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无锡市卫生健康委拟立项科研项目名单   

一、重大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

1
LINC01296/RNF135复合体通过LC3依赖的自噬途
径调控结直肠癌奥沙利铂化疗耐药的机制研究

江阴市人民医院 沈冬

2
构建免疫检查点LAG-3 siRNA纳米系统调控肺腺
癌脊柱转移瘤免疫化疗和骨溶解的机制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赵永

3
回春方通过下调转录因子FOXM1经由Wnt/β-
catenin通路抑制三阴性乳腺癌的增殖、转移和EMT

江阴市中医医院 蒋立新

4
基于影像与微观病理特征预测胰腺癌125I治疗疗效
的模型构建及验证分析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胡曙东

5
mTORC1-铁自噬通路的调控策略逆转HER2阳性
乳腺癌拉帕替尼耐药的研究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姚荧

6
环状RNA circ-099158编码蛋白ZFP69B-EP通过
调控p53的泛素化抑制胶质母细胞瘤恶性进展的作
用机制研究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四医院 周劲旭

7 circEsyt2促进胃癌发展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宜兴市人民医院 周建平

8
七叶皂苷治疗HP感染型胃溃疡的作用机制与临床
转化应用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安方梅

9
基于胃泌素释放肽受体靶向的诊疗一体化创新核药
分子研发及在PSMA阴性表达前列腺癌中的临床转
化研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倪建明

10
幽门螺杆菌通过调节Thl7/Tregs平衡对过敏性哮喘
保护作用的临床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左志通

11
“肠道菌群-NLRP3炎症小体-脑轴”通信途径参
与七氟烷致认知功能障碍的机制与临床研究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张邓新

12 脑卒中患者言语康复智能诊疗规范研究 无锡市康复医院 范春江

13
PLGA纳米微粒包裹circMFSD12过表达质粒在结直
肠癌靶向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鲍传庆

14
基于出生队列拟除虫菊酯暴露对婴幼儿过敏性疾病
的风险关系及早期多种过敏原引入的干预研究

无锡市儿童医院 顾晓虹

15
在体共聚焦激光内窥镜成像技术在肺移植术后闭塞
性细支气管炎综合征中的临床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吴波

16 肺癌早期诊断治疗的关键技术创新及体系建设 无锡市人民医院 郑明峰

17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多模态数据智能学习方法与早期
识别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四医院 陈阳



18
艾司氯胺酮介导的无阿片麻醉在老年患者全髋关节
置换术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王猛

19
自驱动针织基敷料控释双氯芬酸钠治疗骨关节炎疼
痛的应用研究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赵刚

20
非小细胞肺癌智能诊断研究：可视化分子信标探针
与手机APP的联合应用

宜兴市人民医院 朱涛峰

21 老年人群多维度消化道肿瘤风险评分体系的构建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  佳

22
经皮胆道支架联合支架内外125I粒子植入治疗不可
切除肝门部恶性肿瘤研究

江阴市人民医院 黄祥忠

23
老年抗栓治疗患者上消化道黏膜损伤和/或早期胃
癌的危险因素：来自梅村社区的横断面分析

无锡市新吴区新瑞医院 俞丽芬

24
基于Luminex平台建立早期HBV-ACLF识别体系
对人工肝治疗的指导价值研究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周学士

25
龙砂医派防疫辟瘟囊对LPS诱导小鼠肺损伤免疫调
节作用机制研究

无锡市中医医院 陶国水

二、面上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

1
双极微芯片-ECL可视化高通量快速筛查SARS-
CoV-2的研究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江原
医院）

张  凯

2
基于组学技术筛选日本血吸虫虫卵外泌体早期诊断
分子标志物及其应用研究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宋丽君

3
Simoa免疫阵列技术检测血清趋化因子构建HBV
感染者炎症预警模型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王俊

4
周皮细胞L1CAM调控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机制以
及临床应用研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徐德恩

5
抗肿瘤复合疫苗（TTV）用于复发难治晚期实体肿
瘤的临床疗效及机制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陆培华

