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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海南医学院 2019 年到期科研培育

基金项目验收结果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根据我校科研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定，学校对 2019 年已

到期的项目进行了逐级审核、现场汇报及专家评审，同意给

予“外周 Th17/Treg 免疫平衡网络在慢性牙周炎炎性损伤中

的作用研究”等 35 个项目通过验收，给予“海南砂仁挥发

性化学成分的研究及有效部位的提取纯化”等 6个项目终止

处理，收回项目剩余经费（详见附件）。 

所有项目按照项目执行期后满两年均不能再进行经费

报销，收回剩余经费处理。 

 

附件：海南医学院 2019 年到期科研培育基金项目验收

结果一览表 

 

 

海南医学院科技处 

2020 年 12 月 28日 



附件： 

海南医学院 2019 年到期科研培育基金项目验收结果一览表 

序号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所属二级单位 负责人 结论 

1 HY2014-009 

外周 Th17/Treg 免疫平衡网

络在慢性牙周炎炎性损伤中

的作用研究 

口腔医学院 张黎 验收通过 

2 HY2014-017 

海南省专科护士职业生涯发

展中职业成熟度、影响因素

及应对策略的研究 

第一附属医院 白芳 验收通过 

3 HY2015-03 
药物缓释用光磁功能化的介

孔二氧化硅复合材料的研究 
药学院 付艳 验收通过 

4 HY2015-08 

广州管圆线虫 L3排泄分泌蛋

白抗 ICR 小鼠体内 Hepa1-6

肿瘤效应的研究 

热检学院 芦亚君 验收通过 

5 HY2015-10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海南省医

疗服务业的调整与发展 
管理学院 张建 验收通过 

6 HY2015-11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毕业生就

业流动社会分层研究 

院长办公室（国

际交流与合作处 
邝敏 验收通过 

7 HY2015-13 

内皮细胞 HOXA9 基因甲基化

修饰在高糖代谢记忆的作用

研究 

基础医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 
孙元田 验收通过 

8 HY2015-19 

蛋白酶体抑制剂诱导大鼠多

巴胺能神经元氧化损伤的研

究 

第一附属医院 潘琪 验收通过 

9 HY2015-22 

超声 e-flow技术在椎动脉狭

窄性病变中的应用及与 DSA

对比研究 

第一附属医院 关莹 验收通过 

10 HY2015-23 
海口市社区高血压人群调查

和全科医疗干预的探索 
第一附属医院 曾望远 验收通过 

11 HY2016-03 

叶下珠提取物对实验性脑缺

血大鼠的脑保护作用及机制

研究 

基础医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 
虞道锐 验收通过 

12 HY2016-04 

抗甘蔗黑穗病菌蛋白 HASI的

诱导表达、钝化、鉴定及其

抗菌机理的研究 

基础医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 
邱逸敏 验收通过 

13 HY2016-06 
H2S在大鼠癫痢模型神经保

护作用机制的研究 
第二附属医院 冯基高 验收通过 



14 HY2016-13 

性别因素对阿兹海默症模型

小鼠空间记忆能力及脑海马

中 CREB表达的影响 

基础医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 
赵溪岩 验收通过 

15 HY2016-09 
“重磅炸弹药物”格拉替雷

的制备方法研究 
药学院 宋芸 验收通过 

16 HY2016-11 
翅茎白粉藤总黄酮的提取工

艺及其抗氧化活性研究 
药学院 姚瑰玮 验收通过 

17 HY2016-12 
高甲醚联合热疗抗 SGC-7901

癌细胞的研究 
第二附属医院 陈妮 验收通过 

18 HY2016-15 
Netrins 家族在大鼠神经系

统的时空分布及意义 

基础医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 
张显芳 验收通过 

19 HY2016-17 
通滞苏润红胶囊临床应用安

全性随访研究 
第一附属医院 周香珍 验收通过 

20 HY2016-18 

p125、p16 检测及 HPV分型在

宫颈上皮内病变中的应用价

值 

第一附属医院 阮细玲 验收通过 

21 HY2016-19 
A 型肉毒毒素治疗上肢痉挛

的临床观察研究 
第一附属医院 孙丽春 验收通过 

23 HY2016-21 
优思弗预防胆囊切除术后综

合征的疗效研究 
第一附属医院 范伟强 验收通过 

24 HY2016-22 
逆向精确溶栓在急性心肌梗

死急诊 PCI中的应用 
第一附属医院 张玉卓 验收通过 

25 HY2016-25 

双重加工失衡下抑郁特质大

学生的情绪体验记忆失能及

干预研究 

第一临床学院 朱屹 验收通过 

26 HY2016-10 
甲状腺滤泡型乳头状癌摄碘

功能与临床治疗意义 
附属肿瘤医院 赵方腾 验收通过 

27 HY2016-08 
S100B 表达上调对慢性心力

衰竭病程进展影响 
第二附属医院 陈跃武 验收通过 

28 HY2016-01 
荷载 miR-214的外泌体对神

经元存活和再生的影响研究 

基础医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 
李祎莹 验收通过 

29 HY2016-24 

海南省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

展影响因素评价与优化路径

研究 

管理学院 邱蕾 验收通过 

30 HY2014-001 
疼痛手册在癌痛患者家庭护

理中的应用 
国际护理学院 蔡小霞 验收通过 



31 HY2014-016 
高校中青年教师人格魅力重

要性的研究 
急诊与创伤学院 杨晓君 验收通过 

32 HY2014-012 
临床教学实验动物的综合利

用及新型犬恶丝虫病的筛查 

基础医学与生命

科学学院 
陈锦龙 验收通过 

33 HY2015-17 
KLH不同免疫剂量对小鼠

TDAR实验的影响 
药物安评中心 杨照新 验收通过 

34 HY2014-003 
助产士主导的个体化、连续

性孕期体重管理的干预研究 
国际护理学院 郭洪花 验收通过 

35 HY201406 
社区护士指导下高血压患者

自我管理项目的实施与评价 
国际护理学院 阳晓丽 验收通过 

36 HY2014-005 

二氢杨梅素席夫碱的合成及

其金属配物的抗氧化活性研

究 

药学院 吴良 
终止项目，

收回经费 

37 HY2015-12 
海南砂仁挥发性化学成分的

研究及有效部位的提取纯化 
药学院 陈雨洁 

终止项目，

收回经费 

38 HY2015-18 
胶质瘤中 MiR-195对葡萄糖

转运体 3 的调控机制研究 
第一附属医院 郑传宜 

终止项目，

收回经费 

39 HY2015-20 

SphK1通过激活PI3KAKT信号

通路促进结肠癌细胞生长侵

袭能力的体外研究 

第一附属医院 苏颖杰 
终止项目，

收回经费 

40 HY2015-21 

咬肌炎症模型中 P2X3受体和

雌激素受体在三叉神经节内

的表达及其动态变化 

口腔医学院 陈勇 
终止项目，

收回经费 

41 HY2016-23 
超声肾动脉血流频谱改变与

糖尿病肾病分期相关性研究 
第一附属医院 吴晶晶 

终止项目，

收回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