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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评
肿瘤的液态活检 钟荣斌ꎬ王友亮(１)１
大数据在中医诊断中应用的可行性及展望  王

利ꎬ何建成(６５)２

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赵家荣ꎬ晁

旭(１２９)３

壳聚糖及其衍生物在药物载体方面的研究进展  王竞男ꎬ罗嘉浩ꎬ杨立群ꎬ邓宇斌(１９３)４
胸部微创外科:技术进展与临床应用  龚太乾ꎬ宋伟安(１９９)４
分子标志物

肌细胞增强因子 ２Ｄ 通过负向调控有丝分裂诱导基因 ６ 的表达促进肝癌细胞 ＰＬＣ / ＰＲＦ５ 和 ＳＭＭＣ７７２１ 的
增殖和迁移  陈

潇ꎬ林志娟ꎬ李孟鹏ꎬ陈

超ꎬ王建勋ꎬ刘

佳ꎬ李培峰(６)１

可溶性白细胞分化抗原 ４０ 配体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与鉴定
 张志强ꎬ乔录新ꎬ吴

涛ꎬ刘东杰ꎬ纪

 苗

雪ꎬ李尧丰ꎬ马明洋ꎬ李

乐ꎬ陈德喜ꎬ吴

刚(１２)１

脂氧素 Ａ４ 对缺氧状态下人肝癌细胞增殖的影响 
烁ꎬ王素梅ꎬ程

钢ꎬ吴

萍(１６)１

乳腺癌组织中周期素依赖性激酶 １０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状态检测的临床意义

 李文梅ꎬ刘佳佳ꎬ张印坡ꎬ陆建荣(２０)１

口腔医学

不同功率铒ꎬ铬:钇钪镓石榴石激光照射对牙釉质表面再矿化效果比较的实验研究 刘雪阳ꎬ刘海江(２２)１
人工骨移植去蛋白小牛骨治疗 ２６ 例根分叉病变的研究  黄

飞ꎬ张明烨ꎬ王

峰ꎬ林松杉(２６)１

国际龋病检查和评估系统￣Ⅱ在龋病早期检测中的研究进展  后岷红ꎬ苗

晖ꎬ常

医学细胞生物学模块化教学的应用与评价  黄

郁ꎬ蒋建利ꎬ陈志南(３２)１

蕊ꎬ吴丽更(２８)１

教育培训

婉ꎬ李

转化医学理念在神经内科研究生培养中的应用  王湘庆(３６)１
医学重点专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创新机制探索 潘姗姗ꎬ周文超ꎬ汤庆丰ꎬ蔡 杰ꎬ殷佩浩ꎬ彭 文 (３９)１
基础研究
大鼠成骨细胞微小 ＲＮＡｓ 的筛选研究 

 潘 欣ꎬ曾思良ꎬ梁兴伦ꎬ嵇承栋ꎬ周文博ꎬ周文锐ꎬ李 琛ꎬ朱敏洁ꎬ沈 琪(６８)２

大鼠脑出血后 ７２ ｈ 脑组织的定量蛋白质组学分析 李晓芳ꎬ杨国锋ꎬ刘

丽ꎬ王鲁宁(７４)２

Ｒａｓ 同源物基因家族成员 Ｂ 对肾透明细胞癌细胞生长及迁移能力的影响 

 陈伟浩ꎬ徐衍盛ꎬ欧阳昀ꎬ王希友ꎬ吴意光ꎬ张新宇ꎬ王 毅ꎬ周茂军ꎬ赵豫波ꎬ关维民ꎬ刘萃龙(８０)２

维药神香草对治疗哮喘大鼠的免疫机制研究  徐

茜ꎬ马雪萍ꎬ贺家勇(２０３)４

 付凯飞ꎬ王欲晓ꎬ李

军ꎬ吴成林ꎬ周丽君(２０７)４

汀对乳腺癌细胞的抑制作用  张明亮ꎬ潘成武ꎬ王

岗ꎬ金功圣ꎬ钱

天然生物活性 Ｎ￣酰基高丝氨酸内酯小分子抗原的化学合成及其抗体生成初探 

二氢杨梅素通过抑制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１ 受体下游磷脂酰肌醇 ３￣激酶 / 蛋白激酶 Ｂ 信号途径增强赫赛

