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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炜 20151483 张良 亚临界水提取索尼亚石斛多糖对环磷酰胺诱导的免疫抑制小鼠免疫调节作用的初步研究 100706 药理学 是

邵珠莹 20161345 潘金火 基于代谢组学和中医“辛开苦降”理论的关木通配伍干姜的减毒机制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许若娴 20161380 马宏跃 六神丸原料药中蟾酥多肽和珍珠粉氨基酸的分析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葛重宇 T2016092 李俊松 舒心贴膏的药学研究 1008 中药学 否

苏洁 T2017037 段培蓓 玄麦利咽喷剂对内镜治疗术后患者咽喉疼痛疗效及安全性评价 1006Z1 中西医结合护理 否

庞佳欢 20161106 夏亲华 內异停方对內异症模型大鼠PD-1信号通路的干预作用 100509 中医妇科学 是

祝云昊 20161114 严道南 鼻敏感颗粒对变应性鼻炎模型动物  治疗作用的研究 100511 中医五官科学 是

胡军 T2017081 周中 关节镜下清理术结合仙方活命饮治疗急性化脓性膝关节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否

丁郁 20151489 贡岳松 以ADDLs为毒性靶点的抗体治疗及NC-121801对神经元突触损伤的修复作用 100706 药理学 是

喻振 20161306 于瑞莲 人工蝉花对小鼠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和作用机制的研究 100705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是

甘啸阳 20161392 许惠琴 基于AGEs-RAGE轴致巨噬细胞的活化反应 研究梓醇、马钱苷及配伍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1008 中药学 是

王燕 20161075 朱冰梅 组蛋白甲基转移酶KMT2D调控 心肌细胞中HIF-1α下游基因转录的研究 100706 药理学 是

任杰 20151326 陆敏 肠康方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模型大鼠肥大细胞的影响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是

顾培杏 20161491 沈澍农 法藏敦煌医药文献内服方溯源及相关研究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是

贾佳 T2018006 李伟东 复方射干抗病毒口服液的制备工艺、质量标准及药效学研究 1008 中药学 否

黄小鹏 T2017038 蒋琪霞 老年压疮患者的照顾者负担调研及照顾体验的质性研究 1006Z1 中西医结合护理 否

黄莉娟 T2017039 段培蓓 基于跨理论模型的饮食管理对老年 MHD患者营养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1006Z1 中西医结合护理 否

陆瑶 T2017048 陈湘玉 基于自我管理模式的乳腺癌行靶向药物治疗患者的康复研究 1006Z1 中西医结合护理 否

胡晨晨 T2017060 段培蓓 基于智能云平台的辅助教学模式在高职护理实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1006Z1 中西医结合护理 否

张乐裕 T2017074 于顾然 黄芪甲苷对Aβ1-42诱导的体外血脑屏障模型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否

朱建 T2017078 于顾然 海风藤水煎剂对纤维状Aβ1-42介导的bEnd.3细胞损伤的影响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否

秦璟灏 T2018027 徐力 自拟健脾理气方联合FOLFOX6方案治疗晚期直肠癌脾虚气滞证患者的临床研究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否

徐佳萍 T2017010 马朝群 加减白头翁汤治疗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湿热蕴结型的临床研究 100507 中医外科学 否

赵昊昊 20171577 李荐中 循经冥想对乳腺癌术后患者情绪、睡眠及生存质量的影响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黄海涌 20171515 汤少梁 纵向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综合绩效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陈安琪 20171517 徐爱军 新技术应用背景下G医院前列腺恶性肿瘤患者住院费用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仇佳欢 20171518 汤少梁 基于夏普利值分解模型的慢性病患者药品福利差异研究  ——以甘、川、冀、浙、津五省市为例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丁佳丽 20171519 申俊龙 名医工作室双元知识管理能力对其隐性绩效的影响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姜雯 20171520 申俊龙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国家“名医工作室”政策公共价值评价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刘军军 20171521 王高玲 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对健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钱毅兰 20171522 王高玲 多元主体治理视角下健康贫困治理影响因素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朱菊艳 20171523 申俊龙 互联网+国家名医工作室知识共享的企业双元组织能力评估与影响因素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毛琪 20171524 徐爱军 江苏省卫生筹资及结构公平性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高原 20171525 徐爱军 基于资源同质性假设的江苏省妇幼人才  公平性、紧缺性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何光秀 20171526 汤少梁 药品福利视角下慢性病患者的健康不平等及结构分解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潘静 20171527 王艳翚 中医药传统知识数据库保护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宋晓庆 20171528 熊季霞 区域医联体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孙陈敏 20171529 田侃 我国药师协会协同治理效果评价及其改进策略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姚玲 20171530 李洁 公众对国家“名医工作室”知识的需求现状及利用的影响因素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张娜娜 20171531 高山 城乡居民医疗服务利用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CHNS2015数据分析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郑慧凌 20171532 高山 中医药文化传播对留学生中医药文化认同的作用机制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祝嫦娥 20171533 宋宝香 医院信息系统使用对医生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适应性结构化理论的视角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舒茜 20171535 姚峥嵘 中药标准化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马晴 20171536 王高玲 智慧家庭医生模式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与仿真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朱笑笑 20171537 钱爱兵 微博环境下乳腺癌防治健康信息的传播特征及公众关注度分析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赵文敏 20171538 田侃 取消中药饮片加成可行性及实施路径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李红美 20171539 徐爱军 中医针灸技术传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QCA法的分析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王慧敏 20171569 龚庆悦 基于数据挖掘的失眠症用药规律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於张闲 20171570 胡孔法 迁移学习在健康信息文本处理中的应用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章亚东 20171571 胡孔法 基于有向含权复杂网络和关联规则的名老中医治疗肺癌核心方发现算法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张清林 20171572 胡孔法 健康中国视域下中医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的分析研究 12040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是

