920001001330 基于3D打印技术探讨正骨手法治疗肱骨髁上骨折 佛山市中医院 谭伟欣 谢学文 符名赟

65 1920001000475 miR-340-5p通过靶向PDE4B调控IL-10、TNF-α治疗溃疡性结
肠炎的机制研究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肖力 朱江华 黄鹏

66 1920001000570 Masquelet技术结合髓内钉固定治疗胫骨大段骨缺损的临床研
究

佛山市中医院 李卓伟 王朝辉 詹晓欢

67 1920001000806 伤科黄水对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皮温及炎症因子的影响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 陈金雄 余海波 卢绍燊

68 1920001001604 百令胶囊对乳腺癌患者围术期应激反应和免疫功能的影响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范文奎 孙灿 黄杰

69 1920001000954 药物竹罐联合改良中药封包治疗寒湿阻络型膝骨性关节炎 佛山市中医院 康玉闻 周宇星 邓惠群

70 1920001001420 基于HIF-1α信号通路探讨黄芪鳖甲丸治疗肾虚型膝关节骨性
关节炎的作用机理

佛山市中医院 谭志韵 罗汉文 涂泽松

71 1920001001857 骨性I类不同垂直骨面型上气道的三维研究 佛山市口腔医院 艾毅龙 王顺平 谭敏宜

72 1920001000908 一种改良的套管（Trocar）布局在泌尿外科下尿路腹腔镜手
术中的应用价值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彬彬 廖金芳 刘展东

73 1920001001687 三通推拿法配合温经通督针刺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治疗中的应
用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 张盛强 潘星安 陈静

74 1920001000655 软性神经内镜手术在老年分隔型慢性硬膜下血肿患者治疗中

的应用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 梁庆新 郭斯檾 邓玉婷

75 1920001000800 HBV相关肝硬化腹水患者的肠道微生态特征与中医证候的关
系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 莫小艾 蒋开平 胡洪涛

76 1920001001343 基于弥散峰度成像的纹状体静止性梗死对帕金森病患者黑质
及运动障碍的影响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国华 周新韩 郑德智

77 1920001001298 miRNA-122-5p调控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机制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 蔡立雄 邝敏华 朱秋贤

78 1920001000899 耳穴疗法联合甲氨蝶呤治疗活动性RA的临床疗效和对关节功
能（HAQ）及生活质量（SF36）的影响 佛山市中医院 卢俊光 郭奇虹 冯锦昉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组
主要成员1

项目组
主要成员2

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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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1920001000732 基于信息平台的围手术期健康教育对四肢骨折患者术后早期
康复质量影响的临床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 冯周莲 杜雪清 李海玲

80 1920001001451 超声引导下针刀微创技术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的临床应用
研究

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 张文兴 袁婷 区言弟

81 1920001001180 腹针联合督脉灸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疗效及对尿

流动力学影响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 魏锦辉 古柱亮 谢韶东

82 1920001001042 硬膜外腔单次注射吗啡联合地佐辛静脉自控镇痛对腹腔镜结
直肠癌根治术患者围术期镇痛及免疫因子IL-4和IFN-γ的影响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凌晨 魏君 黄秋玲

83 1920001000986 自制中药穴位敷贴对改善股骨干骨折患者围手术期生活质量
的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 吴峰 霍志谦 钟佩珍

84 1920001001013 一项通过ctDNA动态监测预测西妥昔单抗联合化疗治疗晚期
直肠癌分子耐药的观察性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冯芬 伍婧 徐绮华

85 1920001001173 复方毛麝香外洗颗粒结合参苓白术散治疗脾虚湿蕴型特应性
皮炎的临床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 罗文峰 张芸 崔瑞莹

86 1920001001103 关于微创经皮颈椎弓根钉置钉术应用于下颈椎后路复杂手术
的探讨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关宏业 李绪辉 吕继敏

87 1920001000979 POSTN蛋白在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外周血及组织中的表达及意
义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余旸弢 陈国强 张红卫

88 1920001001812 中医正骨技术治疗Sanders II型跟骨骨折的有限元分析研究 佛山市第四人民医院 周杰 黄菲 肖美方

89 1920001001097 冰伤科黄水对Pilon骨折消肿止痛的临床研究及作用机理 佛山市中医院 温建强 霍志毅 区健毅

90 1920001000263 超声引导下不同剂量罗哌卡因经腘窝入路坐骨神经阻滞对踝
部手术患者术后恢复影响的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 张诚章 李振威 余建华

91 1920001001096 急诊创伤患者预后判断指标集及预测模型的初步研究 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 胡瑞武 李赞钊 颜丽贤

92 1920001000988 采用脊柱-骨盆参数作为腰椎滑脱患者平衡复位的应用价值 佛山市中医院 霍智铭 郭丹丹 樊丽

93 1920001001422 结直肠癌远处转移的分子机制研究及疗效预测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伍婧
冯芬

胡斌

94 1920001000245 Egr-1在食物过敏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余青 李相新 赵家仪

95 1920001000406 Clusterin及H3F3A在巨细胞性骨病变的临床病理意义及相关
性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
徐园园

毛荣军 黄颖欣

96 1920001000294 孕早期血清SCFAs预测妊娠期糖尿病发病风险的巢式病例对
照研究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陈耿东 周姿杏 谢鹏飞

97 1920001000248 孕早期妊娠期糖尿病风险预测模型的临床研究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林蕾 周姿杏 郭绮棱

98 1920001000285 基于信息系统支持的乙肝母婴零传播干预探讨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林青梅 白红莲 罗伟东

99 1920001000380 超顺磁性氧化铁标记的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于大鼠子宫

损伤模型后的MRI活体示踪研究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曾萌 秦竞霞 张大伟

100 1920001001768 PM2.5及内载组分对学龄儿童肺功能影响的队列研究 佛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关绮华 梁自勉 肖雪花

101 1920001000342 佛山地区孕妇线粒体耳聋基因突变研究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宋春林 李振安 邓璐莎

102 1920001001645 CA-125联合IL-6及TNF-a检测在子宫内膜癌中的预测价值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莫金凤 韩玉斌 马聪

103 1920001000584 加速康复护理模式对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广泛切除术的康复
效果研究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 伍丽霞 韦文君 王浩

104 1920001001090 MTA 与iRoot BP 应用于年轻恒牙龋源性露髓的活髓切断术的
比较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方溢云 刘鹏程 梁永棠

