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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推荐号： 奖励类别：进步奖 社会公益 

项目名称 

（中文） 
IgA肾病现代中医微观辨证的探索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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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励等级 

 

 

一等奖 

主题词 IgA肾病；宏观辨证；微观辨证 

学科分类

名称 

1 中西医结合 代码 100602 

2  代码  

3  代码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17卫生和社会工作 

任务来源 03省科技计划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不超过 300字）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公益技术研究社会发展项目          项目编号 2012C33032    

论文（篇） 9 专著（本） 0 

授权发明专利(件) 0 其他知识产权(件) 0 

直接经济效益（万元） 0 间接经济效益（万元） 0 

科技成果登记号 15001567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2-01-01 完成：2014-01-01 

推荐书版本： 

 



二、 项目简介 
主要技术内容、授权知识产权情况、技术指标、应用推广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等（限

1000 字） 

主要技术内容： 

一、IgA肾病现代中医微观辨证的探索：前瞻性、多中心对我省 300例以上的 IgA肾

病患者，进行临床调研，分析 IgA 肾病的中医证候、病机演变与 IgA 肾脏微观病理变化

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中医宏观辨证与大部分临床病理微观辨证指标间特别是预后相关

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球型硬化积分、间质纤维化积分、肾小管萎缩积分与单独肾

虚证相关性最显著；血管壁增厚积分、透明样变性积分与单独瘀痹证相关性最显著；肾脏

病理损害风湿+肝风证患者最为严重，其次由重到轻依次未瘀痹+风湿证、单独风湿证、

单独肾虚证、单独瘀痹证。新发现单独风湿证与 C1q 具有显著相关性。 

二、IgA肾病微观辨证论治的临床研究：在 IgA 肾病中医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的相关

性研究的基础之上，对 IgA 肾病患者进行前瞻性开放随机对照治疗观察。治疗组与对照

组各 30例。治疗组为 IgA 肾病五型辨证再结合肾脏微观病理拟定的中西药综合治疗方案，

对照组为 IgA肾病五型辨治方案。经过 2-3个月的治疗周期，判定疗效。结果显示经过中

医微观结合宏观基础上的辨证论治，治疗组在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指标等方

面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将肾脏病理引入到 IgA 肾病中医微观辨证的范畴中来，不但

丰富了传统中医的辨证依据，同时也显著提高临床疗效。 

 

应用推广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 

该研究成果在多次学术会议及多家单位形成共识，在传统中医辨证的基础上，将肾脏

病理引入到 IgA 肾病中医微观辨证的范畴中，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并根据辨证

结果合理运用 IgA 肾病祛风湿组方，显著提高临床疗效，目前相关治疗方案已纳入国家

中医肾病重点专科肾风-（IgA 肾病）的中医临床路径及中医诊疗方案在全国推广，因其

疗效肯定有着良好反响，具有很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三、主要科技创新 
 

1.立项背景 

IgA肾病（IgA glomerulonephritis，IgAN）是我国最常见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须依

靠肾活检、以肾小球系膜区有广泛的 IgA沉积为主的病理学特点一组肾小球疾病。与其他

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不同的是，IgA肾病的诊断上具有组织结构和病变上的多样性及其在临

床上缺乏特定表现，既可有单纯系膜增生、局灶节段硬化，也可有新月体形成，广泛的肾

小球硬化，甚至微小病变；且临床表现的差别也很大，预后并不乐观，其中 40%的患者在

确诊 5年～25年内可发展至终末期肾衰竭(ESRF)，而且据我国的统计数据显示 IgA肾病占

到中国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 45%-50%，而其中 15%-20%的患者在 10年将进入终末期肾脏疾

病。 

近年来的研究，虽然对 IgA肾病发病机理、以及病理分型的研究很多，但关于其治疗

方法的进展却很少。目前 IgA肾病的治疗药物仍有限，主要是血管紧张素转换吗抑制剂

（ACEI）、血管紧张素 II受体拮抗剂（ARB）、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等，且这类药物

副作用大、价格昂贵、患者依从性差；所以即便在国际上，IgA肾病的治疗亦很使医学界

感到困惑。中医药辨证论治具一定特色和优势。近年来中医药对 IgAN的实验研究和临床研

究，文献报告已日趋增多，也取得不少有益的经验，主要的特色和优势就是辨证论治。复

习文献发现，目前中医对 IgA肾病的辨证多数仍参考 1985年制订的《慢性原发性肾小球疾

病中医辨证试行方案》和 2007年制订的《IgAN诊断，辨证分型和疗效评定》试行方案，

但上述二个方案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均未遵循“审病辨证”的临床思维和“以病机为本”