6
载植物雌激素层级脑靶向递药系统的构建及抗阿尔
兹海默病作用研究

无锡市中医医院 雷霞

7
基于机器学习的急性心肌梗死PCI术后预测模型的
研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韩志君

8
无锡地区儿童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流行病学调查
及诊断模型构建

无锡市儿童医院 朱立红

9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护理人员阈下抑郁的早期识别及
社会支持体系构建

无锡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林莉莉

10
《产后康复专科护士评价标准、培训教材及考 核方
案体系》的构建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虞志艳



11
综合防治随访管理体系对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治
疗和管理影响的队列研究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殷崎涛

12
超声引导下腰骶部多裂肌阻滞对腰椎手术患者的临
床麻醉影响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 蒋伟

13
METTL1多聚泛素化及O-糖基化修饰抑制tRNA的
m7G水平加剧糖尿病心肌病代谢重塑的机制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李拜红

14
blaKPC-2 突变体介导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他啶/
阿维巴坦耐药新机制研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胡仁静

15
细胞骨架相关蛋白MACF1调控结直肠癌转移的分
子机制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高翔

16
多胺合成抑制剂作用于肠道菌群防治脉络膜新生血
管的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潘旭斌

17
妊娠期糖尿病脐静脉内皮损伤及氧化应激诱导的内
皮TRPV4-KCa2.3功能重塑机制研究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顾颖

18
JAK2/STAT3/SOX9通路促进脂肪干细胞成软骨
分化的机制研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杜勇

19
肠道菌群调控色氨酸代谢在产后抑郁发生中的作用
及机制研究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刘清仁

20
WIPI1调控复发性流产患者滋养细胞铁死亡的作用
机制研究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张凤

21
尿苷通过调控胆汁酸代谢干预炎症性肠病的作用研
究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拜红霞

22
Acacetin逆转抗肿瘤药Vandetanib致心脏毒性的作
用机制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王芬

23
lncRNA作为ceRNA调控糖酵解途径对儿童哮喘的
作用机制初步研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葛小丽

24
circHIPK3 介导的 RPE 细胞上皮-间质转化在年
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中的调控作用及机制研究

宜兴眼科医院 史乾

25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Exosome调控星形胶质细胞
A1/A2型活化对缺血性脑卒中的神经保护作用及机
制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黄维一

26
多尺度冠状动脉CT功能评估在非阻塞性冠心病微循
环障碍早期预警及预后价值中的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乔红艳

27 褪黑素在种植体周围炎中的治疗作用及其机制 无锡市人民医院 吴祥冰

28
SPINK5促进TRAF6泛素化在食管鳞癌淋巴转移中
的作用和机制   

江阴市人民医院 林青风

29
循环肿瘤DNA动态监测在晚期结直肠癌患者一线治
疗疗效预测中的应用价值

无锡市新吴区新瑞医院 施敏

30 pH响应金纳米分子探针在肿瘤诊治中的应用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陈飞

31
龙砂医学祛风止痉柔肝思想调节CSTC通路及免疫
组分治疗小儿抽动障碍风邪犯肺证机理探讨

江阴市中医医院 赵长江



32
UCP2介导脑出血后血肿清除及靶向UCP2的治疗策
略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 潘晓帆

33
艾司氯胺酮对幕上肿瘤患者术后加速康复及脑保护
的应用研究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四医院 廖兴志

34
基于单细胞测序技术的胃癌癌前病变生物标志物识
别及功能研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孙屏

35
老年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团体认知-运动康复训练方
案的构建与应用

无锡市人民医院 万霞

36
 R2*-mapping联合Dixon定量磁共振技术的骨质
疏松定量研究与应用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陆丰

37
肺炎克雷伯菌通过ITGB6/c-Src/Rho级联反应造
成细胞骨架改变对肠道上皮细胞的粘附和侵入的影
响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曹赋韬

38 Bach1突变在肺癌顺铂耐药中的应用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蔡东焱

39
叙事护理对胃癌术后化疗患者的心理痛苦、应对方
式及生存质量的作用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钱源