105 1920001000918 研磨对铸瓷、CAD/CAM树脂后牙咬合面贴面强度的影响及其
意义研究

佛山市口腔医院 黎日照 吕炳辉 冯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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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920001001336 27-G微切口玻璃体手术联合无菌空气填充治疗孔源性视网膜
脱离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研究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沈沛阳 晏世刚 刘晓俊

107 1920001001284 益气解毒方干预鼻咽癌高癌家系高危成员外周血Annexin A7
、α-enolase蛋白质组分的动态研究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刘湘 陈舒华 林毅

108 1920001001332 OCTA检测青光眼睫状体炎综合征患者视网膜血流的临床应
用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郭秀娟 陈菂 罗书科

109 1920001000811 中国正常人群视盘及视网膜血流测量及影响因素分析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周立军 王凤群 王凌

110 1920001000762 27G微切口玻璃体切除术（MIV）联合非接触广角镜治疗特发
性黄斑裂孔（IMH）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周怀胜 梁婉玲 麦雪婷

111 1920001000431 子午流注耳穴操法治疗突发性耳聋患者的临床效果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 卢婉敏 谭月霞 周青霞

112 1920001001664 牙周炎患者种植修复后种植体牙周指数和龈沟液炎性因子水
平的变化及其意义研究

佛山市口腔医院 吕炳辉 于世德 颜丹

113 1920001000636 互联网+睡眠健康——便携式智能睡眠呼吸监测与服务系统 广东东软学院 高群霞 李强 邹存璐

114 1920001001102 一种心肺复苏质量反馈装置在急救培训中的应用价值探讨 佛山市中医院 吴智鑫 陈景利 邵玉梅

115 1920001000912 通调头面部经络联合中医体质辨识调护在视频显示终端视疲

劳的应用
佛山市中医院 林小红 林卓艳 宋少英

116 1920001000701 运用课题达成型PDCA探讨在DRGs医保支付方式下医院管理
体系的构建

佛山市中医院 罗慧敏 汪俊英 陈苑妮

禅城区（30项）

117 1920001000873 胫骨垂直截骨瞄准器的研发在Oxford单髁置换术中应用的临
床研究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陈林建 陈楠生 罗真

118 1920001000519 腹腔镜手术中体位对患者呼吸循环的影响及术后不良反应观
察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禅
城医院

熊桂生 陈剑南 郑健萍

119 1920001000634 新型油包油型辣椒素乳剂的释放和皮肤渗透体外研究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医院 钟仲 麦蕴华 杨棣华

120 1920001000689 毫火针治疗对特应性皮炎患者血清IgE水平的影响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医院 邓玫 梁笑霞 陈嘉怡

121 1920001001596 前列腺钬激光剜除术及等离子电切治疗大体积前列腺增生的
比较研究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游猛 詹河涓 丁妗

122 1920001000448 督脉擦法结合灸法对老年性骨质疏松症腰背痛疗效及骨代谢
指标变化影响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医院 刘华 崔嵩生 汤金聚

123 1920001000872 基于人才供应链理论的护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研究——以A医
院为例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林彩虹 蔡凤甜 刘清

124 1920001001620 经皮肾镜与输尿管软镜治疗肾下盏小鹿角形结石的比较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宋生生 顾志文 谭礼林

125 1920001000400 改良式伤口负压吸引技术在社区慢性伤口患者居家护理中的

应用研究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医院 黄雪兰 叶茂秀 李玉兰

126 1920001000474 环状RNA在急性脑梗死患者中的表达分析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任丽 吴锡骅 刘婷

127 1920001000934 3D 打印技术在腕舟骨骨折治疗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林炳基 柯森淼 陈楠生

128 1920001000346 佛山部分地区大气细颗粒物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肺功能
和经济负担的影响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董微 钟祥柱 陈建芳

129 1920001000386 社区环境中分离的沙门氏菌携带耐消毒剂基因的研究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李帼宁 黄校樑 周少雄

130 1920001000398 佛山地区三阴乳腺癌中EGFR及VEGFR的表达及与病理特征
的相关研究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裴德恩 李冰 戴翔

131 1920001000483 门急诊2型糖尿病患者相关知识认知状况调查及护理干预研究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禅
城医院

彭湘富 沈菁茹 李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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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1920001000665 帕立骨化醇联合血液灌流治疗血液透析患者继发性甲状旁腺
功能亢进症的临床研究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李霞 李转欢 郑环英

133 1920001001416 微剂量容量负荷试验联合主动脉速度时间积分对脓毒性休克
患者容量反应性的预测价值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吴翔 陶飞 娄侠儒

134 1920001001629 非接触性宫腔镜（阴道内镜）诊疗技术在基层医院妇科疾病

中的应用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医院 覃烨 汤华 卢广安

135 1920001000308 椎间孔入路腰椎椎间植骨融合术治疗峡部裂性腰椎滑脱症的
临床效果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陈嘉华 黎文勇 潘彩虹

136 1920001001566  家庭病床推拿治疗降低卧床老人褥疮发生的调研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医院 崔嵩生 陈洁雯 黄博

137 1920001000381 新型上部结构在无牙颌种植的固定义齿修复中的应用研究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医院 张德莹 梁志韵 陶延俭

138 1920001001533 尿液骨桥蛋白、pH、白细胞和结晶联合检测对肾结石的诊断
价值研究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庄锡伟 李燕华 简国登

139 1920001000720 血管紧张素原（AGT）基因M235T的多态性与老年高血压合
并糖尿病患者靶器官损害的相关性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医院 郑才 黎绮霞 何炜

140 1920001001660 腰椎单侧小关节间植骨融合术联合椎间植骨融合术治疗腰椎
管狭窄症合并骨质疏松症的临床疗效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袁智锐 陈鑫 赵睿

141 1920001001021 基于中医“治未病”理论探讨“培土生金法”干预儿童反复呼吸道
感染的临床研究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莫珊 陆柳丹 潘靖波

142 1920001001746 便携式创面封闭负压引流装置联合德莫林无机诱导敷料在骶
尾部压疮的家庭病床治疗的应用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贺友生 柯森淼 林炳基

143 1920001000283 关节镜下微骨折术联合富血小板血浆治疗膝骨关节炎软骨缺
损的临床疗效观察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蓝国波 李朝晖 黎文勇

144 1920001000767 CD138在宫腹腔镜联合治疗不孕症中的应用研究及相关因素
分析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叶小凤 关珊珊 陈爔文

