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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推荐号： 奖励类别：2进步奖：社会公益 

项目名称 

（中文） 
冬凌草甲素联合吉西他滨对胰腺癌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的研究  

主要完成人员 刘殿雷 成伯宁 黄海 卜贺启 陈亚倩 

主要完成单位 

（本省第一完成

单位盖章） 

杭州市中医院 

推荐单位（盖章） 杭州市人民政府 推荐奖励等级 
 

二等奖 

主题词 冬凌草甲素、吉西他滨、胰腺癌、协同抗肿瘤作用 

学科分类

名称 

1 肿瘤学 代码 100214 

2 药理学 代码 100706 

3  代码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17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任务来源 05 厅局科技计划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不超过 300字） 

1、杭州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冬凌草甲素联合吉西他滨对胰腺癌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其

机制的研究；项目编号（20140733Q34）总经费 10 万元； 

2、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项目（优秀青年基金）：冬凌草甲素与吉西他滨联合应用在胰腺

癌治疗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项目编号（2013ZQ026）总经费 6 万元，实际使用经费

10元。 

论文（篇） 6 专著（本）  

授权发明专利(件)  其他知识产权(件)  

直接经济效益（万元）  间接经济效益（万元）  

科技成果登记号 17001597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3-06-30 完成：2017-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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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主要技术内容及技术指标： 

1）不同浓度的冬凌草甲素处理胰腺癌 SW1990细胞不同时间，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情况，

选择一个合适的药物浓度及处理时间。 

2）冬凌草甲素与吉西他滨单药及联合用药对胰腺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① 在体外探讨了冬凌草甲素与吉西他滨单药及联合用药对胰腺癌细胞增殖（CCK-8法）、

细胞凋亡（FCM 法、运用双染凋亡试剂盒）及细胞周期（FCM 法、运用细胞凋亡试剂盒）

的影响 

② 在体内探讨了冬凌草甲素与吉西他滨单药及联合用药对胰腺癌裸鼠移植瘤生长的影

响，（对比瘤体大小、体重及裸鼠体重的变化） 

3）冬凌草甲素与吉西他滨单药及联合用药作用胰腺癌细胞相关机制的研究： 

① 在体外，运用 RT-PCR、Western blot 等方法检测冬凌草甲素与吉西他滨单药及联合用

药对胰腺癌细胞内凋亡相关因子 Bcl-2、Bax、细胞色素 C、Caspase-9、Caspase-3、P53、

P38、Survivin 及 NF-κ B等基因蛋白的表达水平 

② 在体内，运用 RT-PCR、Western blot、免疫组化等方法检测冬凌草甲素与吉西他滨单

药及联合用药对胰腺癌裸鼠移植瘤内凋亡相关因子如 Bcl-2、Bax、细胞色素 C、Caspase-9、

Caspase-3、P53、P38、Survivin 及 NF-κ B等基因蛋白的表达水平。 

应用推广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 

1）本项目的成果通过多次学术交流在国内外得到进一步推广，并以论文形式在国内外杂

志上共发表 6篇相关论著，其中“Enhancement of the effects of gemcitabine against pancreatic 

cancer by oridonin via the mitochondrial caspase-dependent signaling pathway”论著发表在

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 杂志上，并且被同行认可，受 Spandidos Publications 邀请参加

在欧洲举行的同行评议讨论会。 

2）本项目发表相关 SCI 收录论著 3 篇，其中发表在 Oncology Reports 杂志上的论著,SCI

被引次数达 25次，另一篇发表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ncology（影响因子 3.079）杂志

上的论著，SCI被引次数达 19次；在国际上得到推广和认可，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3）冬凌草甲素是中药中提取的有效单体，其来源广泛，价格便宜，冬凌草胶囊、冬凌草