王颖 T2017002 孙伟 益肾清利活血法联合乙酰半胱氨酸治疗 CKD合并脑梗塞患者临床观察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否

谭彩萍 T2017011 王旭 血府逐瘀汤加减联合依帕司他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疗效观察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否

黄虹芝 T2017013 王旭 板蓝根颗粒联合布地奈德气雾剂治疗慢性咽炎临床疗效观察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否

钱一飞 T2017016 王旭 三七总皂苷促进大鼠BMSCs向成骨细胞增殖分化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否

单琳琳 T2017024 陆为民 清溃愈疡汤保留灌肠治疗大肠湿热型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观察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否

杨子璐 T2018013 马华安 平坦型突发性耳聋的中医证型与综合疗效分析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否

陶晔 T2018021 田伟千 针药联合改善全麻术后胃肠功能紊乱  的临床研究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否

卢本银 T2018022 史仁杰 美沙拉嗪联合附子理中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脾肾阳虚证的临床观察研究 100507 中医外科学 否

徐红 T2018033 朱佳 小柴胡汤治疗邪在少阳型非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临床研究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否

陈永昶 T2018034 朱佳 扶正抗癌方抑制肺癌细胞A549的侵袭与转移的研究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否

周冠进 T2018037 刘福明 冠心平调控巨噬细胞泡沫化及极化状态影响动脉粥样硬化的实验研究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否

徐洁 T2018045 常诚 栀子中有效成分治疗抑郁症的生物学机制研究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否

陈紫兰 T2018056 王旭 芪术香砂汤联合莫沙必利治疗糖尿病胃轻瘫的临床观察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否

张燕 T2017044  王爱红 三级甲等医院ICU护士心理弹性和工作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1006Z1 中西医结合护理 否

刘晓彬 T2017046 王爱红 县级医院护士工作嵌入与心理授权的相关性分析 1006Z1 中西医结合护理 否

徐屹 T2017047 段培蓓 不同剂量聚乙二醇电解质溶液在结直肠癌术后患者肠道准备中效果的研究 1006Z1 中西医结合护理 否

徐旭 T2018040 俞红 蜂蜜调和生肌散在低位单纯性肛瘘术后创面愈  合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1006Z1 中西医结合护理 否

朱信美 T2018052 傅荣 两种预防跌倒评估量表在脑梗死患者跌倒风险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1006Z1 中西医结合护理 否

杨晓昱 T2017093 王炜 金针碎核联合超声乳化术治疗硬核（Ⅳ-Ⅴ级）年龄相关性白内障的临床研究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否

凌水莲 t2018054 王业皇 新加赤麟散对肛瘘术后早期创面祛腐生肌作用机制的临床研究 100507 中医外科学 否

杨丹丹 T2018030 欧阳八四 短刺结合电针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血清 IL-6改变的临床观察 100512 针灸推拿学 否

张颖 T2018051 王忠良 调脂消斑合剂对痰浊瘀阻型冠心病合并脂代谢异常患者脂代谢及血尿酸的影响 100506 中医内科学 否

艾迁明 20151029 刘华东 古代中医服饵辟谷方剂药食使用特点及配伍规律研究 100504 方剂学 是

李文佳 20171001 吴颢昕 从肠道菌群角度探讨慢性习得性无助模型 Balb/c小鼠抑郁伴气虚模型与归脾汤对其进行表型验证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 是

