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获奖项目 

一等奖 8项 

201201206  经血传播的 HIV 感染流行特征及其防控措施的建立与研

究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郑州市第六

人民医院  阚全程、赵杰、王哲、余祖江、李宁、吴文迅、何云、崔

为国、刘国华、郝宝林 

201201066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机制分型及新诊治模式的创建和应

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深圳市眼科医院、四川省人民

医院  王宁利、彭智培、刘旭阳、王怀洲、贾力蕴、杨正林、卢清君、

曾惠阳、卿国平、马科、姜利斌、汪晓磊、陈伟伟 

201201133  微创治疗骨盆髋臼骨折脱位的研究与临床应用  河北医

科大学第三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  张英泽、王满宜、潘进社、吴新

宝、侯志勇、张奇、陈伟、彭阿钦、宋朝晖、鲁谊 

201201321  主动脉扩张性疾病的微创腔内治疗  上海长海医院  景

在平、陆清声、赵志青、包俊敏、冯翔、冯睿、梅志军、周建、袁良

喜、裴轶飞、李海燕、洪毅、魏小龙、张雷、宋超 

201201076  肾脏移植免疫抑制个体化用药方案的建立与应用  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九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钱叶勇、

张小东、王振、肖漓、柏宏伟、王玮、石炳毅、胡小鹏、刘路鹏、范

宇 

201201020  食管癌规范化治疗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应用推广  中国医

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赫捷、王贵齐、乔友林、吕宁、王绿化、林东昕、



王明荣、徐宁志、王国清、汪楣、魏文强、肖泽芬、黄国俊、王永岗、

毛友生 

201201127  放创复合伤难愈机制与干细胞治疗的实验研究  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  史春梦、粟永萍、冉新泽、程天民、邹仲敏、

宗兆文、屈纪富、王涛、刘登群、艾国平、王军平、闫国和、徐辉、

陈晓红、舒崇湘 

201201131  两种重要致盲眼病——Behcet 病、Vogt-小柳原田综合征

的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  重庆医科大学、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杨培增、杜利平、侯胜平、迟玮、柳小丽、毛立明、雷博、陈颖、孟

倩丽、赵长霖、陈丽娜、李科、周红颜、胡柯、田丽春 

二等奖 25项 

201202069  蛋白质组支撑技术及其在重大疾病等研究中的应用  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北京蛋白质组

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姜颖、贺福初、钱小红、朱云平、厉有名、应万涛、李栋、孙薇、张

养军、郝运伟 

201202181  支气管哮喘诊断和治疗新技术及临床应用  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沈华浩、钟南山、郑

劲平、王凯、李雯、陈爱欢、王苹莉、徐军、黄华琼、李靖 

201202153  蒺藜皂苷激活 PKC 和 ERK1/2 抗心脑缺血作用机制及单

体分析  吉林大学  杨世杰、李红、纪影实、孙巍、王国栋、孙申国、

李绪文、倪劲松、关凤英、张爽 



201202082  椎间盘源性腰痛的系列基础和临床研究  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总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彭宝淦、李

端明、吴叶、陈金栋、庞晓东、高春华、杨诚、杨洪 

201202070  微波消融多脏器实体肿瘤的技术创新及应用  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医院、南京康友微波能应用研究所  梁萍、于晓玲、程志刚、

韩治宇、于杰、刘方义、鲁通、穆梦娟、董宝玮、王毅 

201202053  中国人糖代谢异常和相关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变迁及干预

研究  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杨文英、纪立农、肖建中、

翁建平、贾伟平、陆菊明、周智广、单忠艳、柳洁、田浩明 

201202019  中国人恶性淋巴瘤临床病理特征和放疗新策略研究  中

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李晔雄、王维虎、金晶、周立强、吕宁、王

淑莲、宋永文、刘跃平、王绿化、余子豪 

201202310  心脑血管、神经退行性疾病非临床药效评价关键技术平

台建立及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王晓良、朱海波、陈乃

宏、彭英、王玲、李江、徐少锋、杨柳、冯楠、苑玉和 

201202302  消化道内镜微创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烟台毓璜顶医院  

刘运祥、黄留业、吴承荣、张波、崔俊、周福润、刘一品、仪德亮、

衣龙志、曹晓凌 

201202099  多向优化 Tregs 联合抑制 Th17 细胞减轻肺移植术后排斥

反应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刘中



民、范慧敏、李斌、周晓慧、曹浩、李钦传、史乾、卢蓉、郑颂国 

201202324  骨骼肌部分移植重建运动功能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上海

长征医院  江华、陈刚、刘安堂、于大志、张盈帆、赵耀忠、孙美庆、

朱晓海、章建林、朱鴷 

201202179  室性心律失常的机制探讨与临床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  曹克将、陈明龙、汪道武、江洪、单其俊、邹建刚、

