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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申报人

1 舒洛地特联合达格列净治疗2型糖尿病肾病的临床观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李姗姗

2 罗哌卡因和利多卡因用于星状神经阻滞治疗失眠的疗效比较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张岳农

3 口腔按摩改善经口喂养困难早产儿进食效果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温玉梅

4 应用分类树模型构建造影剂肾病发病风险预测模型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廖志波

5 三维数字化技术在个体乙状窦后入路切口设计中的临床应用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吴粤

6 梅州地区幽门螺旋杆菌体外耐药情况分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杨智炜

7 对比分析难治性根尖周炎患者应用Vitapex糊剂根管内封药与氢氧化钙糊剂治疗的效果差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李杰

8 探讨烤瓷贴面对比铸瓷贴面对行前牙修复患者疗效及美学指标影响的临床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宋志伟

9 超微经皮肾镜及经皮肾镜在治疗肾结石（≤3cm）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对比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宋少辉

10 联合腹腔镜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在低位直肠癌治疗的应用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李兴华

11 三维重建辅助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治疗桡骨远端骨折的临床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王剑锋

12 超声引导下腹壁神经阻滞联合胆囊窝表麻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镇痛的应用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许剑

13 探讨全科医学管理模式对老年高血压患者全方位血压的管理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梁启权

14 探讨自由体位配合使用分娩球分娩的临床应用价值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钟二秀

15 585/1064nm双波长染料激光联合0.5%噻吗洛尔滴眼液外敷治疗婴幼儿血管瘤的疗效观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徐维春

16 不同产科因素对孕产妇盆底功能的影响及盆底肌康复治疗的近期效果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杨静

17 利多卡因乳膏联合氟比洛芬酯在经直肠前列腺穿刺活检中的应用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童鹏

18 基于输血相关性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炎症因子水平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曹清勇

19 尿流动力学检查在粤东地区小体积前列腺增生患者的临床诊治价值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温海东

20 低浓度罗哌卡因复合舒芬太尼椎管内麻在椎间孔镜手术中应用效果分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曾志民

21 基于IKAP模式的护理干预在无痛肠镜检查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陈友莲

22 纳米碳淋巴示踪技术在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中的应用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曾绍兵

23 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两种阴道残端缝合方法的预后比较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成允燕

24 颅脑损伤患者血清S100B和动脉血乳酸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黄城基

25 铜绿假单胞菌在医院环境中的分布及对常用消毒剂的抗性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曾雪花

26 梅州地区多重耐药肠杆菌感染现状调查分析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丘伟杰

27 细节护理在确保手术室护理安全中的应用效果观察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张云云

28 p2PSA 及前列腺健康指数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胡世杰

29 人工肝（DPMAS联合半定量血浆置换）治疗乙肝合并酒精性相关肝衰竭的临床疗效观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刘杰

30 儿童常见过敏性疾病的过敏源IgE检测结果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徐惠萍

31 无线床旁超声诊断技术在院前胸腹部损伤诊治中的应用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粤东医院 李淦辉

32 中医外治三联法在肛肠术后肛门瘙痒患者预防治疗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兴宁市中医医院 柳瑞凤

33 鼻内镜下泪道探通联合人工鼻泪管植入术治疗复杂性泪道阻塞性疾病的应用研究 兴宁市人民医院 石海涛

34 大剂量埃索美拉唑和阿莫西林二联疗法根除Hp感染的临床效果及对胃泌素和crp、pct的影响研究 兴宁市人民医院 邓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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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基于真实世界回顾性分析兴宁地区毒蛇咬伤患者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其临床表现 兴宁市人民医院 杨江裕

36 改良评分系统对高龄结直肠癌患者腹腔镜术后并发症发生的预测价值 兴宁市人民医院 严晓东

37 探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心脏结构功能与透析充分性的关系 兴宁市人民医院 李裕彬

38 镍肽合金抓握式接骨板在多发肋骨骨折内固定手术中的应用 兴宁市人民医院 卢强

39 根除幽门螺旋杆菌（HP）对HP阳性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意义分析 兴宁市人民医院 刁健彬