魏亚男 20171002 吴颢昕 补阳还五汤调控胆固醇逆转运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研究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 是

姬梦姣 20171003 吴颢昕 补阳还五汤调节巨噬细胞极化抗 ApoE-/-小鼠动脉粥样硬化的实验探究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 是

徐联调 20171006 吴颢昕 健脾解郁方改善抑郁症气虚证候易感小鼠行为及其肠道菌群研究 100501 中医基础理论 是

李素素 20171011 周春祥 三物白散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介导肝癌免疫应答的机制研究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 是

陈君媚 20171012 周春祥 苓桂术甘汤改善脑淋巴炎症保护神经元损伤作用机制研究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 是

张玉星 20171013 周春祥 益气养阴方改善胃肠道肿瘤化疗后气阴两虚症状的效应机制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 是

黎妗妗 20171014 刘涛 王灿晖教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经验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 是

黑鑫鑫 20171015 刘涛 石菖蒲活性成分β-细辛醚对H2O2诱导的PC12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100502 中医临床基础 是

胡方媛 20171016 范欣生 人参平肺散干预特发性肺纤维化的效应及机制研究 100504 方剂学 是

岳勤霏 20171018 范欣生 金水六君煎干预COPD网络药理及抗氧化损伤实验研究 100504 方剂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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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玥 20171019 樊巧玲 左归丸调控Leptin防治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机制研究 100504 方剂学 是

陈颖 20171020 任平 不同等级/处置的柴胡疏肝散抗抑郁促动力舒血管的可重复显效范围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是

李帆 20171021 张春兵 失笑散调控NLRP3炎性小体保护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机制研究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是

解子婧 20171024 张春兵 针刺联合雌孕激素对雷公藤多苷所致大鼠卵巢功能减退的影响及其炎性机制的研究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是

侯圣林 20171025 战丽彬 脾阴虚大鼠葡萄糖转运及能量代谢的变化与滋补脾阴方药干预作用研究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是

李雪梅 20171030 杭爱武 基于古今文献研究利水渗湿药功效的认识发展 1008 中药学 是

吴幸冬 20171031 唐德才 黄芪、莪术配伍对肿瘤细胞迁移能力及黏附作用影响探究 1008 中药学 是

白颖锋 20171032 杭爱武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山茱萸-牡丹皮抗肝损伤作用研究及疾病靶标的生物信息学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黄佳妮 20171034 马红 基于“肾主生殖”理论的补肾生精中药治疗男性不育作用机制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杜相宇 20171035 唐德才 以β-catenin为中心研究芪术抗癌方联合五氟尿嘧啶对 CT26.WT原位移植瘤小鼠肝转移的影响 1008 中药学 是

李碧湘 20151074 张小琴 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结肠癌动物模型的建立及 Wnt/β-catenin信号通路中相关蛋白的表达及分布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是

孙熙桐 20171037 史锁芳 健脾化痰、解毒护肺方对PM2.5颗粒致大鼠肺损伤的干预效果及机制研究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是

邵臧杰 20171038 叶放 周仲瑛教授辨治社区获得性肺炎学术经验传承研究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是

袁梦云 20171039 赵智强 基于PI3Kγ介导的TAM表型重塑探讨扶正消癥方抑制胃癌机理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是

黄天马 20171041 过伟峰 凉血通瘀方调节脑出血大鼠胃肠激素 、代谢产物发挥抗炎作用的研究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是

王康 20171042 叶柏 基于STAT3/NF-kB/IL-6通路研究加味黄芩汤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作用机制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是

林利 20171043 朱佳 冷刺激对屋尘螨诱导哮喘小鼠的作用  及祛风宣肺汤的干预机制研究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是

吴宏帅 20171044 常诚 基于logistic回归分析血管性认知障碍中医证型与认知域及危险因素的相关性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是

顾晓群 20171046 张彪 基于网络药理学探讨补肾益智方经 PI3K/AKT/GSK3β信号通路干预轻度认知障碍小鼠的作用及机制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是

傅书山 20171047 沈洪 清肠化湿方激活NLRP6炎症小体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湿热证模型小鼠的研究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是

许宏钦 20171049 程海波 仙连颗粒及其有效成分干预大肠癌炎癌转化的作用机制研究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是

王启盛 20171051 吕志刚 基于伏隔核组蛋白表观修饰及转录调控探讨复方 511干预吗啡成瘾的作用机制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是

孙沁梅 20171053 吕志刚 基于PI3K/AKT/mTOR信号通路探讨复方511调节吗啡影响Th1/Th2/Th17/Treg平衡的机制研究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是