片是已获得批准的成药，其主要有效成分是冬凌草甲素，通过本项目研究，使冬凌草相关

药物的应用得到进一步推广，并拓展了其应用途径。 

4）通过本项目研究，明确了最合适的冬凌草甲素药物作用浓度及作用时间；明确了冬凌

草甲素与吉西他滨联合应用治疗胰腺癌的作用靶点；阐明了冬凌草甲素与吉西他滨联合应

用治疗胰腺癌的作用机制；确定了冬凌草甲素联合吉西他滨治疗胰腺癌的药物作用的安全

性、有效性及可行性；拓展了冬凌草甲素的应用范围，为临床胰腺癌治疗提供新的方案参

考，也为其它中药单体抗肿瘤方案及方法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三、主要科技创新 
 

1. 立项背景 

胰腺癌则是一种临床表现隐匿、发展迅速、预后很差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85 %的病

人在就诊时已属晚期，仅 10～15 %左右可行手术治疗；除手术外，化疗仍然是目前治疗进

展期胰腺癌、预防术后复发、延长病人生存时间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吉西他

滨是目前治疗进展期胰腺癌最好的化疗药物，吉西他滨的问世及在临床上的应用虽然大大

提高了晚期胰腺癌化学治疗的疗效，改善了生活质量，但总体来说吉西他滨治疗胰腺癌的

效果仍不理想，中位生存时间很短，总有效率<20%；而且吉西他滨化疗使用剂量偏大（常

用量 1000 mg/m2），化疗的毒副作用显著；特别是近年来胰腺癌细胞对吉西他滨化疗耐药

性的产生，进一步降低了吉西他滨对胰腺癌化疗的疗效，以致使许多接受吉西他滨单药治

疗的患者在罹患化疗毒副作用的同时却没有得到较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吉西他滨在胰腺

癌化疗中并没有得到良好的使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与疾病斗

争的支柱，并在肿瘤临床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冬凌草甲素（Oridonin）具有清热解毒、消

炎止痛、健胃活血及抗肿瘤之功效；用于治疗食管癌、肝癌、肺癌、前列腺癌、胰腺癌等

多种癌，影响肿瘤细胞钠泵活性及 DNA、RNA 和蛋白质的合成，并可增强其他放化疗药

物的疗效。凌草甲素能够逆转肿瘤细胞耐药作用。 

本项目研究结果不仅对应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揭示传统中药冬凌草甲素与吉西他滨联

合应用在胰腺癌治疗中的作用及其相关机制、促进临床推广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使

用价值，而且也为从传统中药中发掘出一些具有独特优势的联合抗肿瘤方法及途径提供可

资借鉴的新思路，也将为胰腺癌的临床治疗提供一种新的有效药物和优选方案，从而进一

步提高胰腺癌吉西他滨化疗的临床疗效。 

 

2.科技创新内容 

 

创新点一： 

应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揭示传统中药单体冬凌草甲素与吉西他滨联合应用在胰腺癌治

疗中的作用及其相关机制；创新内容：运用CCK-8法、流式细胞仪、细胞周期检测试剂盒

等检测方法从细胞、基因、蛋白等多层面探讨了中药单体冬凌草甲素与吉西他滨单药及联

合用药对胰腺癌细胞增殖、细胞凋亡及细胞周期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Western blot、RT-PCR

等方法检测药物处理后细胞内凋亡相关因子如P38、P53、Bcl-2、Bax、细胞色素C、Caspase-9、

Caspase-3及耐药相关因子如多药耐药蛋白Survivin及NF-κ B的表达。 

学科分类：药理学 

发表相关 SCI收录论著： 

① Oridonin induces apoptosis in SW1990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via p53- and caspase-dependent 

induction of p38 MAPK.HeQi-Bu,DianLei-Liu,WeiTian-Wei,Liang-Chen,Hai-Huang,Ye-Li,JunHui-Cui; 



Oncology Reports,2014,31(2);975-82;影响因子：2.662，SCI被引频次：25次。 

② Enhancement of the effects of gemcitabine against pancreatic cancer by oridonin via the 

mitochondrial caspase-dependent signaling pathway. DianLei-Liu, HeQi-Bu, HaiMin-Jin ，

JinFeng-Zhao,Ye-Li,Hai-Huang; 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 2014,10(6);3027-34;影响因子：1.692，

SCI被引频次 5次。 

发表相关国内论著： 

①冬凌草甲素通过下调XIAP增强吉西他滨对胰腺癌SW1990的抑瘤效应.周黎明，卜贺启，

刘殿雷，金海敏，周蒙涛；江苏医药;2014（9）859-862； 

②姑息性手术疗法对晚期胰腺癌患者临床效果和生存质量的影响. 应血清，刘殿雷；中国

医药导报；2014（11）：11-18. 