的辨证原则，以致将不少非 IgAN的临床表现纳入 IgAN的辨证依据，使证候类型变得十分

复杂，这不仅干扰了 IgAN证候的正确辨证及其演变规律的探索，也影响临床疗效的再提高。 

因此本项研究从临床实际出发，在中医传统宏观辨证的基础上结合 IgA肾病最基本的

病理变化，拓展象思维，借鉴现代科技成果——肾脏病理，来提高中医对 IgA肾病辨证的

精确度，探索 IgA肾病的现代微观辨证，这对中医在肾病诊治上提升“已病防变”能力有

积极意义。 

 

2.科技创新内容 

 

创新点一：研究发现了球型硬化积分、间质纤维化积分、肾小管萎缩积分与单独肾虚

证相关性最显著；血管壁增厚积分、透明样变性积分与单独瘀痹证相关性最显著；肾脏病

理损害风湿+肝风证患者最为严重，其次由重到轻依次未瘀痹+风湿证、单独风湿证、单独

肾虚证、单独瘀痹证。从肾病病理积分的高低反映了 IgA肾病病机的演变与发展。通过对

IgA肾病中医证型与临床病理之间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中医宏观辨证与大部分临床病理

微观辨证指标间特别是预后相关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根据中医辨证分型推测临床

病理损伤程度以及通过临床病理表现间接指导中医辨证，因此分析中医证型与肾脏病理的

关系，根据中医的宏观辨证推断肾脏病理的微观变化，有利于对本病的诊断、治疗进行指

导性的中医干预。 

学科分类：中西医结合临床 



发表论文： 

[1]慢性肾炎“肾虚非本证”刍议，中华中医药杂志，陈洪宇. 

[2]慢性肾炎与肾风，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俞东容，王永钧. 

[3]慢性肾炎 CKD 3 期风湿内扰证的临床病理特点，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俞东容，涂

晓，李秋芬，周柳沙，袁博寒，王永钧. 

 

创新点二：研究新发现，单独风湿证与 C1q具有显著相关性。由于 C1q是构成补体 C1

的重要成分，也是免疫复合物通过经典途径或活化补体的启动因子，既往研究 C1q在免疫

性疾病的活动性病变时多见，说明 IgA肾病单独风湿证与机体免疫异常活动有密切关联。 

学科分类：中西医结合临床 

发表论文： 

[4]试述祛风湿药在慢性肾小球肾炎中的应用，浙江中医杂志，陈洪宇，俞东容. 

[5]IgA 肾病伴 IgM 沉积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中华肾脏病杂志，孙旗策，俞东容，

陈洪宇，朱斌，胡云琴，姜飞，吴军，王永钧 

 

创新点三：经过中医微观结合宏观基础上的辨证论治，治疗组在改善患者临床症状、

体征、实验室指标等方面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将肾脏病理引入到 IgA肾病中医微观辩

证的范畴中来，并根据辨证结果合理运用 IgA肾病祛风湿组方，不但丰富了传统中医的辩

证依据，同时也显著提高临床疗效。 

学科分类：中西医结合临床 

发表论文： 

[6]益肾活血祛风湿联合西药治疗 IgA肾病远期疗效的临床研究，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李

洁，俞东容，陈洪宇，朱彩凤，程晓霞，王宇晖，倪军，王向晶，姜飞.  

[7]虚、瘀、风湿论治无症状性尿检异常的疗效观察，中华中医药学刊，俞东容，仝旭珍，

李亚妤，余瑾，毛黎明，王永钧. 

[8]雷公藤多苷片合益肾活血方对 IgA肾病尿 IL-6、TNF-α 水平的影响，浙江医学，陈洪宇，

曾佳丽，陈肖，朱晓玲，张华琴 

[9]从风湿论治 IgA肾病 21例疗效分析，中国中医药科技王晓伟，陈洪宇. 