张凤祥、杨兵、居维竹、陈红武 

201202110  急性心肌梗死直接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基础研究和临床应

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

病医院  沈卫峰、杨跃进、张奇、赵京林、张瑞岩、窦克非、胡健、

张海涛、陆林、程裕彤 

201202111  微创超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关键技术的建立与临床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郑民华、陆爱国、冯波、马君俊、

王明亮、胡伟国、毛志海、臧潞、董峰、李健文 

201202126  终末期肺病的外科治疗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姜格宁、丁嘉安、陈昶、朱余明、周晓、汪浩、张雷、王海峰、陈乾

坤、何文新 

201202074  提高四肢骨与关节严重开放性创伤修复重建疗效的关键

技术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吴克俭、杨润功、

章亚东、李文峰、唐金树、张建、王晓宁、张宇鹏、朱加亮、王永刚 

201202032  骨性Ⅲ类牙颌畸形非手术矫治的突破及传动矫正器、技

术的研发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



医院、杭州新亚齿科材料有限公司  林久祥、周彦恒、许天民、陈莉

莉、陈贤明、谷岩、李巍然、聂琼、丁鹏、江久汇 

201202043  化学污染物分析技术与暴露评估及其食品安全监控标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吴永

宁、李敬光、周群芳、任一平、章宇、闻胜、刘稷燕、赵云峰、李筱

薇、苗虹 

201202033  首都急性心血管病救治系统模式探索与应用  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北京市石景

山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胡大一、杨进刚、皮林、

孙艺红、颜红兵、华琦、宋莉、张守彦、李瑞杰、梁岩 

201202104  去铁治疗脑出血后脑水肿损伤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黄峰平、顾宇翔、吴刚、秦智勇、奚国华、胡枢

坤、倪伟、谢清、高超 

201202112  精准肝段手术影像学评估和计算机辅助诊断技术的开发

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上海交通大学  许建荣、

钱黎俊、顾力栩、徐宇虹、庄治国、钟喨、朱炯、吴连明、王文晶、

华佳 

201202258  多种皮瓣修复小腿及足部创面的解剖学研究及临床应用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上海同济医院  徐永清、张世民、朱跃良、丁

晶、李军、林月秋、杨军、陆声、汤逊、马涛 



201202221  药物处置相关基因与药物反应性和疾病易感性的药物基

因组学研究  中南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

医学研究所  陈小平、周宏灏、贺福初、李元建、范岚、郭韧、张伟、

周淦、李智、王果 

201202052  临床生化检验项目参考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卫生部北京

医院  陈文祥、张传宝、董军、汪静、张江涛、赵海舰、王抒、闫颖、

周伟燕、王冬环 

201202252  放射性核素标记化合物肿瘤显像与治疗研究  泸州医学

院附属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大学  陈跃、何菱、匡安仁、

廖斌、黄占文、邓候富、陈正君、杨宗凯、张伟、蔡亮 

三等奖 47项 

201203015  一些免疫及炎性基因遗传变异对基因功能和肿瘤易感性

的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  林东昕、孙瞳、谭文、曾长青、

于典科、赵丹、杨明、周翊峰 

201203164  出血性疾病的诊断、治疗与发病机制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  王兆钺、韩悦、曹丽娟、余自强、白霞、吴淑燕、白艳艳、

阮长耿 

201203163  共刺激分子 B7-H3 与 CD40 在肿瘤免疫中的作用及临床

意义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苏州大学  张学光、张光波、陈卫昌、

侯建全、黄建安、吴昌平、戚春建、孙静 

201203042  中国流行的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分子特征研究  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天津市蓟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景怀琦、王鑫、郝琼、夏胜利、杨晋川、陈继

永、肖玉春、邱海燕 

201203018  桑属植物及其代谢产物的化学和生物活性基础研究  中

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陈若芸、于德泉、申竹芳、戴胜军、谭永

霞、张庆建、刘超、刘泉 

201203317  精准、加速康复外科技术及其临床应用  上海市闸北区中

心医院、上海长征医院  王强、王治国、李培龙、谭剑敏、戴琳峰、

贺敬虎、李勤 

201203108  血吸虫病分子流行病学及防治技术  复旦大学  姜庆五、

周艺彪、赵根明、张志杰、何纳、韦建国、庄建林、王海银 

201203147  滋补脾阴法对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修复防治策略的研究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战丽彬、路小光、吕德成、隋华、梁丽