创新点二：建立了冬凌草甲素与吉西他滨联合应用的裸鼠皮下移植瘤动物模型，测量瘤

体大小，并计算体积变化，绘制生长曲线，并进行了相关机制研究。创新内容：冬凌草甲

素与吉西他滨按照分组分别处理裸鼠后，定期测量瘤体直径，计算体积，绘制生长曲线，

并进一步运用Immunohistochemistry、Western blot、RT-PCR等方法检测瘤体内凋亡相关因子

如Bcl-2、Bax、细胞色素C、Caspase-9、Caspase-3及耐药相关因子如多药耐药蛋白Survivin

及NF-κ B的表达。 

学科分类：肿瘤学 

发表相关SCI收录论著： 

① Emodin sensitizes the gemcitabine-resistant cell line Bxpc-3/Gem to gemcitabine via 

downregulation of NF-κ B and its regulated targets.Wei Zhang,Hui Chen, DianLei-Liu, Hong-Li, 

Jiang-Luo, JianHong-Zhang, Ye-Li, KangJie-Chen, HongFei-Tong, ShengZhang-L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ncology,2013，42(4);1189-96;影响因子：3.079，SCI被引频次 19次。 

发表相关国内论著： 

①冬凌草甲素增强吉西他滨对胰腺癌Panc-1细胞裸鼠移植瘤的抑瘤作用.刘殿雷，卜贺启，

赵金锋，黄海；浙江临床医学；2016（11）1972-74； 

 

3.国内外同类技术的主要参数比较 

 

由于胰腺癌发病缺乏典型的临床症状及体征，85 %的病人在就诊时已属晚期；化疗是

晚期胰腺癌及胰腺癌术后辅助治疗的重要手段，吉西他滨作为一线化疗药物，由于其起始

使用浓度较高及化疗耐药的产生，化疗的毒副作用较大，通过本项目研究，发现冬凌草甲

素可协同增强吉西他滨的化疗作用，改善耐药，降低其起始使用剂量，不仅降低的化疗的

费用，而且还可减少化疗的毒副作用。 



本项目研究，在体外水平运用 CCK-8法、流式细胞仪、Immunohistochemistry、Western 

blot、RT-PCR 等检测方法从细胞、基因、蛋白等多层面探讨中药单体冬凌草甲素与吉西他

滨单药及联合用药对胰腺癌细胞增殖、细胞凋亡及细胞周期的影响；建立裸鼠移植瘤动物

模型，从体内探讨冬凌草甲素与吉西他滨单药及联合用药对胰腺癌裸鼠移植瘤生长的抑制

作用，并进一步从体内外探讨冬凌草甲素协调增强吉西他滨对胰腺癌的化疗作用的靶点及

可能的机制；本研究揭示冬凌草甲素可通过影响胰腺癌细胞内凋亡相关因子如 Bcl-2、Bax、

细胞色素 C、Caspase-9、Caspase-3 及耐药相关因子如多药耐药蛋白 Survivin 及 NF-κ B 的

表达水平协调增强胰腺癌吉西他滨化疗作用。 
 

  



四、第三方评价 

评价结论、检测结果等（限 1200字） 

课题验收专家汇总意见如下： 

1、提供的资料齐全，符合验收要求； 

2、项目概况： 

项目采用现代药理学手段，运用 CCK-8、流式细胞术、RT-PCR、Western blot 及

Immunohistochemistry 等分子生物学方法及技术，通过体内外细胞模型及胰腺癌移植瘤裸

鼠模型，观察和比较冬凌草甲素与吉西他滨单用及联合应用对胰腺癌的作用，并探讨可能

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冬凌草甲素与吉西他滨联合应用有协同抗胰腺癌作用，该作用与抑