 

3.国内外同类技术的主要参数比较 

 

1、在国内外所检相关文献中，解放军总医院等多家单位探讨 IgA肾病中医证型（中医

辨证）及其与临床病理关系。委托项目研究 IgA肾病中医证型与临床病理之间相关性，结

果显示中医宏观辨证与大部分临床病理微观辨证指标间特别是预后相关指标之间存在一定

的相关性，研究发现球性硬化积分、间质纤维化积分、肾小管萎缩积分与单独肾虚证相关

性最显著；血管壁增厚积分、透明样变性积分与单独瘀痹证相关性最显著；肾脏病理损害

以风湿+肝风证患者最为严重，其次由重到轻依次为瘀痹+风湿证、单独风湿证、单独肾虚

证、单独瘀痹证，从肾脏病理积分的高低反映了 IgA肾病病机的演变与发展。该研究结果

有一定的特色，在国内所检相关文献中，除委托单位报道相关内容外，未见其他相同报道。 

 

2、在国内外所检相关文献中，浙江省中医院，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研究了风湿证候与



IgA肾病活动性的关系； 研究了狼疮肾炎中医风湿证候与肾脏病理活动性病变相关性研究

委托项目通过对肾病风湿证相应的免疫及病理学改变阐释中医辨证论治的物质基础，明确

肾病风湿证的中医证本质，寻求与临床诊断相关的生物标志物，进一步量化临床辨证指标，

为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提供依据。在国内所检相关文献中，除委托单位报道相关内

容外，未见其他报道。 

 

3、在国内外所检相关文献中，内蒙古自治区中蒙医院用中医宏观和西医微观方法观察

IgA肾病的临床表现和病理特点，并探讨其发病机制和治疗方法；Chinese PLA 

GeneralHospital采用中医辨证治疗经肾穿刺活检确诊的 30例 IgA肾病。委托项目通过完

善肾病风湿理论，经过中医微观辨证论治，治疗组在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指

标等方面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丰富了传统中医的辨证依据，同时也显著提高了 IgA肾

病的临床疗效。在国内所检相关文献中，除委托单位报道相关内容外，未见其他报道。 

 

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在进一步探索微观辨证机制，及其进一步运用于临床上，需要

更多的项目试验来提供支持。



 

四、第三方评价 

评价结论、检测结果等（限 1200字）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委托杭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专家对杭州市中医院承担的浙江

省公益技术研究社会发展项目“IgA肾病现代中医微观辨证的探索及应用”（项目编号：

2012C33032）进行验收，验收组听取了项目实施汇报，审查了相关的技术资料，经讨论

形成以下验收意见： 

1、项目验收资料规范齐全，符合验收要求。 

2、通过对 IgA肾病中医证型与临床病理之间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中医宏观辨证与大部

分临床病理微观辨证指标间特别是预后相关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根据中医辨证分

型推测临床病理损伤程度以及通过临床病理表现间接指导中医辨证，因此分析中医证型与

肾脏病理的关系，根据中医的宏观辨证推断肾脏病理的微观变化，有利于对本病的诊断、

治疗进行指导性的中医干预。 

    研究发现了球型硬化积分、间质纤维化积分、肾小管萎缩积分与单独肾虚证相关性最

显著；血管壁增厚积分、透明样变性积分与单独瘀痹证相关性最显著；肾脏病理损害风湿

+肝风证患者最为严重，其次由重到轻依次未瘀痹+风湿证、单独风湿证、单独肾虚证、

单独瘀痹证。从肾病病理积分的高低反映了 IgA 肾病病机的演变与发展。提示根据中医

辨证分型可以推测临床病理损伤程度以及通过临床病理表现间接指导中医辨证。通过中医

微观结合宏观基础上的辨证论治，治疗组在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指标等方面

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提示将肾脏病理引入到 IgA 肾病中医微观辨证的范畴中来，不

但丰富了传统中医的辨证依据，同时也显著提高临床疗效，为临床其他系统疾病的中医证

型微观辨证论治研究提供借鉴。 

3、项目实施期间撰写发表论文 6 篇，培养硕士研究生 2 名，多次参加国家级和省级学术

交流活动。 

4、项目经费总投入 20万元，其中省财政经费 10 万元，自筹 10万元。使用基本合理。 



五、推广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完成单位应用情况和直接经济效益（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应用量 
新增销

售收入 

新增 

税收 

新增 

利润 
应用量 

新增销

售收入 

新增 

税收 

新增 

利润 
应用量 

新增销

售收入 

新增 

税收 

新增 

利润 

杭州市中医院 772    974    752    

             

             

             

             

                   

             

             