145 1920001001093 基于自我管理理论的健康管理策略在门诊肠易激惹综合征患
者中应用效果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医院 罗孟兰 邓利萍 丘国凤

146 1920001000465 单髁置换术联合髌骨成形术治疗膝关节双间室病变的治疗效
果临床分析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有限公司

李朝晖 黎文勇 蓝国波

南海区（64项）

147 1920001001790 颅内外大动脉狭窄危险因素分析与干预研究
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

院（佛山市南海区第二
人民医院）

李战辉 张蕾 范燕明

148 1920001001333 单次低剂量分割调强放疗在食管癌治疗中的应用研究及对机
体免疫力影响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陈永发 杨文 邝倩君

149 1920001001357 食物抗原相关膜性肾病致病抗原的精准鉴定及诊断技术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洪国保 罗福漳 李莉

150 1920001000920 心肌声学造影对不同总缺血时间STEMI冠脉介入治疗效果评
价价值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
医院

李兆柱 张自肖 胡敏如

151 1920001001499 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维生素D及甲状腺激素水平与肾损害
的相关性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第七人民

医院
杨锡仪 黄俊业 田晔

152 1920001001434 高流量湿化氧疗辅助治疗重症哮喘的疗效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
医院

谢浩 万绮琪 林海英

153 1920001000854 三维斑点追踪技术联合E/e’在脓毒症心肌功能障碍诊断及预后
判断的应用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唐钟祥 朱智勇 张燕华

154 1920001000875 HP-A内镜热极治疗系统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窦炎伴肠上皮化生
的疗效研究

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

院（佛山市南海区第二
人民医院）

骆晓豪 郭智俊 龚家顺

155 1920001000911 3d打印技术在特发性脊柱侧弯导航模板的系统开发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常旭东 沈健坚 阮玉婷

156 1920001001280 多孔磷酸钙植入体荷载PRP凝胶促进SONK病骨组织再生与
重建的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叶培 董志兴 王立晖

157 1920001000981 佛山市南海地区过敏性鼻炎发病数量与PM2.5相关性的临床
研究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黄坤平 李湘 张金霞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组
主要成员1

项目组
主要成员2

项目组
主要成员3

158 1920001001567 院前性尿脓毒血症严重程度及危险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胡明 赵振华 张湛英

159 1920001001676 超声引导下脊神经背内支去神经术在腰椎术后持续疼痛综合
征中的应用

南方医科大学南海医院 姜铁斌 洪艳 王发宝

160 1920001001814 开放楔形胫骨高位截骨术对髌股关节稳定性的临床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臧学慧 叶培 董志兴

161 1920001000613 糖尿病患者视网膜病变和眼表病变相关性研究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曲利利 金梅 肖静

162 1920001000994 青少年近视的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OCTA）观察研
究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金梅 邱志桥 李晓凤

163 1920001001300 基于微信平台的医院-社区-家庭康复联合自制简易封闭负压与
京万红烫伤药膏治疗压疮

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

院
沈荣华 陈福强 廖小铎

164 1920001001535 爱尔卡因滴眼液-苯酚-薄荷油制剂应用于耳内镜下鼓膜表面麻
醉效果观察

佛山市南海区第五人民
医院

熊文华 张艺敏 潘慧昭

165 1920001000630 多学科协作管理模式在南海区高危儿随访中的应用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
院

郭艳 徐演文 洪冬霞

166 1920001001153 卵巢癌的腹腔镜手术分期风险及预后的临床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李末娟 王帅 张秀清

167 1920001001700 脉管平滑肌刺激技术治疗更年期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可行性研

究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

院
黄冬梅 陆洁兴 巫朝霞

168 1920001001769 MDT模式下低位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在凶险型前置胎盘剖宫
产术中的应用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叶艳贞 王瑞 靳仓正

169 1920001001326 探讨瘢痕子宫患者产后出血的危险因素和及其临床指导价值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劳永霞 伍伶俐 萧志辉

170 1920001001318 电子支气管镜联合多层螺旋CT三维重建在儿童肺部感染诊治
中的临床价值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白翠芬 利婉琳 伦淑仪

171 1920001001078 中医药阶段疗法在痰湿型PCOS合并复发性流产中的应用 佛山市南海区第六人民
医院

陈清梅 王琼 温静颖

172 1920001001290 宫腔镜门诊诊治一体化模式的探索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李雯华 李莉芳 陈小瑶

173 1920001001497 自噬相关蛋白Beclin-1和LC3在子宫内膜异位症中的表达及意
义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

院
孔志伟 姚婷婷 周美娟

174 1920001001095 基于正交设计ESW治疗脑瘫肌痉挛的量效关系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
院

张春涛 程吉祥 招文健

175 1920001001082 不同时间窗PCEA介入对高龄产妇妊娠结局影响的临床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
院

梁丽笙 周美娟 梁晓红

176 1920001000453 宫腔镜切除子宫内膜息肉术后复发的管理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医院 张琳 李清醒 王美耀

177 1920001001125 跨理论模型在COPD患者肺康复随访管理中的运用 佛山市南海区第九人民
医院

梁霞英 颜文霞 欧阳黎

178 1920001000697 5种不同哭声的婴儿语言在爱婴区的应用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第六人民

医院
李晓芬 叶敏仪 梁少媚

179 1920001001431 基于二代测序技术监测儿科门诊环境微生物存在状况及评价
医院感染风险

佛山市南海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曾鸿 黄杰周 关倩雅

180 1920001001387 循经拍打配合痛痹方中药离子导入对糖尿病下肢周围神经病

变的影响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陈丹丹 陈灵 吕竟夷

181 1920001001215 超声可视化技术在胃十二指肠穿孔修补术后行胃肠减压护理
的依从性临床RCT研究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南
方医科大学南海医院

叶妙勤 刘丽梅 刘兰英

182 1920001001524 坐式八段锦联合手太阴肺经拍打对COPD急性加重期患者肺
功能、炎症因子的影响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周丽明 张秀梅 戴勇

183 1920001001429 正念分娩联合1对1助产士导乐对母婴结局的影响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周肖郁 陈美美 吴艾芳

184 1920001001815 南海区水痘暴发疫情危险因素及应急接种效果评价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黄喜明 黄杰周 卓潜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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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1920001000846 ITE护理创新工作坊在临床护士创新能力培养中的应用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高丽梅 陈洁姗 陆巧葱

186 1920001001783 全程管理模式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早期功能康复的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冯雁玲 高立华 黄天带