张廷 20171054 陆为民 下瘀血汤灌肠联合穴位贴敷治疗恶性肿瘤患者阿片类药物相关性便秘的临床研究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是

曹正清 20171055 谷云飞 宣肺运脾方治疗慢传输型便秘小鼠的作用机制研究 100507 中医外科学 是

谭登 20171057 闵文 补肾通络方调控chemerin因子干预骨质疏松症的实验研究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是

许炜民 20171058 黄桂成 “温经通络汤”通过抑制血管侵袭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作用机理研究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是

涂鹏程 20171059 马勇 模拟微重力环境下威灵仙维持兔膝关节软骨细胞表型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是

肖延成 20171060 王培民 基于SDF-1/CXCR4信号轴对异常机械应力诱发膝骨关节炎疼痛的机制研究及 “膝痹宁”的干预效应 100508 中医骨伤科学 是

段志颖 20171061 谈勇 丹参酮ⅡA对反复流产小鼠模型膜联蛋白A5影响的机制研究 100509 中医妇科学 是

刘静1 20171062 卢苏 清心滋肾汤对绝经期大鼠体温和血清 NO、ET的影响及其HPLC指纹图谱研究 100509 中医妇科学 是

肖晓霞 20171063 夏亲华 内异停方通过 PD-1/PD-L1 途径调节子宫内膜异 位症 Th17/Treg 表达失衡 100509 中医妇科学 是

梁众擎 20171064 赵霞 固本防哮饮对哮喘缓解期模型小鼠 B细胞刺激因子及B细胞分化的调节作用研究 100510 中医儿科学 是

路曼琪 20171065 韩新民 辛香喷鼻纳米乳剂制剂工艺及作用机制研究 100510 中医儿科学 是

孙亚磊 20171066 袁斌 清肺口服液黄酮类成分对RSV感染小鼠肺组织中PI3K/AKT/NF-κBp65蛋白及IL-6表达的影响 100510 中医儿科学 是

顾叶云 20171067 任现志 黄芪、水蛭有效组分及组分配伍对大鼠肾小球系膜细胞 P38-MAPK、NF-κB、IκB影响的机制研究 100510 中医儿科学 是

严芮雯 20171068 严道南 益气温阳汤对变应性鼻炎小鼠NK细胞趋化及分化作用的体外实验研究 100511 中医五官科学 是

朱彦婷 20171069 王育良 “时相调节对方”对豚鼠光源性近视化干预的研究 100511 中医五官科学 是

崔灿 20171071 曾亮 基于腹部CT影像组学对2型糖尿病人群的胰岛素抵抗状态价值研究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是

王雅杰 20171072 王中秋 红细胞膜包载蛇多肽靶向胰腺癌纳米探针的实验研究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是

刘钰 20171074 潘涛 大黄酸对H2O2诱导心肌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是

王红星 20171078 刘沈林 健脾养正方对胃癌的抑制作用及其机制探讨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是

张旖 20171289 王磊 运动干预对肥胖小鼠炎性细胞因子、脂肪因子及内皮功能障碍的影响 1002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是

赵醇 20171290 王磊 具身认知视角下运动想象疗法 对脑梗死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 神经肌肉活动的影响 1002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是

李雯 20171291 徐斌 针刺和艾灸不同腧穴对胃运动及迷走神经放电差异的观察 100512 针灸推拿学 是

张涛 20171293 徐斌 电针预处理对心肌缺血小鼠NLRP3炎性体活化和巨噬细胞极化的影响 100512 针灸推拿学 是

顾亚会 20171295 倪光夏 针刺延长脑梗死溶栓时间窗的效应及调节神经细胞 Capase非依赖性凋亡通路机制 100512 针灸推拿学 是

何燕 20171296 徐斌 电针不同腧穴减肥效应差异与脂肪交感神经活动相关性的研究 100512 针灸推拿学 是

王红 20171297 姜劲峰 基于TRPV1机制的多次重复温热刺激影响LPS作用下HUVEC功能的实验研究 100512 针灸推拿学 是

杨学攀 20171299 施洪飞 PI3K/Akt 信号通路介导羟基红花黄色素A和葛根素改善缺氧复氧损伤的作用及机制 1005Z1 中医康复学 是

孙菁 20171300 郭海英 基于AGEs/RAGE/NF-κB通路探讨培本固疏方治疗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作用机制 1005Z1 中医康复学 是

李玥 20171301 李文林 国内有助于增强免疫力的中药类保健食品标识信息研究 1005Z3 中医养生学 是

龚海英 20171305 陈涤平 谷物养生文献研究 1005Z3 中医养生学 是

王东硕 20161328 胡刚 没食子酸靶向β-arrestin2抑制星形胶质细胞炎症的机制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徐硕 20171307 张军峰 胃癌患者肠道菌群特征及健脾养正消癥方治疗胃癌的微生态机制研究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是