             

             

合  计 772    974    752    



 

2．推广应用情况和经济效益（非完成单位） 

应用单位名称 
起止 

时间 

单位联

系人、电

话 

推广应用量 新增销售收入(万元) 新增税收(万元) 新增利润(万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新昌县人民医院 
2012.01—2

018.01 

何 红 权

18957566

933 

83 87 92       

   

余姚市中医院 
2012.01—2

018.01 

方 亚 君

13003757

638 

87 93 101       

   

衢州市中医院 
2012.01—2

018.01 

张志忠 

15657016

606 

89 116 127       

   

杭州市萧山区第

一人民医院 

2012.01—2

018.01 

杨爱华 

18969957

890 

35 50 60       

   

            

   

            

   

合  计：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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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限 600字） 

本研究发现中医宏观辨证与大部分临床病理微观辨证指标间特别是预后相关指标之

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根据中医辨证分型推测临床病理损伤程度以及通过临床病理表现间

接指导中医辨证，同时根据中医的宏观辨证亦能推断肾脏病理的微观变化，有利于对本病

的诊断、治疗进行指导性的中医干预。不但丰富了传统中医的辨证依据，同时也显著提高

临床疗效，本研究可为临床其他系统疾病的中医证型微观辨证论治研究提供借鉴。该研究

成果在多家单位形成共识，在传统中医辨证的基础上，将肾脏病理引入到 IgA肾病中医微

观辨证的范畴中，揭示了 IgA肾病的病机演变规律，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使中医

辨证更精确，并根据辨证结果合理运用 IgA肾病祛风湿组方，显著提高临床疗效，在肾病

领域应用受到欢迎。研究成果多次在全国级省市学术年会及国家及省市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上进行讲座及授课，在国内中医肾病领域受到重视，目前相关治疗方案已纳入国家中医肾

病重点专科肾风-（IgA 肾病）的中医临床路径及中医诊疗方案在全国推广，因其疗效肯

定有着良好反响，具有很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六、本项目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获奖项目名称 时间 奖项名称 
奖励

等级 
授奖部门（单位） 

IgA 肾病现代中医微观辨证的探

索及应用 

2018

年 

浙江省中医药科

学技术奖 

三等

奖 
浙江省卫计委 

     

     

     

     

本表所填科技奖励是指： 

1．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设立的科技奖励； 

2．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设立的科技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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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姓    名 陈洪宇 排    名 1 身份证号 
33010619711126

1521 

出生年月 1971.11 出 生 地 浙江杭州 民    族 汉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科主任 文化程度 博士 最高学位 研究生 

所学专业 中医学 现从事专

业 
中西医结合临床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学院 毕业时间 1994.06 

电子信箱 
hzchenhy@126

.com 
办公电话 

0571-8582

7635 
移动电话 18057129786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肾病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635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省科技进步奖 5 项，市科技进步奖 6 项，获

杭州市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2.01 截止：2014.0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负责本课题的研究设计和总体临床指导，对应创新点一、二、三，发表论文多篇，发

表论文《从风湿论治 IgA 肾病 21例疗效分析》（通讯作者），《试述祛风湿药在慢性肾小

球肾炎中的应用》、《雷公藤多苷片合益肾活血方对 IgA肾病尿 IL-6、TNF-α水平的影响》、

《慢性肾炎“肾虚非本证”刍议》（第一作者），《IgA肾病伴 IgM 沉积患者的临床病理特

征及预后》、《益肾活血祛风湿联合西药治疗 IgA肾病远期疗效的临床研究》（第三作者），，

中国中医药科技在该项研究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0%。 

声明：本人完全同意完成人排名，严格按照《浙江

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应规定，省科学技术厅对推

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其相关材

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书中主要创新内容、列入计数

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

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推荐项目中使用。如

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任务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推荐

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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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姓    名 俞东容 排    名 2 身份证号 
33010219680

7161529 

出生年月 1968.07 出 生 地 浙江杭州 民    族 汉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九三学社 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科室副主任 文化程度 博士 最高学位 研究生 

所学专业 中医学 现从事专业 中西医结合临床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学院 毕业时间 2008.06 

电子信箱 
yudr68@163. 

com 
办公电话 0571-85827631 移动电话 13738039861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肾病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7

93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省中医药科学技术一等奖 1 项，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省中医药管理局

