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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获奖项目 

一等奖 7 项 

201501247  心脏病微创治疗策略和新技术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莞科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易定华、俞

世强、杨剑、徐学增、左健、刘金成、段维勋、易蔚、金振晓、梁宏

亮、赵荣、陈文生、陈涛、刘鹏 

 

201501290  骨折微创复位固定核心技术体系的创建与临床应用  河

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华北理工大学  张英泽、王飞、张柳、王娟、

王海立、张弢、陈照宇、侯志勇、陈伟、李智勇 

 

201501230  慢性肾脏病进展的机制及临床防治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东南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复旦大学  侯凡凡、蓝辉耀、刘必成、易凡、程永现、宾建平、郝传

明、徐希平、梁敏、陈平雁、周丽丽、周秋根、曹维、聂静、徐欣 

 

201501228  结直肠癌的个体化治疗研究和应用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

中心、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徐瑞华、万德森、黄文林、贾卫华、

谢丹、罗俊航、陈功、李宇红、张晓实、潘志忠、管忠震、骆卉妍、

王风华、陈冬良、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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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066  糖尿病下肢缺血外科治疗的临床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宣

武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谷涌泉、韩

忠朝、汪忠镐、张建、黄平平、郭连瑞、韩之波、齐立行、佟铸、梁

璐、郭建明、俞恒锡、罗涛、吴英锋、崔世军 

 

201501292  人感染新型 H7N9 禽流感病毒的发现及其病原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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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香港大学、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朝阳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中国科学院生物

物理研究所  舒跃龙、管轶、袁正宏、王大燕、朱华晨、周剑芳、高

荣保、胡芸文、张曦、曹彬、王宇、高福、武桂珍、揭志军、蒋太交 

 

201501295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诊治研究的理论创新和技术突破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李兰娟、郑树森、陈瑜、高海女、杨

仕贵、吴南屏、姚航平、郭静、梁伟峰、杨益大、俞亮、郑书发、崔

大伟、盛吉芳、刁宏燕 

 

二等奖 27 项 

201502030  胰岛素瘤诊治体系的建立及临床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赵玉沛、张太平、廖泉、戴梦华、邢小平、金征宇、

李方、杨爱明、刘子文、蔡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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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010  成瘾相关疾病的临床特征及神经基础  北京大学  时杰、

陆林、贾忠伟、李素霞、吴萍、薛言学、鲍彦平、朱维莉、丁增波、

李鹏 

 

201502026  重要和新发现呼吸道及肠道病毒的病原学研究及其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

防控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

童医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甘肃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金奇、许文波、相子春、崔爱利、李太生、朱贞、

彭俊平、杨维中、杨帆、毛乃颖 

 

201502037  非缺血性心肌病磁共振成像的关键技术与临床应用  中

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赵世华、陆敏杰、张岩、蒋世良、

陈秀玉、闫朝武、程怀兵、尹刚、凌坚、王宏宇 

 

201502110  口腔颌面部癌诊断和治疗分子靶点的确定和应用  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陈万涛、徐骎、张志愿、张陈平、

严明、曹巍、张萍、张建军、王旭 

 

201502109  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认知障碍的高危因素和治疗的基础

与临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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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陈生弟、裴钢、陈红专、王刚、赵

简、王昊、马健芳、丁健青、汤荟冬、邓钰蕾 

 

201502120  大肠癌术后“病证结合”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上

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上海市中医医

院、华东理工大学  李琦、蔡国响、侯风刚、季青、周利红、刘宣、

刘建文、黄建平、隋华、付晓伶 

 

201502036  我国规范化心血管疾病临床研究评价体系的构建及推广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蒋立新、张海波、路甲鹏、戴浩、

李希、郑昕、李静、李丽、冯芳、刘佳敏 

 

201502016  玻璃体手术的创新性研究及推广应用  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清华大学  姜燕荣、黎晓新、赵明威、郭宝华、陶勇、黄延宾、

侯婧、王凯、童新明、赵通 

 

201502157  肠道病毒 71 型（EV71）灭活疫苗免疫策略研究  江苏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国药中生生物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朱凤才、梁争论、李秀

玲、陈江婷、孟繁岳、李靖欣、张雪峰、胡月梅、储凯、毛群颖 

 



5 
 

201502166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恶性血液肿瘤关键技术的优化和推

广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苏州大学  吴德沛、陈苏宁、毛新良、

徐杨、孙爱宁、唐晓文、韩悦、薛胜利、吴小津、王荧 

 