王鹏程 20171308 李国春 凉血通瘀方干预急性脑出血瘀热证的  药-效和谱-效关系研究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是

程子昱 20171312 张旭 麦冬皂苷B通过Caspase-1/GSDMD通路抑制耐药非小细胞性肺癌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是

聂佳浔 20171313 关晓伟 电针改善青春期可卡因暴露小鼠成年后的异常行为 --靶向PrL脑区GABA能系统的机制研究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是

胡雪勤 20171314 于光 蛇床子素调节Akt/ZO-3信号通路修复皮肤屏障机制研究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是

向春婕 20171316 张军峰 胃癌患者舌苔菌群与血清炎症-代谢相关性研究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是

刘煜晨 20171318 朱家鹏 砷通过影响视黄酸信号通路抑制人气道肺上皮细胞黏蛋白表达的研究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是

陆林玉 20171319 韩欣 基于小胶质细胞NLRP3炎症小体研究芍药苷对帕金森病抑郁的治疗作用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是

杨晓娟 20171320 李国春 基于血浆代谢组学的脑出血急性期瘀热病机的生物标志物研究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是

李瑞 20171322 杨烨 G6PD基因在多发性骨髓瘤耐药中的作用及药物干预研究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是

孙梦涵 20171323 唐宗湘 消风散治疗干皮症及变应性接触性皮炎的作用及止痒机理研究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是

朱妍 20171324 顾春艳 AIMP1基因在多发性骨髓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是

贺章 20171325 胡刚 抑郁症NLRP3通过糖皮质激素受体对星形胶质细胞上 BDNF生成的调节与机制研究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是

程成 20171327 史丽云 黄蜀葵花提取物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和 Th17/Treg平衡改善小鼠溃疡性结肠炎 100601 中西医结合基础 是

马恺扬 20171331 胡刚 乳酸通过HCAR1-β-arrestin2通路减轻星形胶质细胞谷氨酸损伤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100706 药理学 是

孙羽灵 20171334 唐宗湘 山药中抗炎活性物质的分离纯化及其机制研究 100706 药理学 是

窦仁捷 20171338 杨烨 SRD5A1通过调控自噬与凋亡抑制多发性骨髓瘤的机制研究及药物干预 100706 药理学 是

丁肖 20171341 胡刚 氟西汀对抑郁症中A1型星形胶质细胞的调节作用及机制研究 100706 药理学 是

周童 20171342 麻彤辉 越鞠丸改善抑郁伴认知损伤的机制研究 100706 药理学 是

李文文 20171343 李育 基于线粒体探讨Liguzinediol改善慢性心衰大鼠心功能的机制 100706 药理学 是

孙婷 20171348 胡刚 β-arrestin2对星形胶质细胞炎症小体活化和 FGF7生成的调节及机制研究 100706 药理学 是

魏荣芳 20171355 顾春艳 SRD5A1在结肠癌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100706 药理学 是

严津津 20171357 唐宗湘 TRPV4参与急慢性瘙痒及升麻素止痒机制研究 100706 药理学 是

张焱 20161370 程建明 “崩漏停”物质基础初步研究及红眼树蛙中多肽的克隆和效应评价 1008 中药学 是

黄紫炎 20161379 陆兔林 经典名方“竹茹汤”指纹图谱及质量属性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倪亮 20161394 段金廒 利用中药废弃物发酵生产灵菌红素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宋亚蓓 20171352 贡岳松 胡椒碱对创伤性脑损伤小鼠早期癫痫易感性的影响 100706 药理学 是

周韵秀 20171358 王小龙 JAK2II抑制剂CHZ868及SMYD2抑制剂AZ505的合成 1007 药学 是

高燚 20171359 李伟 基于芳环烯基化构建喹啉类药物骨架新方法的研究 1007 药学 是

王志敏 20171361 郑仕中 基于lncRNA-H19探究双氢青蒿素调控肝星状细胞脂滴代谢抗肝纤维化的分子机制 1007 药学 是

卞晓坤 20171363 钱大玮 桂枝茯苓胶囊中桂枝和桃仁质量标志物的研究 1007 药学 是



作者姓名 学号 导师姓名 论文题目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是否全日制

陈婷婷 20171364 许惠琴 1,2,3,4,6五没食子酰葡萄糖对骨形成的影响及其与雌激素受体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1007 药学 是