187 1920001000863 高质量同质化中学生心肺复苏培训方法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叶镱 余杨 周丽英

188 1920001001163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肠道菌群改变与GLP-1的相关性分析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梁蕴谊 李惠贤 谭静仪

189 1920001001621 精细化护理策略在糖尿病合并结直肠息肉患者围手术期护理
中的应用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陆少颜 黎敏莲 许紫琼

190 1920001001047 佛山市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高危行为互联网干预效果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管东波 何敏嫦 梁雪梅

191 1920001000464 网约护士在我市开展的可行性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医院
杨伟霞

周惠珍 梁铝芳

192 1920001001142 五指按揉点穴配合中药热熨对膝骨性关节炎患者的关节功能
、炎性因子影响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周小萍 李惠开 赖美艳

193 1920001001240 利用蛋白质组学方法筛选脓毒症患者血清中相关蛋白标志分
子的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南海医院 王陈龙 邱峰 操龙斌

194 1920001000985 探究MicroRNA在HP相关胃癌发生和发展阶段的表达及其与
HP分型的关系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郝国庆 张秀梅 房庆城

195 1920001000596 心率变异性及心律失常发生率分析对急性肺栓塞患者的临床
意义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万建平 杨旭丽 杨伟烙

196 1920001000659 SBAR沟通模式在构建区域护理安全中的应用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戴美芬 区洁芬 刘艳

197 1920001000977 佛山地区RhD阴性人群的血清学和基因分析及其在临床输血
工作中的应用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李毅坚 程小琼 王堃成

198 1920001000609 穴位埋线治疗女性肥胖症伴发更年期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
院

邓丽娟 黄冬梅 马晓薇

199 1920001001091 《超声心动图评价青年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右室功能的应用价
值》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宋势波 邓彩妹 卢丽萍

200 1920001000924 基于端粒酶-线粒体转位调控下的骨质疏松症“肾虚血瘀”的本
质研究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邓若尘 李颖 房庆城

201 1920001001496 穴位埋线配合饮食干预对超重及肥胖合并高胰岛素血症患者
相关指标的影响

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

院（佛山市南海区第二
人民医院）

陈福初 何丽欣 李蕊

202 1920001000761 针刀神经触激术联合神经松动术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
观察

佛山市南海区第六人民
医院

莫贤晓 欧阳泽亮 黄仁珍

203 1920001001335 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联合呼吸道病原体谱IgM荧光检测
在社区老年人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中的临床相关性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第七人民

医院
薛国平 冯钧静 黄莺琴

204 1920001000949 祖卡木颗粒联合阿比多尔治疗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临床
研究

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
院

梁秋丽 吴文忠 邹汉金

205 1920001000434 情绪行为问题青少年依恋关系和应对方式特点及关系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医院 高丽娟 吴小霞 黄飞兰

206 1920001001440 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注射液的快速卫生技术评估研究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王艳 叶丰育 王爱井

207 1920001001767 肝脏特异性对比剂钆塞酸二钠（Gd-EOB-DTPA）的排泄途
径及相关临床应用研究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 姚吕祥 赖文佳 靳仓正

208 1920001001366 参苓白术散结合穴位按摩足三里对小儿支气管肺炎临床治愈
后干预效果的临床观察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
院

马晓薇 邓丽娟 林耀展

209 1920001000801 地氯雷他定与地奈德乳膏联合除湿止痒洗液治疗慢性湿疹的
疗效观察

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
院

王江涛 郭玉芳 袁敏贤

210 1920001000927 基于价值流的精益管理在卒中中心质控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吴栓 云芯芯 谢健周

顺德区（8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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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1920001000597 基于3D打印技术在儿科药品精准分剂量中的研究和应用
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
儿童医院（佛山市顺德

区妇幼保健院）

曾卫强 欧阳迎光 黄文兴

212 1920001000716 变应性鼻炎特异性免疫治疗的疗效与安全性预测指标探究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陈勇明 黄荣生 曾丽娜

213 1920001000687 hsa_circ_0137693通过靶基因LPAR1参与调控骨癌疼痛的作
用和机制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张奕文 吴惠言 康翠瑶

214 1920001000849 精神专科医院慢病管理药学服务模式的探索
佛山市顺德区伍仲珮纪
念医院

王健昌 刘清霞 杜灵娇

215 1920001000740 β3肾上腺素能受体通过miR-133调控左心房肌细胞L型钙通道
重构的研究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顺德
医院（佛山市顺德区乐

从医院）

马文斌 陈健佳 谢彩云

216 1920001000621 “移动互联网平台+骨质疏松医联体”模式在骨质疏松防治中的
应用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医院 梁江声 劳武健 廖济源

217 1920001001116 中药破壁技术用于白豆蔻挥发油成分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李国斌 周颖江 叶嘉凌

218 1920001001137 基于“互联网+”过渡期护理模式对初产妇家庭照护能力及心理
状况的影响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医院 钟利映 陈敏霞 冯意红

219 1920001001732 自噬相关基因MAP1LC3B 在结直肠癌早期肝转移中的作用研
究

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二人
民医院、佛山市顺德区
冯尧敬纪念医院）

吴跃锐 高松 黎宝珍

220 1920001001781 一号散穴位贴敷治疗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的临床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

院（佛山市顺德区中医
院）

莫柳仙 李海霞 姚慧霞

221 1920001000926 上肢智能反馈康复机器人治疗脑卒中患者上肢活动功能障碍
的有效性观察及分析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刘结梅 欧阳凤珊 冯杰扬

222 1920001000856 基于叙事医学及信息化管理下的癌痛镇痛模式探讨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刘永峰 赵淑芬 杨晓霖

223 1920001001872 术前不同时机髂筋膜阻滞镇痛对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转归的影
响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

院（佛山市顺德区中医
院）

韦志军 卢敏婷 黄伟韬

224 1920001000713 针刺治疗对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手法复位成功后残余头晕

的疗效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张碧茹 林秋虹 张存良

225 1920001000373 酪氨酸激酶活性高通量分析在鼻咽癌临床疗效评估中的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屈红伶 苏秀雯 程皖琴

226 1920001000703 超声骨刀冠切术在近下牙槽神经的阻生智齿拔除的临床研究
暨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医

院）

黄海 胡颖文 杨佩怡

227 1920001000867 上尿路结石患者术后感染风险预测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构建

