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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宝山区 2021 年度医学卫生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1 21-E-01 
GKN2 通过抑制 GSDME 棕榈酰化导致

胃癌细胞化疗耐药的机制研究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北院 

2 21-E-02 

大剂量阿糖胞苷联合泽布替尼治疗难

治/复发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

机制研究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北院 

3 21-E-03 
口服促皮质素在痛风关节炎中抗炎机

制研究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北院 

4 21-E-04 
不同重复经颅磁刺激模式对脑卒中后

注意力障碍影响的临床研究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北院 

5 21-E-05 
IL-22对 DSS诱导肠炎小鼠肠黏膜

NETs 的调节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医院 

6 21-E-06 
GLP-1对肥胖相关性肾病的作用及机

制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医院 

7 21-E-07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并发症权重分析及

预后预测模型构建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医院 

8 21-E-08 
HPLC-ICP-MS法测定工作场所空气中

三价铬和六价铬 

上海市宝山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9 21-E-09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隔离人员心理

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 

上海市宝山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10 21-E-10 社区老年抑郁筛查与早期干预的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精神卫生

中心 

mailto:新型磁性纳米载药复合体Fe3O4@ALA-ZnII增强膀胱癌光动力治疗效果的氧化应激机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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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11 21-E-11 
耳穴压豆辅助治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

状的临床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精神卫生

中心 

12 21-E-12 
宝山区养老机构老年人衰弱的现状及

肌少症对衰弱的影响 

上海市宝山区老年护理

院 

13 21-E-13 
脂质代谢标志物早期预测泌尿系统结

石发生及复发的临床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医院 

14 21-E-14 
骨血管靶向纳米载体减轻骨丢失及机

制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医院 

15 21-E-15 
康复运动量对踝关节脱位并骨折术后

恢复情况的影响关系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医院 

16 21-E-16 
基于达标理论的干预方案对老年髋部

骨折患者出院准备度的影响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医院 

17 21-E-17 
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RRTIs）易感性

危险因素相关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医院 

18 21-E-18 
卒中后深静脉血栓形成与脂质代谢紊

乱相关性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医院 

19 21-E-19 
针刺刺激筋膜结合再灌注活动治疗腰

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评价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医院 

20 21-E-20 
揿针联合六味地黄丸治疗肝肾亏虚型

耳鸣的临床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21 21-E-21 

固定三联药物(布地奈德/格隆溴铵/

富马酸福莫特罗)联合肺康复治疗稳

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疗效观察   

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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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22 21-E-22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1与代谢综合征

的中医体质类型分布的研究（病例对

照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23 21-E-23 
老年慢性病贫血早期风险评估模型建

立 

上海市宝山区区中西医

结合医院 

24 21-E-24 

急性期脑梗死后手腕痉挛状态肌电生

物反馈康复疗效与皮质脊髓束演变的

DTI 成像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仁和医院 

25 21-E-25 
基于基层医院的区域伦理委员会建设

需求模型构建及实施探索 
上海市宝山区仁和医院 

26 21-E-26 
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后生活质量评

价分析 
上海市宝山区仁和医院 

27 21-E-27 
基于区域联动模式下的老年护理网格

化培训实施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仁和医院 

28 21-E-28 

羟氯喹抑制NLRP3炎症小体在治疗DSS

诱导的小鼠结肠炎中的作用和机制研

究 

上海市宝山区仁和医院 

29 21-E-29 
肺康复-家庭氧疗在社区稳定期 COPD

患者的效果评价 

上海市宝山区盛桥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30 21-E-30 
神阙葫芦灸联合金刚杵安眠穴防治舒

缓疗护失眠患者的临床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泗塘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31 21-E-31 
社区康复模式对脑卒中运动功能预后

影响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淞南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32 21-E-32 
全-专模式下中医肺康复对社区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早期干预的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淞南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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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1-E-33 

基于 SFRP5调控 Wnt/β-catenin信号

通路研究乌菟白癜风酊治疗白癜风干

预机制 

上海市宝山区淞南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34 21-E-34 
社区糖尿病人群健康素养与生存质量

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淞南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35 21-E-35 
湿疹 2号方治疗亚急性期湿热蕴肤证