40 舒芬太尼复合罗哌卡因硬膜外分娩镇痛对产妇应激反应和心功能的影响 兴宁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钟海林

41 阴式卵巢囊肿剥除术治疗效果 兴宁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黄梓瑶

42 宫腔粘连分离术后放置宫腔球囊（COOK球囊）联合人工周期预防宫腔粘连的临床效果 兴宁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罗伟梅

43 全自动外周动静脉同步换血疗法，联合光疗、白蛋白等治疗在重症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中的应用研究 兴宁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罗映琼

44 罗沙司他胶囊治疗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肾性贫血的效果及预后 兴宁鸿惠医院 何军

45 单腔直型小导管胸腔闭式引流治疗老年人自发性气胸的应用 五华县中医医院 曾环洪

46 雷贝拉唑联合阿莫西林、克拉霉素治疗Hp感染所致消化性溃疡的效果研究可行性研究报告 五华县中医医院 周茂发

47 血清β-HCG与孕酮联合检测在早期先兆流产治疗中的预判价值 五华县中医医院 江冬梅

48 个体化饮食和健康教育对控制客家地区五华县血液透析患者高磷血症的调查研究 五华县人民医院 彭志文

49 探讨手法复位联合经皮椎体成形术治疗老年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的临床疗效 五华县人民医院 周顺贵

50 基于循证的ERAS模式在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的应用效果研究 五华县人民医院 钟丽清

51 探索血嗜酸性粒细胞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激素治疗反应性和再住院的预测价值 五华县人民医院 李强

52 高速涡轮钻法与传统锤凿劈冠法拔除下颌阻生智齿临床效果对比研究 五华县人民医院 魏国文

53 开颅手术与突发脑出血的相关性研究 五华县人民医院 曾宏

54 循证护理在小儿肺炎合并心力衰竭护理中的研究 五华县安流镇中心卫生院（五华县第二人民医院）黄明珠

55 补肾活血方加减治疗肾虚瘀阻型腰椎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研究 平远县中医医院 何天福

56 冠心病患者心脏康复依从性影响因素及“医院-家庭-社区”治疗模式研究 平远县人民医院 林柏青

57 铒激光在梅州市客家人群牙周病治疗的应用效果评估 梅州泽山口腔医院 温飞利

58 客家农村居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现状调查 梅州铁炉桥医院有限公司 罗加庆

59 参七益气活血胶囊治疗气虚血瘀型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研究 梅州市中医医院 张博

60 应用罗沙司他治疗促红细胞生成素（EPO）抵抗的维持性血液净化（MBP）患者的初步研究 梅州市中医医院 汤兰花

61 泪道引流管在泪小管断裂吻合术中的临床应用 梅州市中医医院 曾志

62 铜砭刮痧配合康复治疗对改善中风后偏瘫患者肌张力增高的疗效观察 梅州市中医医院 曾婷苑

63 中药热奄包配合闪罐疗法在肺炎治疗中的临床研究 梅州市中医医院 孔庆森

64 B超定位穿刺一步扩张法通道建立在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梅州市中医医院 邓汪东

65 肩痹散外敷配合电针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临床疗效研究 梅州市中医医院 傅帆

66 不同亚型的痰湿体质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梅州市中医医院 王春梅

67 中药汤剂联合免疫治疗在老年晚期肺癌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梅州市中医医院 肖慧奇

68 艾灸联合中药防治乳腺癌化疗后白细胞减少的临床研究 梅州市中医医院 黄杰文

69 益气养阴消癥汤辅助特瑞普利单抗对于同步紫杉醇干预局部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手术患者疗效影响评估 梅州市中医医院 李剑明