与应用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
院（佛山市顺德区中医

院）

严超 龚墅 曾桓聪

228 1920001000566 床旁纤支镜吸痰联合肺泡灌洗对急性大面积脑梗死并卒中相
关性肺炎的临床应用可行性研究报告

广东同江医院有限公司 邓智强 龚仕高 李成志

229 1920001000452 微波消融联合左甲状腺素钠片治疗甲状腺良性结节的临床研
究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冯剑平 唐诗彬 叶剑

230 1920001001541 病灶面积最大投影法在CT引导下经皮肝肿瘤微波消融术中的
应用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
院（佛山市顺德区中医

院）

郑玉劲 吴庆德 蒙立艳

231 1920001001129 社区基础疾病老人接种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安全性监测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欧阳浩光 张伟坚 谭覃

232 1920001000714 BMSCs来源外泌体介导P13K\Akt信号通路抑制骨关节炎软骨
细胞凋亡的机制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黄明光 邱耿韬 冯杰荣

233 1920001000328 神经内镜微创手术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神经功能及术后生活
质量的影响

广东同江医院有限公司 潘伟明 王辉 陆桂琼

234 1920001001542 佛山市基层医院健康管理服务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医院 文丹静 陈慧敏 罗小媚

235 1920001001868 富血小板血浆结合大小隐静脉抽拨技术治疗静脉型慢性肢体
溃疡创面的临床疗效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

院（佛山市顺德区中医
院）

崔邦胜 黄慧明 冯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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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1920001001598 抗菌药物导向计划（ASP）对医生抗菌药物处方行为的影响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佛山市顺德区龙
江医院）

卢妙心 黄晓文 梅小冰

237 1920001000869 透明帽辅助内镜下硬化剂注射术治疗痔疮疗效和对患者生活
质量影响的研究

广东同江医院有限公司 林海 李海正 李强

238 1920001001574 藻酸盐敷料结合百多邦及纱块固定在3期压力性损伤中的疗效
观察

佛山市顺德区伍仲珮纪

念医院
刘青梅 方景如 郭飞燕

239 1920001000717 佛山地区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的分子流行病学机制研
究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顺德

医院（佛山市顺德区乐
从医院）

李小燕 余高平 赖少芬

240 1920001001531 脆弱环节干预对预防医务人员锐器伤职业伤害的研究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佛山市顺德区龙

江医院）

朱颖霞 梁燕文 江雪莲

241 1920001000632 卡泊芬净在重症侵袭性念珠菌感染降阶梯治疗中的效果评价 广东同江医院有限公司 乔智灏 李嘉莹 刘昶

242 1920001000937 CD56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中的表达及意义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胡婉贞 翟晓 何艳梅

243 1920001000533 老年性持续性房颤治疗追踪的研究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顺德

医院（佛山市顺德区乐
从医院）

张小梅 陈健佳 霍莲枝

244 1920001000531 P53、p21及caspase-3蛋白在川崎病小鼠冠状动脉平滑肌细
胞中的促凋亡作用

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
儿童医院（佛山市顺德

区妇幼保健院）

张健平 曾祥林 文芳

245 1920001000963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KOA）患者腓骨近端截骨术前后步态改
变

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二人

民医院、佛山市顺德区
冯尧敬纪念医院）

蔡跃波 李欣 姚华灿

246 1920001000589 MRI三维影像重建技术在肝胆道结石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顺德
医院（佛山市顺德区乐

从医院）

何暖坚 陈应驹 霍彩霞

247 1920001000694 小檗碱逆转ABC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对阿霉素耐药机制的研
究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熊丹 曾冲 唐娟

248 1920001000318 医学影像病例库APP的开发与应用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

院（佛山市顺德区中医
院）

翁志蓬 欧建宏 陈传亭

249 1920001001458 多学科医护合作模式在骨科创伤急诊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医院 陈达和 黄诚英 刘大豪

250 1920001000569 吲哚菁绿评估肝硬化失代偿期门静脉高压症患者围手术期风
险的临床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何威 左海波 刘清波

251 1920001001297 基层医院护理人员综合职业素质和岗位潜能科学评估及发展
指导

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二人
民医院、佛山市顺德区

冯尧敬纪念医院）

钟小玲 苏意心 王小洪

252 1920001001527 三苯双脒和吡喹酮对华支睾吸虫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

院附属均安医院（佛山
市顺德区均安医院）

邵光辉 李慧萍 韦洪怀

253 1920001000296 动态关节松动术对后稳定型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早期功能康复
的影响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林奕 冯杰荣 罗兴文

254 1920001000707 EB病毒DNA载量与EB病毒抗体水平及鼻咽癌风险度的相关
性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梁瑞莲 黎青青 秋辉

255 1920001001682 儿童早期预警评分在重症肺炎路径式电子护理记录中的临床

应用研究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佛山市顺德区龙

江医院）

梁惠冰 贺凤花 陈宝英

256 1920001001886 可吸收性敷料在足趾软组织缺损修复的临床应用研究
佛山市顺德和平外科医
院有限公司

程忠勇 梁智荣 谭兴华

257 1920001000416 探讨改良POSSUM评分系统在前置胎盘剖宫产手术风险评估
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欧阳才颜 黄慧嫦 陈琳诗

258 1920001000712 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胎儿新发拷贝数变异在孕妇产前诊断中

的研究

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
儿童医院（佛山市顺德

区妇幼保健院）

赵卓姝 温倩敏 刘凤芝

259 1920001000805 糖尿病合并心力衰竭患者ALDH2基因多态性与炎症、氧化应
激的相关性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吕伟标 黄裕立 吴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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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1920001001503 无托槽隐形矫治结合数字化修复治疗牙周病前牙移位的效果
研究

暨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医
院）

郭观生 杨佩怡 刘迪生

261 1920001001165 VDR基因BsmI位点多态性与抗骨质疏松药物疗效的相关性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医院 黄宇 邱楠 王云娜

262 1920001000316 癌症患者及家属需求的肿瘤康复服务模式的研究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医院 李淑芳 何丽珊 陈秀霞

263 1920001000305 不同胎龄组正常新生儿USCOM血流动力学的监测与评估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彭丽珠 陈昶 何嘉裕

264 1920001000350 专科护士主导的延续护理在养老机构应用的效果评价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顺德
医院（佛山市顺德区乐

从医院）

何淑华 刘娟 霍彩霞

265 1920001000936 利用低强度超声波和骨髓单核细胞治疗退行性椎间盘疾病的
生物学技术研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顺德
医院（佛山市顺德区乐