湿疹的临床疗效观察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6 21-E-36 

circRNA-0001235通过JAK-STAT3通路

调控炎症反应在子痫前期发生中的作

用及机制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中心

医院 

37 21-E-37 
基于 PETRI网络模型的宝山区社区应

急防控体系构建与评估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中心

医院 

38 21-E-38 
妊娠期阴道微生物群落的分布对未足

月胎膜早破发病影响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中心

医院 

39 21-E-39 
MEG3/PTEN介导PARPi抑制前列腺癌增

殖转移的机制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中心

医院 

40 21-E-40 

姜黄素抑制LncRNAGAS5介导的TIMP-3

启动子甲基化水平抑制 MMP-13表达缓

解骨关节炎的机制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中心

医院 

41 21-E-41 

COPD 患者的组织因子途径抑制剂

（TFPI）水平与气道炎症及凝血纤溶

系统关系的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中心

医院 

42 21-E-42 
炎症风暴在肿瘤化疗致心肌损伤中的

作用及机制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中心

医院 

43 21-E-43 

基于静息态功能和弥散张量成像的动

态影像学技术在缺血性脑卒中后认知

障碍中的脑网络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中心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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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1-E-44 
基于家庭赋权方案的老年前期人群健

康管理应用实践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45 21-E-45 
宝山区甲状腺癌流行特征及危险因素

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46 21-E-46 
非药物干预措施对社区健康自我管理

小组老年人认知状况的影响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7 21-E-47 
医联体内全专联合干预儿童反复呼吸

道感染效果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8 21-E-48 前列腺癌社区筛查方案的构建及验证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9 21-E-49 
家庭环境对儿童早期语言发育的影响

和作用机制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50 21-E-50 
社区高尿酸血症危险因素调查和危险

度评估的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51 21-E-51 
基于《内经》齐刺法治疗血瘀型腰椎

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张庙街道

长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52 21-E-52 
阿仑膦酸钠靶向缓释载药递送系统的

临床前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 

53 21-E-53 

益气养阴化瘀方调节

STAT3/KLF4/PI3K/Akt 通路治疗甲状

腺癌的机制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 

54 21-E-54 

探讨 HPV E6/E7mRNA检测联合光动力

治疗对于宫颈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

患者分流诊治的价值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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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1-E-55 

miR-222-3p通过靶向 GPR68 对胰腺癌

细胞迁移、侵袭和自噬等影响的机制

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 

56 21-E-56 
子午流注脐灸法缓解乳腺癌芳香化酶

抑制剂相关骨关节疼痛的临床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 

57 21-E-57 
合募配穴法艾灸干预改道性结肠炎患

者腹泻的临床观察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 

58 21-E-58 

呼出气一氧化碳（ETCOc)含量测定在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诊断中的应用价

值评价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 

59 21-E-59 
从上调 miR-138-5p探索垂宁方抑制泌

乳素瘤细胞增殖的机制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 

60 21-E-60 

丹参化瘀方介导 SKP2/BKCa 信号轴对

保护缺氧前庭神经治疗眩晕的作用及

机制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 

61 21-E-61 
半夏泻心汤合柴胡疏肝散对胃食管反

流病肝胃郁热证的临床疗效观察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 

62 21-E-62 
健脾清化方调控自噬改善胰岛素抵抗

的作用机制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 

63 21-E-63 

基于 NLRP3/Caspase1/IL-1β信号通

路研究当归芍药散干预非酒精性脂肪

性肝病的作用机制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 

64 21-E-64 
补虚祛风方治疗脾肾气虚型 IgA肾病

的临床研究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 

65 21-E-65 

节律性听觉刺激结合镜像疗法对脑卒

中后偏瘫患者上肢运动功能的临床观

察 

上海市第二康复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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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21-E-66 
基于慢性疾病轨迹模式的团队干预在

脑卒中恢复期患者中的实践性研究 
上海市第二康复医院 

67 21-E-67 
Plastin-2调控软骨下骨破骨成熟及

骨关节炎进展相关机制研究 
上海中冶医院 

68 21-E-68 

护理干预联合生物反馈治疗在妇女产

后盆底功能障碍康复中的应用——基

于行为分阶段理论模型 

上海中冶医院 

69 21-E-69 

增强型体外反搏（EECP）改善糖尿病

并血管病患者动脉弹性的临床疗效和

安全性研究 

上海中冶医院 

70 21-E-70 
经颅磁刺激中枢干预联合镜像疗法对

脑卒中患者手功能康复的临床研究 
上海中冶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