70 320排CT肺血管减影成像联合NT-proBNP诊断急性肺栓塞的临床应用 梅州市中医医院 何伟荣

71 细胞蜡块联合CEA、TTF-1、E-cadherin在肺腺癌胸腔积液病理诊断中的临床价值研究 梅州市中医医院 赖丽雅

72 急性冠脉综合征合并完全性左束支阻滞患者的心率减速力、连续心率减速力与心率变异性的相关分析 梅州市中医医院 刘丽媚

73 中西医结合运动康复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疗效研究 梅州市中医医院 李琳

74 中医外治在早产儿喂养不耐受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梅州市中医医院 李沐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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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空心针活检至乳腺癌根治术的间隔时间对减少针道转移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梅州市中医医院 陈薇

76 穴位贴敷在妇科全麻腹腔镜手术后恶心呕吐的疗效观察 梅州市中医医院 罗莹嘉

77 首乌润肠片治疗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肺脾气虚证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研究 梅州市中医医院 欧阳润程

78 中西医治疗胫腓骨骨折术前肿痛的疗效对比 梅州市中医医院 钟素珍

79 关节镜技术在踝关节骨折中的应用 梅州市中医医院 陈志龙

80 经皮肾通道电凝止血联合球囊压迫止血在减少经皮肾手术出血的临床应用价值探讨 梅州市中医医院 吴永东

81 梅州市连续多次机采血小板捐献者转铁蛋白变化的研究 梅州市中心血站 黄小珍

82 梅州市水产品体内农药类污染物现状与食用风险评价 梅州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所 聂荣荣

83 抗结核药帕司烟肼片中有害杂质间氨基酚和游离肼的检查 梅州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所 刘志辉

84 凉茶中27种非法添加化学药物风险监测 梅州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所 戴尽波

85 HPLC法测定吐泻肚痛胶囊4种活性成分含量 梅州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所 古炳明

86 UPLC-MS/MS同时测定豆芽中的生长调节剂和氟喹诺酮类抗生素药物 梅州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所 沈洁

87 不同处理方法及测定条件对无机砷含量测定的影响 梅州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所 古勉辉

88 复方双嗪利血平片质量控制标准的再提高研究 梅州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所 曾玉梅

89 基于PDCA循环的临床科研型医院三级建设研究 梅州市人民医院 陈芸

90 负载表柔比星微球栓塞治疗晚期前列腺癌的前瞻性研究 梅州市人民医院 陈南辉

91 CAFs参与Her-2阳性乳腺癌细胞赫赛汀耐药机制研究   梅州市人民医院 张思明

92 TMEM79在肝细胞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梅州市人民医院 朱文标

93 开窗技术在保留主动脉弓分支中的应用 梅州市人民医院 蔡楠

94 P21蛋白活化激酶1(PAK1)促进食管鳞癌转移作用及机制探讨 梅州市人民医院 邹小芳

95 宫颈鳞癌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与瘤芽的相关性分析及临床作用研究 梅州市人民医院 林异文

96 骨骼肌面积测量评估肌肉减少症对转移性食管鳞癌患者疗效、毒副反应预测及预后临床意义的研究 梅州市人民医院 黄平

97 系统周期性睑板腺按摩治疗睑板腺功能障碍性干眼症疗效观察及分析 梅州市人民医院 冯晓霞

98 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联合头部穴位按摩在乳腺癌术后症状群干预中的应用研究 梅州市人民医院 王利珍

99 甲状旁腺微波消融对血液透析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患者血压和心功能的影响 梅州市人民医院 朱兴华

100 小剂量低分子肝素干预儿童脓毒症的临床应用研究     梅州市人民医院 黄小欢

101 经脐单孔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的在客家地区的临床应用 梅州市人民医院 戴仕芬

102 生后黄金2小时集束化管理在极超低出生体重儿中的应用 梅州市人民医院 温园香

103 基于CT特征构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早期诊断模型：对比流感肺炎与社区获得性肺炎 梅州市人民医院 杨志企

104 磁共振成像PI-RADS v2.1评分联合血清PSA相关指标对灰区前列腺癌的预测价值研究 梅州市人民医院 古志聪

105 基于治疗前后MRI影像组学变化特征预测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及预后 梅州市人民医院 陈小凤