制胰腺癌细胞增殖，促进肿瘤细胞凋亡，调节 BCL-2、Bax、Caspase-9/-3、NF-KB、P38、

P53 等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有关；项目研究拓展了冬凌草甲素的应用范围，为临床胰腺癌

治疗提供新的方案参考，也为其它中药单体抗肿瘤方案及方法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3、研究结果发表相关论文 6篇，其中 SCI收录论著 3篇。 

4、验收组专家一致认为，课题组完成了课题规定的指标和任务，同意通过验收。 

 

由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提供的国内外查新报告如下： 

国内外查新可见关于冬凌草甲素对胰腺癌的抗肿瘤作用的研究，国内外可见关于中药

剂清胰化积方、薏苡仁酯等协同增强吉西他滨抗肿瘤作用的研究；国内外可见课题组成员

前期发表的关于冬凌草甲素协同增强吉西他滨对胰腺癌的抗肿瘤作用的研究。 

但在检索范围内，除课题组成员外，国内外未见关于冬凌草甲素协同增强吉西他滨对

胰腺癌的抗肿瘤作用的研究，也未见用裸鼠建立动物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冬凌草甲素及联

合吉西他滨处理模型动物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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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40    50    

             

             

             

             

             

             

             

合  计 20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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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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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限 600字） 

由于胰腺癌发病缺乏典型的临床症状及体征，85 %的病人在就诊时已属晚期；化疗

是晚期胰腺癌及胰腺癌术后辅助治疗的重要手段，吉西他滨作为一线化疗药物，由于其起

始使用浓度较高及化疗耐药的产生，化疗的毒副作用较大，通过本项目研究，发现冬凌草

甲素可协同增强吉西他滨的化疗作用，改善耐药，降低其起始使用剂量，不仅降低的化疗

的费用，而且还可减少化疗的毒副作用。冬凌草甲素是中药中提取的有效单体，其来源广

泛，价格便宜，冬凌草胶囊、冬凌草片是已获得批准的成药，其主要有效成分是冬凌草甲

素，通过本项目研究，使冬凌草相关药物的应用得到进一步推广，并拓展了其应用途径。 

本项目的成果通过多次学术交流在国内得到进一步推广，并以论文形式在国内外杂志

上共发表 6篇相关论著，其中“Enhancement of the effects of gemcitabine against pancreatic 

cancer by oridonin via the mitochondrial caspase-dependent signaling pathway”论著发表在

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 杂志上，并且被同行认可，受 Spandidos Publications 邀请参加

在欧洲举行的同行评议讨论会。本项目发表 SCI收录论著 3篇，SCI被引频次 49次之多，

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获得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的认可；并代培养硕士研究生

一名，并获得省级优秀毕业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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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凌草甲素与吉西他滨联合应

用在胰腺癌治疗中的作用及其

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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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殿雷 排    名 1 身份证号 
23010719850

3040493 

出生年月 1985-03-04 出 生 地 浙江杭州人 民    族 汉族 

性    别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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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研究生 

所学专业 肝胆胰外科 现从事专业 普外科 

毕业学校 温州医科大学 毕业时间 2012.06 

电子信箱 ldl0304@163.com 办公电话 057185827709 移动电话 13738050750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普外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6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70

9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6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浙江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排名第一）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3-06-30 截止：2018-02-0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课题负责人，课题设计者，参与整个实验过程，负责撰写论文，成果应用及学术推广，

其撰写的一篇发表在 Oncology Reports 上的 SCI 收录论著，SCI 被引频次达 25 次，总被引

频次达 41次；另一篇发表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ncology上的 SCI 收录论著，SCI被引

频次达 19次，并参加国际学术报告一次，让学术成果在国内外得到推广。在该项技术研究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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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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成伯宁 排    名 2 身份证号 
37030319830

4072827 

出生年月 1983-04-07 出 生 地 山东淄博 民    族 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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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研究生 

所学专业 内分泌与代谢病学 现从事专业 内分泌科 

毕业学校 新疆医科大学 毕业时间 2011.06 

电子信箱 boning2006@126.