军(３４０)６

一贯煎及其加味对辐射损伤小鼠防护作用研究 
 谢宛君ꎬ方

琛ꎬ黄伟峰ꎬ杜秀婷ꎬ肖志勋ꎬ朱亚强ꎬ钟少文(３４５)６

胶原蛋白海绵对大鼠股主静脉创伤止血效果及组织相容性观察 
 张自强ꎬ张以河ꎬ安

琪ꎬ赵继志ꎬ徐荣荣ꎬ李

高脂联合小剂量链脲佐菌素建立实验性 ２ 型糖尿病大鼠模型  吴

瑛ꎬ张

欢(３５０)６

勇ꎬ姚合斌(３５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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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医学
亚催眠剂量丙泊酚减少剖宫产术中恶心呕吐的随机对照研究  钮 昆ꎬ方七五ꎬ郭素梅ꎬ安建雄(８４)２
不同剂量氢吗啡酮患者自控镇痛用于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后镇痛疗效的比较 
 周美辰ꎬ安建雄ꎬ温

辉ꎬ方七五(８８)２

 黄培龙ꎬ刘琳琳ꎬ陈

宇ꎬ许笑彬(９１)２

尼卡地平与瑞芬太尼对老年鼻内镜手术患者控制性降压期间脑氧代谢的影响 
心血管疾病

老年男性血脂异常和危险因素聚集与主要心血管疾病的关系 
曾

静ꎬ刘

淼ꎬ杨姗姗ꎬ吴

蕾ꎬ王建华ꎬ王义艳ꎬ姚

尧ꎬ汤

如ꎬ曹秀堂ꎬ何

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患者合并心房颤动时抗凝的研究  王

耀(９４)２

峰ꎬ李田昌(９９)２

军事医学
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肠溶胶囊联合莫沙必利对长航人员功能性便秘疗效观察 
吕

伟ꎬ李艳君ꎬ夏

菁ꎬ孙

涛(１０３)２

对战类游戏对长航舰员注意警觉力的影响  刘夏阳ꎬ陈福兴ꎬ胡永祥ꎬ陈国良ꎬ倪杰文ꎬ徐

菲(１０６)２

美海军舰载航空医学保障特点及启示  李淮涌ꎬ窦建平ꎬ李鸣皋(１０９)２
士兵训练准备期和训练后免疫功能的改变对比分析  方海亮ꎬ黄朝晖(２３５)４
水面舰艇艇员与地面官兵健康体检结果分析  纪

红(２３８)４

眼前节分析系统在海军招飞体检中的初步应用 崔 蓓ꎬ彭秀军ꎬ曹利群ꎬ高 原ꎬ秦力维ꎬ王

静(２４０)４

多舱室爆炸致兔骨折伤情分析  王

静ꎬ刘立洋ꎬ陈佳海ꎬ徐

成ꎬ胡

明ꎬ阮狄克(２９１)５

重大地震灾害军队机动医疗分队医学救援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刘

涛ꎬ刘慧琳ꎬ陈活良(２９６)５

医院船国内医疗服务实践及思考  温中一ꎬ赵染洲ꎬ姜

文ꎬ高海波ꎬ刘飞翔(３０３)５

法国“ 西北风” 级两栖攻击舰医疗系统特点与思考  喻锡成ꎬ沈俊良ꎬ李旭霞(３００)５
干细胞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儿童移植相关并发症的疗效观察 
 唐飞龙ꎬ栾