黄天一 20171365 华永庆 基于GPER/ROS/FoxO探讨当归芍药散中酚酸类成分对骨形成的影响 1007 药学 是

钱晨 20171366 陈志鹏 具有MMP抑制和肿瘤杀伤作用递释系统的研究 1007 药学 是

申雨檬 20171367 江曙 理中汤干预溃疡性结肠炎的生物效应及体内过程研究 1007 药学 是

唐莹莹 20171368 朱栋 基于细胞膜功能化碳酸钙纳米探针筛选中草药活性小分子和靶标蛋白 1007 药学 是

王鹏 20171369 华子春 莲子心生物碱对非小细胞肺癌A549细胞的抑制作用及分子机制 1007 药学 是

杨祥 20171371 郑仕中 中药活性成分莪术醇调控Gli1-PROX1-HIF-1α抑制肝纤维化过程中肝窦内皮细胞血管生成 1007 药学 是

杨小彤 20171372 朱栋 基于硒功能化纳米微球体内成像监测及抗肿瘤作用 1007 药学 是

袁琪 20171373 文红梅 苓桂术甘汤的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1007 药学 是

张前程 20171374 文红梅 广地龙及其 配方颗粒的质量研究 1007 药学 是

赵秋龙 20171375 陈志鹏 桂枝茯苓胶囊中茯苓、牡丹皮及白芍质量标志物研究 1007 药学 是

时行 20171376 陆茵 异甘草酸镁对甲氨蝶呤诱导的肝损伤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1007 药学 是

丁语石 20171378 陆茵 基于TRPV4探讨次乌头碱促进黑色素瘤转移机制研究 1007 药学 是

高丽 20171379 陈龙 苍术素(Atractylodin)的正性肌力作用及其机理研究 1007 药学 是

索金帅 20171380 朱静 BJ缓解奥沙利铂所致周围神经炎性疼痛 1007 药学 是

王威 20171381 许惠琴 基于系膜-巨噬细胞交互作用探讨山茱萸新苷干预糖尿病肾病的作用及机制 1007 药学 是

翟园园 20171383 姚卫峰 基于生物网络的二至丸抗绝经后骨质疏松的作用机制研究 1007 药学 是

朱思睿 20171384 张良 稀有二醇型20(S)-人参皂苷Rh2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作用及机理研究 1007 药学 是

范天缘 20171387 李念光 基于异噁唑并[3,4-b]吡啶-3-胺结构的新型Flt3抑制剂的设计、合成与生物活性研究 1007 药学 是

周李煜 20171388 袁冬平 养阴清热方调节CD4+ T细胞活化干预动脉粥样硬化的实验研究 1007 药学 是

刘婷 20171389 池玉梅 核壳型Fe3O4@Au材料的制备及对巯基化合物的应用研究 1007 药学 是

朱旭禹 20171390 胡立宏 活血化瘀中药对纳米粒体内转运过程的影响 1007 药学 是

开钧 20171391 郑仕中 千层纸素A调控肝细胞焦亡在抗酒精性肝炎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1007 药学 是

李钰 20171392 陈军 复合磷脂组成对姜黄素脂质体及醇质体经皮吸收作用的影响 1007 药学 是

严维花 20171394 陆兔林 当归及酒当归饮片质量与等级标准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赵佳惠 20171396 贡岳松 人参皂苷Re对半乳糖联合ADDLs诱导突触损伤小鼠的保护作用 1008 中药学 是

杜慧 20171397 萧伟 数据驱动的热毒宁注射液关键工序质量控制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黄容 20171398 李俊松 无基质型甘草次酸/甘草酸口服纳米制剂的构建 1008 中药学 是

张文慧 20171399 陈龙 大鼠心肌膜静息电位对收缩力作用及其机理研究与苍术醇提液对大鼠血流动力学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陈佳丽 20171400 刘训红 竹节参药材的品质评价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陈健 20171401 李俊松 经典名方温经汤物质基准及量值传递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成鹏 20171402 卞慧敏 基于肠道菌群与脂代谢探讨六味地黄对  围绝经期动脉粥样硬化小鼠的改善作用 1008 中药学 是

顾月 20171403 李祥 萝藦荚的化学成分及其活性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郭爽 20171404 陆兔林 经典名方“黄连汤”物质基准的药学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郭思嘉 20171405 张丽 甘遂醋炙减毒存效与肠道菌群相关性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衡霞 20171407 朱华旭 基于鞘脂组学的黄连解毒汤干预阿尔兹海默症模型小胶质细胞的影响分析 1008 中药学 是