40
发酵乳杆菌CCFM1139通过抑制致病菌生物膜的形
成在种植体周围炎治疗中的作用和机制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朱房勇

41
柳栎浸膏胶囊对肾小管上皮细胞衰老及肾草酸钙结
石形成的作用研究

宜兴市人民医院 宗益平

42
中药热奄技术联合耳穴贴压治疗“湿热下注”型石
淋的临床研究

无锡市中医医院 邵燕蓉

43
容积探头引导下三维超声技术在超薄股前外侧游离
皮瓣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张宇轩

44
尘螨特应性皮炎血清变应原组分特异性IgE特征解
析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 郭华

45
鲜红斑痣皮肤镜表现的组织病理学基础及基于皮肤
镜下鲜红斑痣光动力疗效精准预测模型的构建

无锡市人民医院 黄渊柏

46
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患者内固定术后不愈合的相关
因素及风险模型构建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吴建跃

47
团队情景模拟在提升急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质量
中的应用

江阴市人民医院 何喜军

48
构建以生活质量为导向的子宫内膜异位症优化管理
路径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赵莎莎

49
探讨连续硬膜外阻滞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疗效
及其对Th17/Treg平衡和炎症因子的影响

江阴市中医医院 邓小月

50
常温灌注技术通过影响巨噬细胞焦亡减轻移植肺缺
血再灌注损伤的效果和机制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卫  栋

51 阿魏酸钠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应用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赵辉

52 甘露醇对肺移植供肺保护的机制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许波



53
凉血除湿法治疗寻常型银屑病的临床观察及其对IL
-23/Th17细胞轴的作用研究

江阴市中医医院 羊剑秋

54
基于综合医院全科医生主导的家庭签约服务模式的
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张智勇

55
精神分裂症患者再入院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验证
与应用研究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侯明如

56
基于GLS1介导的谷氨酰胺代谢途径探讨“金龙消癌
丸”干预非小细胞肺癌机制研究

无锡市第二中医医院 周侠

57 适应基层医院护理科研现状的科研培训模式探讨 江阴市第五人民医院 孔钟慧

58
颊针联合神经根脉冲射频治疗急性期带状疱疹神经
痛的临床研究

无锡市中医医院 张建楠

三、青年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

1 用于胰腺癌早期诊断的靶向性智能影像探针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吴锐荣

2
内异症微环境中乳酸堆积介导NK细胞能量重编及
发病机制的研究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张冰

3
基于PI3K-AKT和Raf-MEK-ERK通路串话研究
桑根皮素（Morusin）协同曲美替尼精准治疗
KRAS突变型结肠癌的作用和机制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四医院 周昱岐

4
PTHrP NLS 和C-末端抑制P27Kip表达改善血管
内皮细胞功能减少血管再狭窄的研究

江阴市人民医院 严翼

5
盐酸小檗碱通过AMPK信号通路改善骨质疏松症的
作用机制研究

无锡市新吴区新瑞医院 白梦瑶

6 IFI6作为食管癌放射增敏新靶点的分子机制研究 江阴市人民医院 高昳

7
LncRNA H19的m6A修饰对自噬的调控在间充质
干细胞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相关多器官损伤中的机
制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宋国栋

8
尿液微生态通过JAK/STAT信号通路调控肾小管紧
密连接蛋白在慢性肾脏病发病中的作用及机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郭玮

9
菌群移植促进创伤性脑损伤小鼠神经功能恢复的作
用研究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张叶磊

10
System xc-在大鼠SAH后神经元铁死亡相关的早
期脑损伤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江阴市人民医院 曹诚

11
棕榈酰化在肾移植术后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中的作
用及艾拉莫徳的干预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卢泓成

12
巨噬细胞源外泌体通过miR-7043-5p/CD46途径
调控足细胞补体异常活化的机制研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赵晶



13 类脑器官移植在治疗颅脑外伤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包钟元

14
新型运动因子URBtide在改善高血压心肌重构中的
作用和机制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尹安雯