佐ꎬ吴南海ꎬ唐湘凤ꎬ卢

伟ꎬ井远方(１３２)３

５￣氮胞苷联合碱性成纤维生长因子诱导人胚胎干细胞定向心肌样细胞分化的实验研究 
 王

力ꎬ方志荣ꎬ高连如ꎬ张宁坤ꎬ徐小红ꎬ朱智明(１３７)３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对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葡萄膜炎的治疗作用研究 
 秦力维ꎬ张宁坤ꎬ郭建巍ꎬ高

原ꎬ王桂琴ꎬ曹利群ꎬ田春雨ꎬ崔

蓓ꎬ王

静ꎬ陈

洁(１４２)３

基因组学

ＳＩＲＴ１ 基因的 ｒｓ２２７３７７３ 和 ｒｓ７８９５８３３ 突变与汉族人群冠状动脉疾病风险相关性分析 
 韩巧君ꎬ韩海荣ꎬ邹大进ꎬ连士杰ꎬ吴

惠ꎬ徐洪涛(１４７)３

１６Ｓ 核糖体 ＤＮＡ Ａｍｐｌｉｃｏｎ 测序法分析 ２ 型糖尿病患者口腔微生物多样性 
 李宗泽ꎬ赵

泽ꎬ张文菲ꎬ陶

荣ꎬ孙雪飞ꎬ田

宇(１５１)３

ＭｅｃＡ、Ｎｕｃ 基因在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检测中的应用 
郭建巍ꎬ齐文峰ꎬ郝秀红ꎬ李文军ꎬ陈昌国ꎬ张

云ꎬ马志家ꎬ陈秋圆ꎬ赵强元(１５７)３

肿瘤与转化

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治疗与联合索拉非尼治疗肝细胞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疗效观察 
王

建ꎬ陈卫东ꎬ刘兴洲ꎬ吴永丰(１６０)３

经导管椎体动脉化疗栓塞术联合唑来磷酸治疗肺癌椎体转移的疗效 
 卢

伟ꎬ杨

超ꎬ张嘉诚ꎬ杨

剑ꎬ蒋富强ꎬ马军朋ꎬ张

哲ꎬ解

鹏(１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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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疾病
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肿瘤坏死因子￣α 变化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性 
 田

青年卒中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何雁飞ꎬ余

旭ꎬ赵湘萍(１６８)３
苒ꎬ王雨瑶(１７２)３

临床研究
食管鳞癌微小 ＲＮＡ￣２２３ 表达临床意义研究  陈

蕾ꎬ郑霭萱ꎬ郑志伟ꎬ李秋丽ꎬ翁雪芬(２１３)４

雌激素及其受体 １ 在先兆子痫患者中的研究  杨

洋ꎬ张少华ꎬ陈

蕊ꎬ韩

彬(２１７)４

Ⅲ型前列腺炎患者按摩液中血管活性肠肽、肿瘤坏死因子￣α 临床意义研究  王

勇ꎬ陈

茹(２２１)４

食管平滑肌瘤的钡餐造影、ＣＴ 及 ＭＲＩ 影像学特点分析 
刘

鹏ꎬ 张

迎ꎬ霍成存ꎬ刘迎新ꎬ赵绍宏ꎬ聂永康(２２５)４

白蛋白在预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疗效及预后的价值  熊柳冰(３５８)６
重症监护病房行经皮气管切开的疗效及术后呼吸道感染风险特征观察  王强铭ꎬ王导新(３６１)６
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患者容量超负荷与炎症因子和心功能的关系  李艳娟(３６６)６
高剂量达托霉素挽救性治疗血液病感染 １９ 例临床观察
 刘