201502161  胰腺癌发生、发展机制与临床技术创新研究  南京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苗毅、徐泽宽、蒋奎荣、高文涛、戴存才、李强、

吴峻立、郭峰、卫积书、陈建敏 

 

201502241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基础研究与临床探索  四川大

学华西第二医院  母得志、屈艺、鲁青、陈大鹏、李丽华、熊涛、曹

嵋、陈洪菊、赵凤艳、唐军 

 

201502092  血清新型生物标记物指导肿瘤早期诊断、治疗、预后的

基础与临床  天津医科大学、南京大学  巴一、陈熹、刘锐、王霞、

邓婷、葛少华、黄鼎智、李鸿立、周礼鲲、韩如冰 

 

201502046  我国血吸虫病监测预警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周晓

农、杨国静、李石柱、杨坤、许静、孙乐平、梁幼生、贾铁武、洪青

标、曹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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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013  IgA 肾病中 IgA1 分子糖基化异常的遗传背景、生物学机

制及临床意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张宏、赵明辉、朱厉、吕继成、

师素芳、刘立军、王素霞、侯平 

 

201502017  我国慢性丙型肝炎临床转归、干预及治疗方案的优化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固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宽城满族自治县医院  

魏来、饶慧瑛、王江华、封波、孙德贵、陈红松、杨瑞锋、徐成军、

刘峰、王云忠 

 

201502193  肿瘤图像引导放疗关键技术  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东南大学  李宝生、舒华忠、于金明、尹勇、李洪升、黄伟、朱健、

岳金波、孟雪、韩大力 

 

201502150  基于计算生物学的重大疾病体液诊断及防控的新技术及

其应用  吉林大学  李凡、王国庆、倪朝辉、王放、刘彬、张灵、李

有君、黄红兰、王槐栋、张晓天 

 

201502111  先天性小耳畸形发病机制研究与临床重建新策略的建立

和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张如鸿、张群、许

志成、许枫、李大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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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178  高性能光学成像技术诊断功能性眼病的机制和临床应用  

温州医科大学  吕帆、沈梅晓、朱德喜、陈绮、袁一民、陶爱珠、崔

乐乐、李明、胡亮、毛欣杰 

 

201502197  围产期疾病发病机制和临床诊疗研究及防控体系的建立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张展、朱长连、崔世红、张琳琳、程国梅、

徐发林、吕书博、张香敏、贾莉婷、姚梅玲 

 

201502285  脊柱及脊髓损伤的早期救治及外科干预  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周许辉、崔志

明、沈爱国、王策、袁红斌、林秋水、袁文、贾连顺、严望军、邵将 

 

201502126  骨质疏松性脊柱骨折微创治疗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  重

庆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昆明医科大学  胡侦

明、邓忠良、唐海、柯珍勇、郝杰、尹良军、浦波、陈富、赵刚、程

昀 

 

201502252  藏羚羊基因组测序及对极端高原环境的适应机制  青海

大学、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青海省人民医院  格

日力、马兰、杨焕明、嘎琴、杨应忠、白振忠、鲍海华、常荣、靳国

恩、常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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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012  胃癌早期诊断的新方法及致病因子 Hp 的流行病学和诊

治新策略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制所  周丽雅、林三仁、张建中、丁士刚、李渊、邓凯、闫秀娥、金

珠、孟灵梅、宋志强 

 

201502175  脑卒中的病理机制及诊治策略研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  张建民、陈高、楼敏、王林、陈盛、洪远、胡海涛、吴

群、祝向东、孙崇然 

 

三等奖 45 项 

201503171  腹部创伤治疗理念创新与技术进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

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李宁、虞文魁、石佳靓、林志亮、谈善军、沈娟

红、陈启仪、段开鹏 

 

201503172  男科疾病的诊疗技术创新及关键技术应用  南京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增军、华立新、宋宁宏、刘边疆、成功、杨杰、

王巍、秦超 

 

201503198  人体血管和非血管腔道内支架的设计与临床应用  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韩新巍、吴刚、任建庄、李臻、任克伟、马骥、

李腾飞、丁鹏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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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81  炎症因子介导动脉粥样斑块形成致“心肌-脑组织”缺血-

损伤的相关研究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严金川、李国红、王翠平、吴

骏、刘培晶、赵学、袁伟 

 