娜、曲明阳、郑路平、孙杰 

201203178  重要信号分子在肿瘤形成和新的血管生成中的调控机制

及应用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江秉

华、刘凌志、方靖、王敏、钱旭、施祝梅 

201203320  消化道肿瘤的非编码 RNA 调控及其防治基础研究  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孙树汉、杨富、王芳、郭瀛军、颜宏利 

201203231  慢性痛的突触模型，脊髓背角痛觉传递长时程增强的机

制研究  中山大学  刘先国、信文君、周利君、臧颖、魏绪红、杨红

卫、胡能伟、宫庆娟 



201203229  克服 ABC 药物转运泵介导的肿瘤多药抗药性的研究  中

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符立梧、梁永钜、石智、戴春岭、闫燕艳、张

建业、陈黎明、潘启超 

201203249  天然活性成分分离分析、筛选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四川大

学  陈俐娟、钱志勇、彭爱华、向明礼、巩长旸、叶昊宇、苟马玲、

胡佳 

201203012  中国教学医院连续十年多中心细菌耐药监测和耐药机制

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徐英春、杨启文、王辉、孙宏

莉、王瑶、王贺、陈民钧、张小江 

201203007  经桡动脉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技术的应用、普及与推广  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  周玉杰、傅向华、杨士伟、王志坚、闫振娴、霍勇、李为民、

傅国胜 

201203305  B 型利钠肽在心力衰竭、急性心肌梗死和瓣膜病患者中的

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杨跃进、赵雪燕、毛懿、

韦丙奇、倪新海、吴超、丛祥凤、李一石 

201203113  室性心律失常和心脏性猝死的综合防治新方法  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市第六人

民医院  李毅刚、王群山、宿燕岗、李京波、陆秋芬、孙健、张澎湃、

王君 

201203106  脑重大疾病的 CT、MR 诊断体系的建立及创新性临床应



用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耿道颖、李郁欣、张军、尹波、姚振威、

刘军、毛颖、鲁刚 

201203173  布-加综合征的介入治疗与中远期疗效观察  徐州医学院

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

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祖茂衡、韩新巍、崔进国、顾玉明、

徐浩、汪忠镐、张庆桥、魏宁 

201203021  评价肿瘤风险与治疗反应的遗传标记物研究及其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徐兵河、林东昕、马飞、袁芃、吴晨、于

典科、张雪梅、孙瞳 

201203167  恶性肿瘤凋亡相关基因调控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南京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京医科大学  

殷咏梅、束永前、王朝霞、郭人花、马长艳、仇金荣、朱陵君、王同

杉 

201203265  介入性肺脏病学技术在呼吸系统疑难危重疾病诊治中的

应用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煤炭总医院、南

京微创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库蓝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金发光、王

洪武、刘春俊、张澜锁、傅恩清、周云芝、谢永宏、张楠 

201203330  重症急性胰腺炎内科综合治疗方法的研究与应用  南昌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吕农华、陈幼祥、刘丕、曾皓、朱勇、祝荫、夏

亮、周小江 

201203035  遗传性肾脏疾病的临床及分子发病机制研究  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  丁洁、王芳、张宏文、管娜、刘晓宇、肖慧捷、姚勇、俞



礼霞 

201203105  癫痫的优化诊疗新策略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洪震、

朱国行、丁玎、吴洵佚、虞培敏、王晋扬、杨柳、吴冬燕 

201203065  儿童抽动障碍的基础与临床系列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安定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郑毅、崔永华、郭兰婷、马辛、

梁月竹、杨建红、程宇航、何凡 

201203205  中国乳腺癌前哨淋巴结活检替代腋清扫术多中心研究  

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北京肿瘤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江

苏省人民医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王永胜、欧阳涛、吴炅、

王水、苏逢锡、刘艳辉、王启堂、朱世光 

201203234  肾移植受者性功能及生育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南方医科

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七医院  于立新、许龙根、韩献平、邵

银灿、苗芸、邓文锋、李彩云、朱志军 

201203085  膀胱癌治疗和预防用 I 类新药—冻干重组人干扰素-卡介

苗的应用研究  天津市泌尿外科研究所  韩瑞发、孙二琳、刘春雨、

姚智、畅继武、范晓东、孙岩、赵杰 

201203165  勃起功能障碍的个体化诊疗策略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

鼓楼医院  戴玉田、陈赟、朱伟东、徐志鹏、邱雪峰、杨荣、林浩成 

201203220  先天性巨结肠及同源病发病机理、诊断与治疗新方法的

研究与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冯杰雄、王家祥、王果、魏明发、孙晓毅、杨合英、郭先