毅ꎬ郑培浩ꎬ岑

坚ꎬ李

莉ꎬ赵德峰ꎬ尹文杰ꎬ钱李仁ꎬ马媛媛ꎬ王立新ꎬ沈建良(３７０)６

我部干部保健改革探讨  张宝和ꎬ徐洪涛ꎬ殷 明ꎬ杨明建ꎬ田

光ꎬ王海威ꎬ张

彤ꎬ刘

军(３７４)６

微创技术
单孔胸腔镜手术在前纵隔肿瘤切除中的临床应用 
 宋伟安ꎬ龚太乾ꎬ李学昌ꎬ王

伟ꎬ尚立群ꎬ刘军强ꎬ文

锋ꎬ李

军(２２９)４

单孔胸腔镜肺切除术 １６８ 例临床分析 
 文

锋ꎬ龚太乾ꎬ王

伟ꎬ尚立群ꎬ李学昌ꎬ宋伟安ꎬ李

军ꎬ刘军强ꎬ查

鹏ꎬ岳彩迎(２３２)４

生物标志物

前处理方法及冻融次数对尿液蛋白标志物质量影响的探究 
 李启沅ꎬ何旭珩ꎬ王

县ꎬ刘小盼ꎬ孙建波ꎬ廖秋燕ꎬ尹洁芳ꎬ贾

佳ꎬ唐中湘ꎬ李

雪(２５７)５

肺癌肿瘤抑制因子 １ 在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不同表达乳腺癌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吴

晓ꎬ庄轶轩ꎬ陈炯玉ꎬ洪超群ꎬ张

凡(２６１)５

百令胶囊对尿毒症腹膜透析患者腹透液中转化生长因子￣β１、纤维连接蛋白表达的影响 

 姚素花ꎬ麦李明ꎬ石俊婷(２６６)５

白介素￣３２ 与帕金森病患者非运动症状的相关性研究  贾小飞ꎬ闫俊强ꎬ舒伯辉ꎬ赛

蕊ꎬ黄丽娜(２６９)５

循证医学

利西拉来联用口服降糖药治疗 ２ 型糖尿病有效性与安全性的 Ｍｅｔａ 分析 
 胡燕君ꎬ李红磊ꎬ孙

海ꎬ张

蓉ꎬ王

强(２７２)５

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治疗成人重症感染疗效评价的 Ｍｅｔａ 分析
 王

凡ꎬ马

列ꎬ陈旭昕ꎬ张春阳ꎬ孟激光ꎬ韩志海(２７６)５

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应用的 Ｍｅｔａ 分析
 马

敬ꎬ郭建华ꎬ张

涛ꎬ叶

玮ꎬ周

莹ꎬ戚晟雯ꎬ吴晶嘉(２８０)５

我国转化医学模式的循证评价  杨

静ꎬ黄

亮ꎬ俞

丹ꎬ杨春松(２８５)５

精准医学
精准医学的临床部署:顶层架构设计及关键信息技术
 王

宇ꎬ王心慰ꎬ刘

爽ꎬ杨之辉ꎬ朱卫国ꎬ弓孟春(３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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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

信息化教育在宫颈癌术后尿潴留患者居家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窦

娜ꎬ閤梦琴ꎬ张

基于案例推理的高血压辅助诊疗方法研究  王

翠ꎬ张

姿ꎬ周红辉ꎬ张梅奎(３２５)６

蕾ꎬ蒋乔薇ꎬ王新宴ꎬ张莎莎ꎬ王

枞(３２８)６

基于云的跨硬件平台睡眠障碍远程诊断系统 
 吴

娜ꎬ许利群ꎬ高

和ꎬ段

莹ꎬ常耀斌ꎬ方若洁ꎬ李

燕(３３２)６

吉林省急诊创伤整形修复治疗平台互联网＋建立的实践探索 
综

 刘海鹏ꎬ邵

英ꎬ徐

静ꎬ李

甜ꎬ张

舵(３３６)６

述

根皮素的研究进展  冯 甜ꎬ王力彬ꎬ周 楠ꎬ吴让鑫ꎬ崔嘉辉ꎬ陈 惠(４２)１
石墨烯量子点的生物学应用  吴慧俊(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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