201503207  溃疡性结肠炎的信号转导通路及其中药干预作用与临床

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范恒、段雪云、胡建

莉、唐庆、刘星星、张丽娟、朱锐、寿折星 

 

201503093  微小 RNA(microRNA)对肿瘤细胞恶性行为的调控与机制

研究  天津医科大学  汤华、刘民、王芳、李欣、李怡璇、万海英、

石立莹 

 

201503155  中国东北地区人类遗传资源库建立与遗传多样性研究  

哈尔滨医科大学  傅松滨、徐丽丹、于景翠、关荣伟、薛雅丽、刘鹏、

吴杰、孙冬琳 

 

201503156  癌风险 miRNA 及协同调控风险通路(pathway)识别  哈尔

滨医科大学  李霞、肖云、徐娟、姜伟、张云鹏、李永生、平艳艳 

 

201503035  APP,PS-1,α-synuclein 等基因相关神经退行性疾病动物模

型的建立及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秦川、张连

峰、朱华、徐艳峰、马元武、黄澜、董伟、邓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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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56  下呼吸道感染防治策略的建立及其应用  北京医院  孙

铁英、郭岩斐、王丹丹、王艳、杨菁菁、许小毛、潘明鸣、杨翼萌 

 

201503061  结核病诊疗关键技术的建立与推广应用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

物理研究所、上海市肺科医院  许绍发、毕利军、肖和平、孙照刚、

段鸿飞、李卫民、高孟秋、朱莉贞 

 

201503293  肠粘膜上皮细胞碳酸氢盐分泌的调节及其细胞分子机制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庹必光、董辉、文国容、徐靖宇、刘雪梅、谢

睿、吴会超 

 

201503006  重症手足口病临床救治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

坛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阜阳市人民医院、聊城市人民医院  李兴旺、钱素云、张育才、

冉献贵、杨巧芝、陈志海、曾健生、王凌航 

 

201503229  乙肝肝衰竭发病机制的理论创新及相关新疗法的研究与

应用  中山大学  高志良、彭亮、柯伟民、王一鸣、林炳亮、谢冬英、

张晓红、谢仕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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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25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发病机制研究与诊断治疗新方法的

创建和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肖志坚、

张悦、徐泽锋、秦铁军、李冰、曲士强、张宏丽、方力维 

 

201503236  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病机制与临床  泸州医学院附属

医院、重庆医科大学  徐勇、李伶、杨刚毅、何延政、高陈林、朱建

华、黄炜、徐玲 

 

201503029  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发病机制、临床诊断与治疗的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张奉春、李永哲、王立、费允云、胡

朝军、张烜、张文、邓垂文 

 

201503032  感染性休克的机制研究及血流动力学治疗体系的建立与

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刘大为、王小亭、隆云、柴文

昭、周翔、张宏民、杜微、何怀武 

 

201503174  川崎病发病机制、诊治及预后评价的综合研究  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龚方戚、汪伟、解春红、章毅英、傅松龄、

王毓佳、齐延琦、张庆 

 

201503237  缺血性心脏病机制及相关临床干预治疗的超声可视化研

究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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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学玛丽医院  岳文胜、尹立雪、姚启恒、邓燕、曹礼庭、胡厚祥、

谢盛华、岳荣川 

 

201503038  心血管 CT 精准检查与诊断关键技术规范化应用及推广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上海

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中国医学

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吕滨、王锡明、张佳胤、侯阳、王怡宁、郭启

勇、金征宇、李明华 

 

201503028  放射性碘-131 靶向治疗甲状腺疾病的分子及临床特征系

列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林岩松、

梁军、李小毅、梁智勇、李方、孟超、李田军、王莎莎 

 

201503159  胃癌靶向纳米药物投递新体系的基础临床研究  南京大

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刘宝瑞、李茹恬、刘芹、魏嘉、杨阳、钱晓

萍、邹征云、王立峰 

 

201503270  肝细胞癌血管新生微环境和靶向治疗研究  南京大学医

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丁义涛、余德才、孙喜太、

戴耀东、刘宝瑞、常树全、陈达、杨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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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24  乳腺癌个体化诊疗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

院肿瘤医院  徐兵河、乔友林、马飞、袁芃、林东昕、王佳玉、樊英、

代敏 

 

201503226  肝脏移植围术期重要器官的损伤机制及保护策略  中山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黑子清、罗刚健、黎尚荣、池信锦、甘小亮、周

少丽、蔡珺、罗晨芳 

 