106 梅州柑橘无病毒苗的繁育推广在科技扶贫中的应用研究 梅州市农林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黄静

107 “桂柚1号”的引种及科研试验研究 梅州市农林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张志标

108 梅州柚黑点病为主的病虫害综合解决方案示范推广 梅州市农林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刘蕊

109 火龙罐结合现代康复训练改善中风偏瘫的临床研究 梅州市梅县区中医医院 梁瑞凤

110 新发2型糖尿病的中医证型分布及证候特点研究 梅州市梅县区中医医院 叶春

111 中药贴敷联合艾灸对改善腰腿痛患者腰痛症的护理效果研究 梅州市梅县区中医医院 吴燕莲

112 穴位注射对于皮肤瘙痒症的护理疗效研究 梅州市梅县区中医医院 王伟平

113 闭合复位空心钉内固定联合中药治疗中青年股骨颈GardenⅢ、Ⅳ型骨折的疗效观察 梅州市梅县区中医医院 陈梅华

114 大青龙汤灌肠液辅助治疗小儿外感发热的疗效观察 梅州市梅县区中医医院 陈坤东



标题

115 “三级分工”模式在宫颈癌普查普治中的应用与探索 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中心卫生院（梅州市梅县区第二人民医院）陈静

116 肿瘤登记随访中生存资料的获得及利用研究 梅州市梅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加宁

117 梅州市尿汞ICP-MS测定方法的建立与评定 梅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梅州市卫生检验中心、梅州市职业病防治所）邹启荣

118 梅州市饮用水中半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方法的建立与评定 梅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梅州市卫生检验中心、梅州市职业病防治所）陈君君

119 梅州市职业性尘肺病随访与回顾性调查 梅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梅州市卫生检验中心、梅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张颖

120 移动护理（PDA机）联合电子信息系统在临床的应用分析 梅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廖运玲

121 产后营养护理联合乳房穴位按摩对初产妇产后泌乳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梅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王莹

122 同型半胱氨酸在妊娠期糖尿病中应用价值 梅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吴燕平

123 子宫韧带阴道残端悬吊术预防腹腔镜下非脱垂子宫全切除术后阴道脱垂的临床研究 梅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朱洁云

124 基于串联质谱技术的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及诊治研究 梅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刘小瑜

125 梅州市宫颈癌和乳腺癌防控项目的精细管理及效果评价 梅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肖宝玲

126 首发抑郁障碍患者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前后认知功能及磁共振脑影像学研究 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谢友许

127 氨磺必利（帕可）在首发和复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药浓度差异及与疗效关系的研究 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朱雨亭

128 长期住院精神病人口腔健康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 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张恒铭

129 自拟疏肝健脾汤治疗慢性胃炎伴焦虑的临床疗效观察 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 林振宇

130 纽扣孔穿刺技术在血液透析患者自体动静脉内瘘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 侯瑜柳

131 不同中医体质的终末期肾病患者合并症发生与临床指标相关性研究 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 谢立标

132 椎体成形术与垫枕卧床法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后临近椎体骨折的几率比较 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 孔庆鹏

133 针刺推拿结合五子散热敷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 梁凯

134 自拟虫七理中汤加减治疗难治性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性胃病的临床观察 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 易建军

135 骨科患者MRSA感染危险因素分析及毒力、耐药基因检测的研究 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 曹银新

136 肾虚型卵巢储备功能减退Treg细胞变化特征及益经汤的干预机制研究 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 叶秋芳

137 解毒消疹方喷雾湿敷治疗EGFR-TKI相关性皮疹的临床观察 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 黄仙妍

138 耳穴贴压联合中药沐足在改善脑梗死后遗症患者失眠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 梁琪

139 止血补血方防治髋关节置换术后隐性失血的效果 梅州市第二中医医院 李清峰

140 ICL植入术治疗高度近视眼的临床疗效观察 梅州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刘金鸣

141 经皮三叉神经电刺激治疗脑损伤后昏迷促醒的临床疗效及对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 蕉岭县人民医院 黄的