com 
办公电话 057186481910 移动电话 18989475331 

工作单位 杭州市西溪医院 

二级单位 普内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留下横埠街 2号 邮政编码 310000 

完成单位 杭州市西溪医院 联系电话 18989475331 

通讯地址 杭州市留下横埠街 2号 邮政编码 310000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3.06.30 截止：2018.02.0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胰腺癌裸鼠皮下移植瘤动物模型的建立，主要指标的检测；数据整理统计，撰写了部

分文章，在实验的实施、结题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应创新点二，参与发表相

关 SCI 论著一篇，国内期刊一篇，在该项技术研究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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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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黄海 排    名 3 身份证号 
33010419770

4181313 

出生年月 1977-04-18 出 生 地 浙江杭州 民    族 汉族 

性    别 男性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外科科主任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研究生 

所学专业 肝胆胰外科 现从事专业 普外科 

毕业学校 浙江大学 毕业时间 2012.06 

电子信箱 13738050750@163

.com 
办公电话 057185827709 移动电话 13958026952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普外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6 

完成单位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70

9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6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浙江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排名第二）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3-06-30 截止：2018-02-0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本课题中起到指导统筹作用，在协助成果推广及应用中起到重要作用。对应创新点一、

二，参与发表相关 SCI论著三篇（其中一篇为通讯作者），国内期刊一篇，在该项技术研究

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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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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卜贺启 排    名 4 身份证号 
41282519850

1171517 

出生年月 1985.01 出 生 地 河南驻马店 民    族 汉族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共产党员 技术职称 主治医师 

行政职务 无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研究生 

所学专业 肿瘤外科 现从事专业 肿瘤外科 

毕业学校 温州医科大学 毕业时间 2013-07-01 

电子信箱 buheqi@163.com 办公电话 0571-85827863 移动电话 13958105761 

工作单位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二级单位 肿瘤外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古翠路 234号 邮政编码 310012 

完成单位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863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古翠路 234号 邮政编码 310012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3年 6月 截止：2017 年 12月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作为主要完成人员，主要参与指标的检测；数据整理统计，参与撰写 SCI 论著，在实

验的实施、结题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应创新点一，以第一作者发表相关 SCI

论著一篇，以共同第一作者发表相关 SCI 论著一篇，在该项技术研究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

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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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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陈亚倩 排    名 5 身份证号 
33072419911

1276947 

出生年月 1991.11 出 生 地 浙江金华 民    族 汉族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团员 技术职称 其他 

行政职务 无  文化程度 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所学专业 药学 现从事专业 肿瘤基础研究 

毕业学校 浙江大学 毕业时间 2013-07-01 

电子信箱 875670436@q

q.com 
办公电话 0571-85827863 移动电话 13732204148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普外科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863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3年 6月 截止：2017 年 12月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参与细胞培养、药物处理等具体的细胞学和动物学相关的实验研究，并负责数据

整理、统计等工作。在该项技术研究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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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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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 

单位性质 医疗机构 传    真 057185219481 

联 系 人 张来 办公电话 057185827896 移动电话 13588727528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电子信箱 wangsuxiahz@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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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的完成单位，为项目的研究、实施及推广应用提供了保障及配套支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1.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宏观指导和经济支持；2.为本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

了实验配套器械和实验条件；3.对本项目研发主要成果提供技术支持、相关专业知识咨询；

4.为项目的推广提供良好的平台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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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吉英 办公电话 0571-87025452 移动电话   13575470600 

电子邮箱  传    真  

推荐意见（限 150字） 

该项目探讨冬凌草甲素联合吉西他滨对胰腺癌生物学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了三

篇较有影响的 SCI 收录论著，SCI 他引频次达 49 次，并且被同行认可，受 Spandidos 

Publications 邀请参加在欧洲举行的同行评议讨论会，研究成果通过多次学术交流在国内

外得到进一步推广，在国际上得到推广和认可，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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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贺启、刘殿雷、

魏为添、陈亮、

黄海、李晔、崔

俊辉 

Oridonin induces apoptosis in SW1990 pancreatic 

cancer cells via p53- and caspase-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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