从医院）

崔基浩 李创 马文斌

266 1920001001216 冰片佐使中药组分转运：提高丹参中有效成分口服吸收的研

究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医院 陈伟光 曾艳芳 范丽锋

267 1920001000683 帕罗西汀片仿制药与原研药对治疗首发广泛性焦虑障碍的药
物经济学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刘霭明 梁春梅 何素嫣

268 1920001001045 两种不同麻醉方式对老年全髋置换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

影响及机制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
院附属均安医院（佛山

市顺德区均安医院）

吴先平 杨艳萍 陈宪

269 1920001000982 通腑化瘀汤对轻中度高脂血症性胰腺炎患者血栓弹力图的影

响及其疗效观察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
院（佛山市顺德区中医

院）

何国敏 梁谋旺 黄丽华

270 1920001000423 气管内滴入布地奈德联合肺表面活性物质对预防极低出生体

重早产儿CLD的临床研究

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
儿童医院（佛山市顺德

区妇幼保健院）

钟美雄 谭惠简 张健平

271 1920001000706 血清中WFA + - M2BP及PIVKA-Ⅱ在慢性乙肝相关性肝癌中
诊断价值的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吴翠云 何晓韵 周远青

272 1920001000551 早期使用骨折治疗仪配合手法复位在儿童前臂闭合骨折的应
用效果

暨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医
院）

徐海中 谢绍权 夏冠锋

273 1920001000618 盆底超声技术评估椎管内镇痛分娩与会阴侧切分娩后尿失禁
发生率的对比研究

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
儿童医院（佛山市顺德

区妇幼保健院）

老兆航 吴杏仪 区薛宜

274 1920001001544 顺德龙江地区0-6岁食物过敏患者的过敏原检测与影响因素探
讨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佛山市顺德区龙

江医院）

刘玲 黄颖璇 谭改玲

275 1920001001140 索拉菲尼联合肝动脉灌注化疗治疗晚期肝癌的临床研究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医院 冯丽娟 谢建立 衷锐

276 1920001000420 双相障碍患者的嗅觉功能异常及其与情绪状态的相关性
佛山市顺德区伍仲珮纪
念医院

李春阳 叶健夫 吴芬兰

277 1920001001400 多模态能谱CT对缺血性脑卒中的应用研究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医院 徐世昌 柯程英 鲁观春

278 1920001001201 高血压脑出血应用强化降压联合蛇毒血凝酶对血肿扩大和神
经功能影响的研究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医院 陈冬颖 李涤义 许新云

279 1920001000366 慢乙肝患者抗病毒治疗前后血清中SIX1/EYA1蛋白的变化及
临床意义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丁建强 郑翀 吕国涛

280 1920001000778 利用3D-Slicer配合穿刺导管辅助穿刺模拟治疗高血压脑出血

暨南大学附属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二人
民医院、佛山市顺德区
冯尧敬纪念医院）

马劲翔 常龙 唐秋霞

281 1920001000610 刘氏小儿推拿防治学龄前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
院（佛山市顺德区中医

院）

谢文娟 吴仙娜 萧婷

282 1920001001015 脑小血管病负荷与卒中后抑郁的相关性研究 广东同江医院有限公司 叶建军 李铺 麦惠婷

283 1920001000669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OCTA）在糖尿病性视网膜病
变早期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沈泳芝 黄家丽 冼科贡

284 1920001001584 毛壳素对肝内胆管癌细胞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
院（佛山市顺德区中医

院）

黄进林 何景亮 罗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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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1920001001755 吴茱萸穴位贴敷联合耳穴压豆对卒中后失眠患者脑源性神经
营养因子的影响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

院（佛山市顺德区中医
院）

陈锦泳 何玉琴 林小锋

286 1920001001492 奥马哈系统联合医护康一体化管理模式在踝关节骨折术后康
复的效果评价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佛山市顺德区龙

江医院）

刘少群 林勇 饶娟娟

287 1920001000563 经吸引器杆双J管折叠内支撑置入法的临床应用 广东同江医院有限公司 张辉泽 蒋勇军 潘要丰

288 1920001001675 化学发光法在反应性无偿献血者检测中的应用 佛山市顺德区中心血站 李交 于艳涛 符发雄

289 1920001000942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氨磺必利的血药浓度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心
率变异性的关联性分析

佛山市顺德区伍仲珮纪
念医院

赖惠芳 钟志良 任伟伟

290 1920001001588 足三里穴位注射胸腺肽对ICU脓毒症患者T淋巴细胞亚群等免
疫指标的影响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
院（佛山市顺德区中医

院）

魏清兰 刘凌凌 朱满桂

291 1920001001882 甘遂合剂穴位贴敷治疗肝硬化腹水的临床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

院（佛山市顺德区中医
院）

陈小明 朱妙芬 欧阳月合

292 1920001000427 静吸复合全麻对颅脑外伤患者炎症因子及神经功能的影响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顺德

医院（佛山市顺德区乐
从医院）

吴寿和 张国强 黄少莹

293 1920001000652 富自体浓缩生长因子联合脱矿无机牛骨羟基磷灰石对下颌埋
伏第三磨牙拔除术后反应的应用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刘雄 吴世卿 欧阳嘉杰

294 1920001000314 单侧穿刺椎体成形术在多节段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的应用
研究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

院（佛山市顺德区中医
院）

冯学烽 曾林林 梁景超

295 1920001001787 逐水粉六穴贴敷对慢性心力衰竭顽固性水肿的临床观察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

院（佛山市顺德区中医
院）

吕丽芬 范焕珍 梁丽仪

296 1920001000390 炎性反应介质TNF-α、IL-6与唑来膦酸急性期发热反应的相关
性研究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医院 贲吕金 陈祥杰 李前程

297 1920001000930 V-VST联合冰刺激训练降低早期脑卒中球麻痹误吸发生率的
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

民医院）

苏秀卿 何燕君 徐惠

298 1920001001442 腰围管理对社区慢性病患者干预效果的影响研究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黄志刚 骆静容 郑杰芳

高明区（25项）

299 1920001000565 PACS系统测量辅助经皮椎体成形术治疗骨质疏松性胸腰椎体
压缩骨折的临床研究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夏雄超 谭坚毅 钟思龙

300 1920001001751 新型骨替代材料含镁硫酸钙- BMP-2/PLGA微球-3D打印支架
的制备、药效学分析及其骨修复功能研究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刘伟 钟裕新 杨文娜