娥、袁继炎 



201203008  子痫前期血液动力学基础与临床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易思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张为远、张松、王琪、杨琳、翟桂荣、杨益民、罗志昌、李长东 

201203118  微创人工髋关节置换的解剖和临床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张先龙、沈灏、王琦、陈云苏、邵俊杰、蒋垚、

曾炳芳 

201203325  烧伤相关肺损伤系统防治策略的研究与应用  上海长海

医院、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夏照帆、郭光华、卢建、肖仕初、朱

世辉、马兵、王广庆、贲道锋 

201203002  颅内动脉瘤的介入治疗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李佑祥、杨新健、江裕华、姜除寒、张静

波、吴中学、吕明、贺红卫 

201203232  脑血管病血管内诊治技术的疗效评价及应用推广  南方

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段传志、李铁林、张炘、李西锋、何旭英、顾大

群、郭洪波、龙霄翱 

201203314  白内障手术技术创新和应用研究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谢立信、黄钰森、董晓光、由彩云、吴晓明、代云海、于常红、王晔 

20120311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发病机制及临床防治  上海市第

一人民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郑志、许迅、陈海冰、邹海东、

吴星伟、王宁、汪枫桦、许琳 

201203253  中国人老年黄斑变性 LOC387715-HTRA1、TLR3、

SERPING1、CFH 等疾病基因的应用基础研究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



川省人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中国人民解放

军成都军区总医院、犹他大学眼科中心  杨正林、鲁芳、朱冰、张康、

石毅、赵培泉、李元峰、刘小琦 

201203071  遗传性耳聋的致病机制及出生缺陷干预研究  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南大学、东莞市澳麦尔基因技

术有限公司  戴朴、冯永、袁永一、袁慧军、王国建、韩明昱、黄莎

莎、韩东一 

201203045  中国维持无脊髓灰质炎十年间脊髓灰质炎疫苗衍生病毒

的研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西

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许文波、张勇、祝双利、梁晓峰、李

黎、严冬梅、朱晖、王东艳 

201203067  中国心脑血管病流行特征转化规律、影响因素及预防策

略研究与应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管疾

病研究所  赵冬、刘静、王薇、吴兆苏、王淼、李岩、刘军、孙佳艺 

201203130  癫痫，脑血管疾病的流调，差异表达 cDNA 文库及机制

研究  重庆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北京大学  

王学峰、陈忠、王文志、王克威、李世绰、席志芹、肖争、肖飞 

201203328  山东省消除班氏丝虫病的研究  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

究所  邓绪礼、王培义、陈锡欣、高长兰、公茂庆、刘新、付兆义、

周开学 

201203122  基于方证相应的胃癌脾虚证研究与临床应用  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赵爱光、

杨金坤、赵刚、陶丽、郑坚、杨金祖、顾缨、徐燕 

201203058  慢性心衰中西医结合生存质量评价量表的研究  北京中

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林谦、农一兵、吴旸、万洁、逯金金、宋麦芬、

崔晓云、王轩 

201203124  中药制药工艺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上海中医药大学  

张彤、陶建生、谢燕、浦益琼、李国文、丁越、蔡贞贞、杨轶舜 

卫生管理奖 2项 

201205046  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实践与对策研究—全国艾滋病综合

防治示范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

心  韩孟杰、陈清峰、孙江平、刘康迈、张福杰、吕繁、吴尊友、王

晓春 

201205235  医学影像协同诊断系统的研发与临床应用  南方医科大

学、实达科技（广州）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广州南方宜信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严静东、郭文明、端妮、林国雄、陈卫国、蔡荣杰、杨小燕、

张雪林 

医学科普奖 2项 

201206329  包虫病科普手册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包虫病临床研究所  温浩、冯晓辉、段新宇、王淑霞、侯岩

岩、邵英梅、赵晋明、林仁勇 

201206044  医学科普作品《谨防肺吸虫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周晓农、陈韶红、陈家旭、顾承文、张永年、

洪加林 

卫生政策奖项 1人 

201207337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李剑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