201503286  肝脏外科病理学诊断技术体系的创建及推广应用  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丛文铭、卫立辛、苏长青、

吴东、殷正丰、董辉、高璐、陈洁 

 

201503144  优化胃肠癌临床及分子分期指导规范化治疗的研究  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振宁、徐惠绵、宋永喜、徐莹莹、高鹏、

苗智峰、孙景旭、陈晓婉 

 

201503005  先天性胆总管囊肿创新理论和治疗技术的应用  首都儿

科研究所、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中国人民解

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医院  李龙、李索林、董蒨、黄柳明、张金哲、刁美、张金山、刘树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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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14  肾透明细胞癌致病基因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  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龚侃、张宁、吴鹏杰、

周利群、张争、王喜、李腾、宁向辉 

 

201503127  儿童生殖发育缺陷与功能损害的机制及其防治  重庆医

科大学  何大维、魏光辉、李旭良、林涛、龚以榜、宋晓峰、朱静、

刘俊宏 

 

201503071  精准神经外科技术平台的建立和规范化临床应用  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许百男、陈晓雷、孟祥辉、李昉晔、孙国臣、张

军、孙正辉、侯远征 

 

201503165  岩斜区锁孔微创手术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苏州大学、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兰青、张恒柱、朱卿、

王晓东、孙志方 

 

201503141  颅内动脉瘤血管内治疗的关键技术及临床应用  中国人

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梁国标、高旭、

李志清、李佑祥、于春泳、王晓刚、吕宪利、张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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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85  脊柱脊髓损伤治疗策略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

总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孙天胜、黄红云、张志成、

李放、刘智、陈琳、任继鑫、叶超群 

 

201503112  复杂人工髋关节置换技术创新及失败防治研究  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朱振安、李慧武、毛远青、戴尅戎、

王晓庆、赵鑫、曲新华、李扬 

 

201503167  孕期尼古丁暴露对胎儿发育及子代胎源性疾病的宫内编

程机制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茅彩萍、徐智策、伯乐、吕娟

秀、周安稳 

 

201503164  江苏省 50 岁及以上人群常见致盲眼病临床及分子流行病

学研究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管怀进、周婧、张俊芳、胡楠、朱蓉嵘 

 

201503217  可持续发展的基层眼保健体系构建与研究  汕头大

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科中心  张铭志、黄育强、黄楚开、

张日平、邱坤良、王振茂、杜雅莉、陆雪辉 

 

201503196  下咽癌及颈部受累组织一期切除、功能保留与重构的基

础与临床研究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潘新良、刘大昱、金童、雷大鹏、

魏东敏、钱晔、孙睿杰、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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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44  流感传播动力学、疾病负担和疫苗保护效果研究  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余宏杰、王全意、冯

录召、杨鹏、姜慧、段玮、杨娟、张莉 

 

201503124  基于社区人群的胃肠疾病流行病学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军医大学、上海长海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贺佳、马

修强、张黎、王睿、赵艳芳、刘保海、邹多武、阎小妍 

 

201503264  几类化学污染物毒性机制、生物标志物鉴别及应用研究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刘建军、洪文旭、

杨细飞、黄海燕、张艳芳、彭朝琼、任晓虎、黄新凤 

 

201503288  中药纳米给药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上海中医药大学  冯

年平、刘颖、张永太、赵继会、施峰、许洁、张萍、施水萍 

 

201503007  朱红膏治疗慢性皮肤溃疡疗效机制、安全性评价及应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北京

市宣武中医医院  吕培文、徐旭英、董建勋、王乐平、林含、杨焕杰、

李建荣、霍凤 

 

卫生管理奖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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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54  卫生应急理论体系构建、应急关键技术与管理信息平台

开发与应用研究  哈尔滨医科大学  吴群红、郝艳华、焦明丽、宁宁、

高力军、康正、梁立波、崔宇 

 

201505234  汶川特大地震四川灾区卫生防疫核心策略与灾后无大疫

关键技术研究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省卫生执法监督总队  

沈骥、王正荣、赵晓光、唐雪峰、吴先萍、祝小平、方刚、李章国 

 

医学科普奖 2 项 

201506009  骨科常见疾病防治知识系列科普读物  北京大学首钢医

院  张光武 

 

201506097  抗糖路上爱相伴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华东医院  

胡仁明、鹿斌、陈统雄、孙建琴、杨叶虹、李益明、闻杰、叶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