301 1920001001823 腹针配合自血疗法对慢性荨麻疹患者疗效及血清细胞因子的
影响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周光进 陈叙波 马文校

302 1920001000866 情景模拟结合思维导图教学法在N1级护士护理核心制度培训
中的应用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罗小燕 黎勤华 苏秀梅

303 1920001000293 超声引导下双侧竖脊肌阻滞用于老年患者经皮椎体后凸成形
术的效果观察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彭丹丹 仇雪群 刘美好

304 1920001000264 连续肾脏替代治疗对急性肾损伤患者巨噬细胞及相关细胞因
子的影响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黄永鹏 谢文杰 叶燕红

305 1920001000320 基于翻转课堂理念在初产妇产前健康教育中应用研究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孔秋菊 夏红兵 梁敏红

306 1920001001239 不同方式神经阻滞用于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镇痛效果观察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梁凌 农兰依 黄晓媚

307 1920001000695 应用穿支皮瓣技术改良游离髂腹部骨皮瓣修复手部骨与皮肤

缺损研究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汪翔 温贤金 程碧华

308 1920001000488 乙肝病毒高载量孕妇抗病毒治疗母婴阻断效果研究及隐匿性
感染影响因素分析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张宇 李丹 温海鹏

309 1920001000299 假吃、耳穴压药联合穴位按摩对剖宫产后缺乳初产妇自我效

能与促进乳汁分泌的效果观察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曾彩贤 曾彩霞 黄建芳

310 1920001001635 不同时间间隔实施输卵管通液术对输卵管堵塞致不孕症患者
妊娠率、血液流变学及经济学影响

佛山市高明区中医院 陈秀英 区惠妍 李凤霞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组
主要成员1

项目组
主要成员2

项目组
主要成员3

311 1920001000733
丙泊酚与右美托咪定分别联合舒芬太尼在重症机械通气患者

程序化镇静中的疗效、安全性及对氧化应激、炎症反应的影
响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庞荣锋 谭燕苹 黎智宾

312 1920001000539 基于柯氏评估模式的基层护士个案管理培训效果的研究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何中华 陈敏清 李洁峰

313 1920001000315 补阳还五汤对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PFNA内固定术后隐性失血
的影响

佛山市高明区中医院 孙秀良 邵柳彬 陈秀编

314 1920001001704 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治疗儿童流行性感冒临床疗效及安全
性探讨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夏毅如 冯显富 邱基庆

315 1920001001467 高低频超声联合下测量肾皮质厚度在慢性肾病随访中的应用
价值研究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蔡少雨 古佩巧 丘焰光

316 1920001001505 Ｄ－二聚体、吻合口旁引流液蛋白水平、降钙素原对结直肠

癌术后吻合口瘘的早期预测价值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冯伟兆 程碧华 曾钊宇

317 1920001001364 踝关节撞击综合征的影像学特征及其在指导治疗中的应用研
究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曹斌 代咏梅 曾锦

318 1920001001806 自制中药敷包配合耳穴压豆对产褥期妇女康复的影响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麦燕玲 李朝霞 胡敏瑶

319 1920001001678 可吸收微型骨锚结合改良缝合法治疗锤状指畸形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萧志雄 王昌义 温贤金

320 1920001001679 运动提高姜黄素治疗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症的疗效及其机

制研究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颜汉平 甘敏玲 梁海梅

321 1920001000477 急性胆道感染患者PTCD或ERCP术后胆汁细菌培养的变化及
特点分析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黄尚书 罗莉芸 苏秀梅

322 1920001001860 关键点护理在结肠镜检查肠道准备中的效果研究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赵伟贤 麦燕华 黄素芬

323 1920001000755 绝经后2型糖尿病患者血清微量元素和电解质与空腹血浆葡萄
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的相关研究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 麦高阳 李鲁强 杜欣媚

三水区（30项）

324 1920001001287 “互联网+”预防接种家长线上教育平台建设与应用研究 佛山市三水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何永辉 周开举 王海荣

325 1920001000877 群体教育对促进学龄前儿童身高发育效果的观察
佛山市三水区妇幼保健

院
骆志红 梁嘉艳 蒋俊琪

326 1920001000955 超声清创与负压封闭联合微氧持续渗透湿性治疗在慢性难愈
性伤口的应用效果研究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吴碧珊 梁燕筠 莫满芳

327 1920001000987 自固化磷酸钙人工骨填充配合空心钉内固定术微创治疗胫骨
平台Schatzker II-III型骨折疗效观察 佛山市中医院三水医院 郑泓 李伟强 翁天才

328 1920001000604 导师工作坊培训模式结合反馈功能模具在提高心肺复苏质量

的效果观察

佛山市三水区妇幼保健

院
陈力勤 梁强辉 彭灿辉

329 1920001001108 子宫整形术减少疤痕子宫剖宫产术后子宫下段憩室形成的效
果评估

佛山市三水区妇幼保健
院

赖婷婷 黄婷婷 曹瑞文

330 1920001000685 经皮穴位电刺激稳定血脑屏障改善老年患者术后谵妄的机制

探讨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盛恒炜 杜文文 何健芳

331 1920001001192 5-Fu局部敷贴对翼状胬肉组织中血管和成纤维细胞的影响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明国英 付汐 李海芸

332 1920001001349 早期妊娠检测子宫动脉血流频谱对子痫前期高风险人群的预

测价值

佛山市三水区妇幼保健

院
杜春彦 曹瑞文 罗俊杰

333 1920001000690 《BAT评分法联合CT血管造影检查对脑出血患者早期血肿扩
大的预测价值》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元少鹏 邓妙峰 翁晓虹

334 1920001001638 盆底仿生物电刺激联合复方玄驹胶囊对促进子宫内膜生长的
应用研究

佛山市三水区妇幼保健
院

彭冰洁 梁桂英 钱丽琼

335 1920001000692 正骨手法结合跗骨窦入路微创治疗跟骨Sanders II-III型骨折的
临床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三水医院 梁泳聪 郑楚健 卢结妍

336 1920001000795 四种不同引导方式背根神经脉冲射频治疗下腰痛的临床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三水医院 邓铭锋 徐德敏 卢结妍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组
主要成员1