142 CBCT在口腔诊疗过程的辅助作用研究 蕉岭县人民医院 谢金锋

143 IL-37在初发2型糖尿病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及与胰岛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 谢彦鹏

144 梅州地区莫西沙星在社区获得性肺炎合理应用的调查研究 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 温正辉

145 经阴道三维超声在节育器取出困难术前的诊断价值 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 卜秋明

146 呼吸操联合体外膈肌起搏对改善AECOPD患者血气变化、运动耐力及呼吸困难症状的影响 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 张雨红

147 血清Hcy、BNP和NLR检测水平在评估COPD合并肺感染病情进展及预后的价值分析 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 张建民

148 半乳糖修饰的表柔比星脂质体及其体内外抗肝肿瘤作用研究 嘉应学院医学院 刘小敏

149 梅州地产金线兰抗神经母细胞瘤活性研究 嘉应学院医学院 黄思涵

150 rs429358位点基因多态性及其与其他位点多态性关系在梅州地区冠心病人群中的研究 嘉应学院医学院 刘萍萍

151 岭南特色药材琴叶榕的质量标准研究 嘉应学院医学院 庄远杯

152 梅州地产蒲桃多糖提取及其生物活性研究  嘉应学院医学院 魏爱红

153 客家习用药材粉背菝葜的抗氧化及抑菌作用研究 嘉应学院医学院 林大都

154 低泌水高保坍聚羧酸减水剂合成研究 广东省梅州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汤永学



标题

155 干混预拌砂浆中抗开裂性能的研究 广东省梅州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罗萍萍

156 梅州防灾信息app开发 广东省梅州市气象局 张达文

157 梅州市农作物种植气候区划 广东省梅州市气象局 马夏妮

158 耳穴压丸法联合热敏灸对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炎症水平、免疫功能及氧化应激反应的影响研究 丰顺县中医院 魏细花

159 尿毒清颗粒保留灌肠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临床研究 丰顺县中医院 苏浩武

160 金黄散不同外治法对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的临床观察 丰顺县中医院 郑进福

161 自体角膜缘上皮移植术治疗翼状胬肉的临床研究 丰顺县人民医院 徐着华

162 SWIM技术治疗前循环大血管闭塞的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丰顺县人民医院 陈步翰

163 中长导管静脉输液方法在危重病人中的应用及护理研究 丰顺县人民医院 曾映雪

164 移动健康教育对妊娠期糖尿病孕期以及产后影响的随访研究 丰顺县人民医院 张瑜芬

165 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血液和尿液酮体水平与出生结局关系的研究 丰顺县人民医院 陈初珍

166 空气置换法在腹腔镜腹股沟嵌顿疝手术中的应用 丰顺县人民医院 朱育新

167 盐酸利托君与硫酸镁联合在改善胎膜早破孕妇分娩结局中的应用研究 丰顺县人民医院 郑小玲

168 高压氧联合功能针对性锻炼在小儿大脑发育不良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丰顺县人民医院 刘丽娜

169 士卓曼(ITI)系统对种植体周围骨组织吸收的影响研究 大埔县人民医院 张武丽

170 二胎产妇分娩后创伤应急障碍的围产期干预体系建立和应用 大埔县人民医院 沈金红

171 产ESBL大肠杆菌血流感染分子特征及耐药性研究 大埔县人民医院 饶小惠

172 两种中心静脉导管在治疗肝硬化腹水患者的区别及其应用效果对比研究 大埔县人民医院 廖庆利

173 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栓弹力图与凝血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大埔县人民医院 罗南裕

174 血清hs-CRP、Hcy联合IMT在脑卒中后患者短期脑血管事件预测中的价值 大埔县人民医院 邓润杰

175 内镜下痔上黏膜多平面套扎治疗Ⅱ,Ⅲ度混合痔疗效及影响因素探讨 大埔县人民医院 黄启聪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