金立阳 20171409 彭国平 “泽泻汤”标准煎液的研究与制备 1008 中药学 是

李振岚 20171412 张丽 十枣汤攻逐水饮作用机制初步探究及其有毒药味炮制前后的毒 /效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刘静2 20171413 蔡皓 基于醋炙前后“单味药-药对-复方”的四逆散对CORT致PC12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陆静波 20171415 郭建明 基于尿毒素代谢调控的黄葵四物方作用特点及机制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濮宗进 20171417 宿树兰 红花资源化学与质量标准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钱阳艳 20171419 朱静 BJ改善紫杉醇所致周围神经病变的有效性及作用机制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沈钱能 20171420 陆兔林 经典名方竹茹汤物质基准的药学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苏文强 20171421 付廷明 粉防己碱分子包合物的制备及其吸入治疗肺纤维化的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孙成静 20171422 宿树兰 丹参茎叶酚酸和黄酮有效部位研究及其改善微循环障碍作用 1008 中药学 是

王帆 20171423 谷巍 濒危药用植物茅苍术种质资源培育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王艺璇 20171424 李海涛 潜阳育阴颗粒影响足细胞自噬对高血压肾损伤的作用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吴娟 20171425 张兴德 肉桂对黄连中主要活性成分体内过程的影响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谢莉 20171426 蔡宝昌 决明子破壁饮片与传统饮片对比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许一凡 20171427 洪敏 甘麦大枣汤联合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抑郁症的效应及机制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颜媛媛 20171428 程建明 经典名方“清上蠲痛汤”药学初步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杨培 20171429 周玲玲 滋肾通络方调控let-7g/miR-26b介导Th17细胞分化干预类风湿关节炎的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赵雪琴 20171431 段金廒 宁夏枸杞叶及花的资源化学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周红梅 20171432 谭仁祥 Fusarium proliferatum 和Aspergillus sp.的次生代谢产物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周荣荣 20171433 黄璐琦 野葛和甘葛藤种质资源的鉴定与评价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朱亚莹 20171434 吴启南 热毒宁注射液原料药青蒿的品质评价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朱宇超 20171435 程建明 温经止痛颗粒药学基础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邹伟 20171436 王爱云 Tanshinone IIA调控Ang-2/Tie2促进结肠癌和下肢缺血性疾病血管正常化 1008 中药学 是

王晴 20171437 萧伟 桂枝茯苓胶囊成型工艺质量控制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付媛媛 20171439 单鸣秋 经典名方易黄汤与半夏白术天麻汤成分分析及质量初步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刘佳佳 20171440 朱华旭 骨痹颗粒药材质控方法及其治疗骨关节炎作用机制初步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钱洁 20171441 刘陶世 复方参白颗粒的药学基础研究及甲基黄连碱的抗肿瘤机制探讨 1008 中药学 是

孙戡平 20171443 蔡宝昌 基于谱效关系研究白术芍药散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 “炒制增效”的物质基础 1008 中药学 是

谈梦霞 20171444 刘训红 麦冬药材的品质评价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夏春燕 20171445 萧伟 天舒片成型工艺质量控制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叶淑青 20171446 彭国平 丹参苦参经验方抗寻常疣活性成分筛选及软膏制备 1008 中药学 是

张雨恒 20171447 洪敏 芪苓汤对胃癌细胞转移功能的影响及机制初探 1008 中药学 是

郑茜 20171448 陈文星 基于磷酸戊糖途径探究破血药成分莪术醇抗乳腺癌细胞转移的作用机制 1008 中药学 是

周晨 20171449 谷巍 金线莲规范化生产关键技术及品质形成机制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宋强 20171450 李祥 昆明山海棠化学成分分离及其抑制多药耐药肿瘤的活性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曹虹虹 20171451 张科卫 栀子药材等级标准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王玉卓 20171455 巢建国 光胁迫对茅苍术品质形成影响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李冠聪 20171456 杨光明 镰形棘豆抗肿瘤活性成分多靶点的虚拟筛选和效应验证 1008 中药学 是

段慧芳 20171457 吴启南 热毒宁注射液原料药金银花的生产质量标准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邱首哲 20171460 段金廒 以丹参等药渣为原料的产酶抗性菌株筛选及资源化利用 1008 中药学 是

胡洋 20171461 许立 丹酚酸B通过抑制NLRP3炎症小体激活的priming阶段减轻心肌缺血损伤 1008 中药学 是

高喜梅 20171463 狄留庆 基于“工艺-图谱-效应”的温胆汤质量控制指标体系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陈嘉倩 20171464 段金廒 大黄不同功效的物质基础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陆城宇 20171465 狄留庆 P. nigromaculatus来源的活性肽生物功能研究及其递送系统设计 1008 中药学 是