三等奖 1 项，市科技进步奖 3 项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2.01 截止：2014.0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参与临床研究，制定、优化治疗方案，对应创新点一、二、三，发表论文多篇，《益肾活

血祛风湿联合西药治疗 IgA 肾病远期疗效的临床研究》、《IgA肾病伴 IgM 沉积患者的临床

病理特征及预后》（通讯作者），《慢性肾炎与肾风》、《慢性肾炎 CKD 3 期风湿内扰证

的临床病理特点》、《虚、瘀、风湿论治无症状性尿检异常的疗效观察》（第一作者），

《试述祛风湿药在慢性肾小球肾炎中的应用》（第二作者），在该项研究中投入的工作量

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0%。 

 

 
声明：本人完全同意完成人排名，严格按照《浙江

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应规定，省科学技术厅对推

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其相关材

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书中主要创新内容、列入计数

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

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推荐项目中使用。如

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任务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推荐

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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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姓    名 张敏鸥 排    名 3 身份证号 
15010319721

2150529 

出生年月 1972.12 出 生 地 呼和浩特 民    族 汉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技术职称 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无 文化程度 博士 最高学位 研究生 

所学专业 中医学 现从事专业 中西医结合临床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2006.07 

电子信箱 
zhangminou@1

63.com 
办公电话 0571-85827638 移动电话 13336159666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肾病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7

93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曾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省中管局一、二、三等奖多项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2.01 截止：2014.0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参与临床研究，制定、优化、实施治疗方案，对应创新点一、二、三，在该项研究中投入

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0%。 

 

 

 

 

声明：本人完全同意完成人排名，严格按照《浙江

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应规定，省科学技术厅对推

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其相关材

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书中主要创新内容、列入计数

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

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推荐项目中使用。如

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任务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推荐

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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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姓    名 胡云琴 排    名 4 身份证号 
33010219461

0061840 

出生年月 1946.10 出 生 地 浙江淳安 民    族 汉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群众 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无 文化程度 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所学专业 病理专业 现从事专业 病理专业 

毕业学校 浙江医科大学 毕业时间 1970.07 

电子信箱 
无 

 
办公电话 0571-85827861 移动电话 13857129800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肾病实验室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7

93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2.01 截止：2014.0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参与临床病理研究，对应创新点一、二，在该项研究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0%。 

 

 

 

 

声明：本人完全同意完成人排名，严格按照《浙江

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应规定，省科学技术厅对推

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其相关材

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书中主要创新内容、列入计数

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

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推荐项目中使用。如

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任务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推荐

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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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姓    名 周柳沙 排    名 5 身份证号 
33010619830

2081229 

出生年月 1983.02 出 生 地 浙江杭州 民    族 汉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技术职称 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       无 文化程度 硕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所学专业 中西医结合临床 现从事专业 中西医结合肾病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2009.07 

电子信箱 
lvyzls@163.c

om 

 

办公电话 0571-85827631 移动电话 13750830359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肾病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7

93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第 6 位），浙江省中医药科技创新一等

奖（第 6位），杭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第 6位）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2.01 截止：2014.0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收集病例，参与临床研究，对应创新点一、二，三，发表论文《慢性肾炎 CKD 3期风湿内扰证

的临床病理特点》（第四作者）在该项研究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0%。 

 

 声明：本人完全同意完成人排名，严格按照《浙江

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应规定，省科学技术厅对推

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其相关材

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书中主要创新内容、列入计数

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

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推荐项目中使用。如

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任务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推荐

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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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姓    名 王晓伟 排    名 6 身份证号 
33072419870

2111621 

出生年月 1987.02 出 生 地 浙江东阳 民    族 汉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技术职称 住院医师 

行政职务       无 文化程度 硕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所学专业 中西医结合临床 现从事专业 中医外科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2013.07 

电子信箱 
W20052010301

@qq.com 

 

办公电话 0571-85827608 移动电话 13588068091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中医外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7

93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无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2.01 截止：2014.0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收集病例，参与临床研究，统计分析，对应创新点一、二，三，在该项研究中投入的工作

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0%。 

 

 

 

 

声明：本人完全同意完成人排名，严格按照《浙江

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应规定，省科学技术厅对推

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其相关材

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书中主要创新内容、列入计数

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

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推荐项目中使用。如

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任务情

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推荐

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16 

八、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杭州市中医院 

排    名 1 法人代表 张永华 所在地 浙江杭州 

单位性质 公立医院 传    真 无 

联 系 人 陈洪宇 办公电话 0571-85827793 移动电话 18057129786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电子信箱 hzchenhy@126.com 邮政编码 310007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支撑作用情况（限 300字） 