15
Bcl-2调控NF-κB-GSDMD通路抑制脊髓损伤后
巨噬/小胶质细胞焦亡减少脊髓损伤免疫反应的机
制研究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袁海涛

16
健胃消炎颗粒对慢性萎缩性胃炎模型大鼠HIF-1α
-VEGF信号通路的影响

江阴市中医医院 柳佳

17
以内源基因为母链靶向EGFR及其突变体泛素化降
解的抑瘤肽的功能及机制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汪京京

18
LOXL2介导细胞外基质重塑促使免疫逃逸在卵巢癌
进展中的机制研究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丛珊珊

19
激动TGR5下调RhoA/ROCK信号通路抑制早产儿
视网膜病变新生血管形成的作用及机制

无锡市儿童医院 郑欣华

20
基于线粒体功能障碍诱导代谢重编程PKM2通路轴
探讨茵陈水提取液在糖尿病肾脏疾病中的保护机制

无锡市中医医院 祝一叶

21
探究拓扑异构酶TOP2α促进ACSL4表达介导血管
内皮细胞铁死亡在脓毒症诱发ARDS中的新机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马加威

22
hsa_circ_0015335调控DHCR24介导的氧化应激在
早期皮层下血管性认知障碍中的机制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师亚晨

23
基于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的夏芪和胃颗粒治疗胃
癌前病变的分子机制研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鑫

24
BGN通过调节肠道神经元功能和肠道多形拟杆菌丰
度影响阿尔茨海默病进程的机制研究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王飞

25
从肠黏膜稳态-靶向氨基酸代谢关系网络研究藿香
正气散治疗泄泻寒湿困脾证的微生态机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张晨阳

26
Nesfatin-1作为冠脉钙化发病中的生物学标志物和
治疗靶点的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陆清波

27
鱼腥草素钠通过TRPV1/Ca2+/caspase-4/5/11通
路调节感染性角膜炎中炎症损伤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徐烁

28 STAT3-T716突变上调血清IgE水平的机制研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陈相洁

29
基于斑马鱼模型研究NDRG2基因调控毛细胞发育
与再生的机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旭

30
外泌体抑制/炎症调控型水凝胶微针定向消融浅表
肿瘤的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倪江

31
基于宏基因组学的小型兽类及体表寄生虫反向病原
学研究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邹亚明

32
基于mTORC1/AMPK/ULK1信号轴介导物质合成
-分解代谢研究龟鹿二仙胶调控B细胞免疫衰老干预
老年性骨质疏松症的机制研究

无锡市中医医院 李绍烁

33
基于网络药理学分析异槲皮苷通过靶向DNMT1调
控KLF4活性改善急性肺炎肺损伤的机制研究

宜兴市人民医院 蒋益



34
桑色素在高盐饮食诱导的高血压冠状动脉血管功能
障碍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张晓东

35
基于MDNet的可解释深度学习预测肝细胞癌微血管
侵犯的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孟祥盼

36
脂肪细胞外泌体miRNAs诱导食管癌辐射抵抗的作
用机制

江阴市人民医院 徐超

37
整合素α4(ITGA4)作为细胞外基质受体通过FAK-
PI3K-AKT信号通路调控类风湿关节炎滑膜细胞增
殖及相关炎症反应的研究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刘庆阳

38 免疫荧光ROSE快速诊断在特殊肺部感染中应用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 锁星星

39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检测胆囊真性息肉的诊断性研究 宜兴市人民医院 王荇

40
基于多模态磁共振影像组学协同基因组学对甲状腺
乳头状癌恶性度分级的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张衡

41
运动康复对预防社区肌肉衰减综合征老年人跌倒的
临床应用研究

惠山区康复医院 何星飞

42
无孢蛋白ASPN赖氨酸琥珀酰化修饰在胃癌发生发
展的机制研究及其临床诊疗价值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王超

43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源性外泌体调控巨噬细胞
NLRP3炎症小体及极化修复溃疡性结肠炎的研究