缪晓冬 20171466 宿树兰 乳香-没药配伍有效部位的制备工艺研究及其对缺血性中风的保护作用 1008 中药学 是

贾萌 20171467 狄留庆 羌活胜湿汤工艺标准化及其挥发性成分稳定性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彭珂毓 20171468 段金廒 丹参茎叶总酚酸及与丹参酮联用组分对炎症性肠病的干预作用与机理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陈宇婧 20171540 徐桂华 基于工时测量的养老机构护理人力资源配置研究 1011 护理学 是

袁晨曦 20171542 陈璇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症状 、功能及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1011 护理学 是

张星星 20171543 王爱红 耳穴磁珠疗法联合开天门复合疗法对社区中风患者睡眠 、疲劳的影响 1011 护理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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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颖 20171544 柏亚妹 三级甲等医院加权护理工作量测算方法研究 1011 护理学 是

翁艳翎 20171545 柏亚妹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护理人力资源效率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 1011 护理学 是

支梦伟 20171546 戴新娟 基于ERAS理念探讨不同时机穴位贴敷对术后肠功能及自主神经的影响 1011 护理学 是

左盼盼 20171547 楼青青 有氧运动对2型糖尿病患者胰腺脂肪含量的影响 1011 护理学 是

李冰雪 20171548 张雪芳 高血压病患者移动医疗管理平台使用意愿模型的构建及验证 1011 护理学 是

李玮彤 20171549 徐桂华 养老机构老年人综合能力评估及分级照护等级划分的研究 1011 护理学 是

刘晓霞 20171573 张洪雷 文化强国背景下中医药文化软实力提升研究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是

王琰 20171574 文庠 “献方”历史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是

李琳 20171575 张宗明 基于中国知网的中医药文化文献计量研究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是

卓一然 20161486 王明强 先秦图像医学与生命文化意蕴研究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是

曹青青 20161494 陈涤平 24式太极拳与太极前进步对大学生平衡能力的影响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是

杨可君 20171579 吴承艳 醋药用的文献研究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是

徐静 20171580 王明强 魏晋南北朝医学世家研究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是

张承坤 20171581 沈澍农 《金匮要略》文献研究——以吴迁本为中心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是

陈杞然 20171582 沈劼 中风病分期辨治的古代文献研究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是

赵雅琛 20171585 沈澍农 敦煌涉医文献中的病症研究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是

林怡冰 20171586 吴承艳 江苏医家辨治咳嗽病的古代文献整理与研究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是

成稼璇 20171587 王明强 经学对两汉医学理论的影响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是

刘娟 20171588 范欣生 中医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方药应用文献研究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是

李陆杰 20171589 陈仁寿 经典名方中半夏的本草考证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是

杨涛 20171590 沈劼 明清时期厥证文献研究 100503 中医医史文献 是

胡艺丽 20171616 杨勤 新蒲饮联合质子泵抑制剂对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中 TLR- 2/MyD88/NF-κB信号通路的影响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是

汪吴珺 20171617 金小晶 新蒲饮联合奥美拉唑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的实验研究 100506 中医内科学 是

宋妍 20171618 张苏闽 基于肠道菌群及Treg/TH17探讨溃结灌肠液Ⅱ改善DSS小鼠肠道炎症反应的作用机制 100507 中医外科学 是

陆晓溢 20171619 于红娟 甘麦大枣汤联合益坤饮治疗肾虚肝郁型更年期综合征抑郁症状的临床研究 100509 中医妇科学 是

张岩 20171620 曹守沛 失笑散对二氯化钴诱导的缺氧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的作用机制研究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是

林传燕 20161562 贾晓斌 三七防治心肌缺血皂苷组分的结构特征解析及其生物药剂学性质表征 1008 中药学 是

王钥 20171676 沈建平 紫草素对IKur/hKv1.5电流和阵发性房颤模型大鼠的作用研究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是

李杰 20171677 钱士辉 西印度醋栗和扁担藤化学成分研究 1007 药物化学 是

丛龙杰 20171678 李松林 人参多糖联合抗生素抗肿瘤作用及肠道菌介导机制初步研究 1007 药物分析学 是

缪梦琦 20171679 张健 补肾活血方治疗皮质酮所致的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机制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杨茹 20171681 陈彦 淫羊藿总黄酮提取、纯化工艺优化及其肠溶粘附胶囊制剂成型的初步研究 1008 中药学 是

杨新秀 20171682 张健 CA4P联合人参皂苷Rd治疗肝癌的药效机制研究及DNA荧光检测新方法的构建 1008 中药学 是

侍煜景 20161637 钱卫东 慢性心力衰竭急性失代偿期中医证候特点及组合规律研究 100602 中西医结合临床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