我院肾病科 2013年-2017 年接受治疗非透析 IgA 肾病患者共 3396例，采用宏观辨证与微观

辨证相结合的方法，使中医辨证更精确，能够明显降低 IgA 肾病风湿证患者的中医症候评

分，改善症候、减轻临床症状。按照以推迟患者进入透析 1年时间推算，可节约大量费用，

减轻患者及社会负担，同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良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声明： 

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严格按照《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应规定，省科学技术厅对推

荐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推荐书及其相关材料，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的项目主要创新内

容、列入计数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度其它

推荐项目中使用。如推荐项目发生争议，将积极配合工作，协助调查处理。如有不符，本单位愿意承担

相应责任。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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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 杭州市人民政府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深吉英 办公电话 0571-87025452 移动电话   13575470600 

电子邮箱  传    真  

推荐意见（限 150字） 

本研究发现中医宏观辨证与大部分临床病理微观辨证指标间特别是预后相关指标之间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创新性提出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的方法，使中医辨证更精确，

显著提高临床疗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故同意推荐申报浙江

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声明： 

我单位严格按照《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相关规定，对推荐书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严

格审查，确认该项目符合规定的推荐条件，推荐材料全部内容属实，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技成果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推荐的项目

主要创新内容、列入的知识产权和发表的论文为本项目独有，且未在已获国家、省科技奖励项目或本年

度其它推荐项目中使用。如推荐项目发生争议，愿意协助调查处理。 

我单位承诺将严格按照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作为推荐单位的义务并承担

相应的责任。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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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不超过 12项） 

知识产权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权利人 发明人（培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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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不超过 10项） 

作 者 论文专著名称/刊物 
年卷期 

页码 

发表 

时间 

SCI他

引次数 

他引 

总次

数 
王晓伟，陈洪

宇. 

 

从风湿论治 IgA肾病 21

例疗效分析，中国中医

药科技 

2015, 22（1）:97-98. 

 
2015 0 

 

12 

陈洪宇，俞东容 

试述祛风湿药在慢性肾

小球肾炎中的应用，浙

江中医杂志 

2010,45（8）:574-576. 

 
2010 0 

 

15 

李洁,俞东容,

陈洪宇 ,朱彩

凤，程晓霞，王

宇晖，倪军，王

向晶，姜飞 

益肾活血祛风湿联合西

药治疗 IgA 肾病远期疗

效的临床研究，中国中

西医结合杂志 

2017,10（1） :28-33. 

 
2017 0 

 

 

2 

陈洪宇，曾佳

丽，陈肖，朱晓

玲，张华琴. 

 

雷公藤多苷片合益肾活

血方对 IgA 肾病尿

IL-6、TNF-α 水平的影

响，浙江医学 

，浙江医学 

2015,14

（7）:1193-1195+1252. 

 

2015 0 

 

3 

陈洪宇 
慢性肾炎“肾虚非本证”

刍议，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3,28（9）:2646-2648. 

 
2013 0 

 

5 

俞东容，王永

钧. 

 

慢性肾炎与肾风，中国

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 
2010,11（4）:355-356. 2010 0 

 

26 

俞东容，涂晓，

李秋芬，周柳

沙，袁博寒，王

永钧 

慢性肾炎 CKD 3 期风湿

内扰证的临床病理特

点，中国中西医结合肾

病杂志 

2010,11（9）:777-780. 

 
2010 0 

 

 

17 

俞东容，仝旭

珍，李亚妤，余

瑾，毛黎明，王

永钧. 

 

虚、瘀、风湿论治无症

状性尿检异常的疗效观

察，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5,33（12）:2898-2901 2015 0 

 

 

1 

孙旗策 俞东容 

陈洪宇  朱斌 

胡云琴  姜飞 

吴军 王永钧 

 

IgA 肾病伴 IgM 沉积患

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

后，中华肾脏病杂志 

2017，33（1）：8-14 

 
2017 0 

 

0 

合  计: 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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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上述第十、十一部分的知识产权、论文、专著用于报奖的情况，已征

得未列入项目完成单位或完成人的发明人（培育人）、权利人、作者的同意。 

 

                                        第一完成人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