项目组
主要成员2

项目组
主要成员3

337 1920001001760 脉冲注药在硬膜外分娩镇痛中的应用
佛山市三水区妇幼保健
院

钟导理 陈顺仪 王春红

338 1920001001172 全面二孩政策下产儿科护士职业倦怠感现状调查及对策
佛山市三水区妇幼保健
院

邓玉婵 张莉 陈荷芬

339 1920001001473 高臀屈膝侧卧位联合艾灸至阴穴纠正臀位的效果研究
佛山市三水区妇幼保健

院
陆影仪 陈玩霞 梁燕桃

340 1920001001157 新生儿呼吸评分法在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治疗方法选择中
的指导意义

佛山市三水区妇幼保健
院

钟向明 郭微 梁敬文

341 1920001000553 膝关节前交叉韧带不同位点损伤的动态力学及临床应用 佛山市中医院三水医院 罗学辉 车志新 刘德辉

342 1920001000813 易栓三项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凝血事件相关性研究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邓长虹 罗苑君 张雯

343 1920001000429 终末期肾病患者动静脉内瘘不同狭窄程度超声引导下PTA术
后的疗效观察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高婉仪 陈景成 陈晨

344 1920001000721 山楂消脂胶囊对高血压并颈动脉硬化患者的临床研究 佛山市中医院三水医院 陈少旭 梁小银 陈天晓

345 1920001001244 眼睑黄色瘤与高血脂症/高胆固醇血症中遗传因素的相关性研
究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王璟 黄春梅 戴东霞

346 1920001000275 半乳糖凝集素-3和动脉僵硬度在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的相关
性研究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许名东 李丽华 李晚泉

347 1920001000868 全国名老中医邱健行教授治疗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经验整理 佛山市中医院三水医院 刘锡坚 杨思为 杨乃坤

348 1920001000564 内热针治疗肘关节僵硬及其红外热成像变化的临床研究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曾沛金 莫秀梅 林小娟

349 1920001001016 基于定量CT探讨腹部脂肪与骨质疏松的相关性研究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李杰生 何乐为 卢杏娟

350 1920001001229 精准化护理在肾结石患者术中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练卫东 李品娣 李紫薇

351 1920001000836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与中医体质的临床相关性分析 佛山市中医院三水医院 杨益 黄倚文 魏秀娟

352 1920001001376 慢性荨麻疹伴甲状腺抗体阳性患者治疗效果的临床研究
佛山市三水区疾病防治

所
梁庆佳 蔡杏仪 张方布

353 1920001001152 部分性脾栓塞联合普奈洛尔对门脉血流动力学影响的临床研
究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吴金棉 梁炎辉 陈大娟

合计（353项）



附件2

2019年佛山市自筹经费类科技计划项目（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立项清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组
主要成员1

项目组
主要成员2

项目组
主要成员3

1 1920001000658 佛山市道路固废资源化再生利用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 佛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郭立成 曾国东 黄红明

2 1920001001539 基于交通流理论的人行桥人致振动研究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陈舟 陈玉骥 鲁志雄

3 1920001001632 轻质高性能辐射屏蔽材料制造方法改进研究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刘方军 何俊 伍俊

4 1920001001168 广东地区连续刚构现浇箱梁C60低收缩低徐变高性能混凝土
关键技术

佛山市公路桥梁工程监测站
有限公司

周敏 杨腾宇 谢山海

5 1920001001601 富营养化水体藻华生物防治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碧沃丰工程有限公司 范德朋 雷明科 邓少雅

6 1920001001759 佛山水产市场中副溶血性弧菌的流行情况及遗传多样性研究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余权 李源 高梦雅

7 1920001001104 天然产物中多糖活性成分的分离及应用研究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宋照风 周子凡 朱峰

8 1920001001867 高温条件下沥青混合料净味成套技术研究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肖鑫 郑月云 周亮兵

9 1920001001737 基于BIM的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建设到智慧运营全过程应用研
究

佛山市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黄平 朱建峰 郭智生

10 1920001000972 基于佛山及周边地区地材的钢桥面铺装UHPC材料制备与应
用技术研究

佛山市公路桥梁工程监测站
有限公司

杨腾宇 赵才华 孟华君

11 1920001001673 穿越富水粉砂层盾构开挖注浆加固对策研究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程马遥 郑土永 方鸿发

12 1920001001001 基于智慧感知的居家老人健康照护平台研究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王爱国 郑春弟 段志奎

13 1920001000529 多源遥感反演知识的融合方法研究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刘宪国 刘翔宇 林晓东

14 1920001001825 一种新型太阳能自动追踪控制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谭建斌 郑亚 班群

15 1920001001474 一种新型金属圆管端部打磨设备的研究及应用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彭一航 陈开源 杨元凯

16 1920001001680 基于键合晶体的高峰值功率打标激光器的研究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李景照 宋玉宏 梁厚超

17 1920001001220 营造高校多媒体教室健康光环境系统的研究与实践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王艳春 吴育林 陈铁牛

18 1920001001807 大数据+无人机技术提升企业危险源及污染源管理研究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孙红伟 王小辉 朱圣洁

19 1920001001626 基于5G技术的生态路灯系统及其在公共安全保障中应用研
究

广东东软学院 彭利萍 周莉莉 马世登

20 1920001001144 佛山市应急救灾决策系统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刘士亚 郭静 吴婷婷

21 1920001000775 新工科背景下佛山机器人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袁庆丹 刘军 华蕊

22 1920001001736 餐厨垃圾连续快速减量化处理技术研发和应用 碧沃丰工程有限公司 胡亚冬 孔维杰 陈九丰

23 1920001001777 硫铁矿-类Fenton技术对有机/重金属复合污染物的协同处理
研究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黎雯 李保庆 刘绮桐

24 1920001001802 含砷废料脱砷焙烧炉节能工艺设计及其综合性能研究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王逸飞 王晓阳 方红生

25 1920001001742 基于多指标综合评分法的热泵+微波联合干燥木材的工艺研
究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李玉春 王荣发 余华明

26 1920001001854 重金属污染土壤钙基稳定剂研发及其作用机理研究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朱月琪 曾红平 梁志权

27 1920001001271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佛山建陶协同创新路径探索研究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王岩 吴斌 李玲玲

28 1920001001221 特殊钢管片冻结法更换盾尾密封刷技术 佛山市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朱建峰 饶彪 白永杰

29 1920001001858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佛山特色城镇产业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研究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闫永博 许四化 秦建玲

30 1920001001706 广东地区海绵城市建设的蚊患风险及规划设计对策研究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吕慧 黄文英 黎彩敏

合计（30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