宜兴市中医医院 陈晖

44
灵宝护心丹联合针刺内关穴对缺血性心力衰竭患者
心功能、炎症因子及氧化应激水平影响的临床研究

江苏省荣军医院 周炜

45
他克莫司通过METTL3介导m6A修饰调控miR
-4463表达在肝移植术后脂质代谢紊乱中的作用及
机制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顾向前

46
外周血管联合气管镜下封堵双介入治疗难治性结核
性大咯血的临床研究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胡小芳

47
经颅直流电刺激调控TREM2表达改善脑小血管病
认知障碍的机制研究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郑凯

48
基于跨尺度多组学的放疗心肌损伤早期预警和预后
评价体系构建及临床应用研究

江阴市人民医院 殷常青

49
基于影像基因组学关于影像表型预测结直肠癌基因
突变和关联分析的研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卞琳杰

50
靶向Nectin-4位点的89Zr-NYJ1013探针构建及其
在肿瘤显像中的应用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贺慧慧

51
基于高压氧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在脑卒中后抑郁患
者血清细胞因子及神经递质变化的研究

江阴博医家康复医院 金可卓

52
利多卡因对单肺通气患者脑氧代谢和围术期神经认
知紊乱的影响

宜兴市中医医院 王勇

53
膝关节交叉韧带重建术中庆大霉素浸泡处理对自体
肌腱细胞结构及分子功能影响的研究

无锡市第二中医医院 刘恒

54 江阴市食源性疾病的流行特征和时空聚集性研究 江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力



55
18F-Alfatide预测贝伐珠单抗治疗卵巢癌疗效与预
后分析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 顾芮

56
基于出生队列研究孕期暴露多溴联苯醚对幼儿生长
发育的影响及表观遗传学机制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陈丽梅

57
DOT1L基因突变影响早期胃癌的发生及预后机制研
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李平

58
伴中央颞区棘波的自限性癫痫出现ESES的预测模型
的构建及早期精准治疗的探索

无锡市儿童医院 胡笑月

59
关节镜联合3-D打印导板经骨隧道治疗腕关节三角
纤维软骨复合体损伤的生物力学研究及临床疗效评
价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顾峰明

60
基于脑-肠轴理论探究电针疗法对老年患者围术期
神经认知障碍的临床疗效及作用机制

无锡市中医医院 李荣华

61
陈旧性孟氏骨折尺骨截骨的数学模型及前瞻性应用
的研究

无锡市儿童医院 徐大鹏

62
特发性膜性肾病合并2型糖尿病血栓易感状态的分
析

无锡市新吴区新瑞医院 刘宝莲

63
基于YOLO算法阴道镜人工智能系统的构建及其识
别宫颈癌的诊断试验研究

宜兴市妇幼保健院 时运

64
结核分枝杆菌基于重组酶聚合酶可视化封闭检测平
台的建立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 刘斌

65
基于跨理论模型的腹膜透析患者循证饮食管理方案
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薛梦婷

66
股直肌超声弹性成像对胸腔镜术后肺部并发症的预
测价值

宜兴市人民医院 许程晨

67
新型肥胖指标与无锡市中老年人心血管疾病发病的
关联研究

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杨曼

68
基于色氨酸-犬尿氨酸通路及脑电图标记探索经颅
直流电刺激对抑郁障碍躯体疼痛性症状的影响

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张琪

69 嗜麦芽寡氧单胞菌与肺腺癌发生发展的关联性研究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王福栋

70 江阴市大肠癌人群筛查效果及成本效益分析 江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莹

71
肺移植患者术后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风险预测模
型的构建与验证

无锡市人民医院 秦佳楠

72
基于气血水同调理论探究柴归汤干预气虚血瘀型Hp
相关萎缩性胃炎的疗效与机制

无锡市锡山区中医医院 徐张迎

73
基于二维曲面断层片及三维CT对上颌尖牙阻生的早
期筛查与干预

无锡市儿童医院 邵冰婷

74 无锡地区献血者人群中G6PD缺乏症的筛查 无锡市中心血站 金建怀

75
动脉自旋标记灌注磁共振技术（ASL）在癫痫诊断
中的临床应用

无锡市儿童医院 邱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