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推荐书 

（2018年度） 

一、项目基本情况 
推荐号： 奖励类别：社会公益 

项目名称 

（中文） 
强筋壮骨祛风合剂对椎间盘退变髓核致炎大鼠背根神经节的表达影响 

主要完成人员 潘浩,王栋,林士明,胡庆丰,朱杭,诸力,何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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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奖 

主题词 强筋壮骨祛风合剂；髓核；背根神经节 

学科分类

名称 

1 中医骨伤科学 代码 100508 

2 中医临床基础 代码 1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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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ASICs、AQPs 双信号传导通路探讨强筋壮骨祛风合剂对椎间盘退变髓核致炎大鼠背

根神经节的表达影响 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项目（编号 2015ZA157） 

论文（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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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1072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5-6-1 完成：2017-12-31 

推荐书版本：2018031312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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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主要技术内容、技术经济指标：强筋壮骨祛风合剂是杭州市中医院专治腰腿痛的

院内制剂。本课题以强筋壮骨祛风合剂对髓核致炎大鼠背根神经节 ASICs、AQPs 双信号

传导通路影响的研究为切入点。通过从大鼠尾椎获取髓核并置于其 L5-DRG 而建立腰椎间

盘突出模型。该模型大鼠出现左后足外翻以及足趾背伸现象，表明造模成功。本课题中，

模型组中背根神经节 ASIC3 及外周血中 NO，TNF- ，IL-6浓度水平较假手术组显著增高。

而椎间盘中 AQP-1、AQP-3 及 AQP-5 的含量则较假手术组降低。强筋壮骨祛风合剂则可

通过抑制背根神经节 ASIC3 表达，减轻大鼠的痛觉过敏，但作用效果不及盐酸阿米洛利。

并且在提高椎间盘中 AQP-1、AQP-3 及 AQP-5 的含量方面，强筋壮骨祛风合剂较腰痛宁

组有更好的效果。研究表明强筋壮骨祛风合剂可通过抑制大鼠背根神经节 ASIC3 表达，

降低背根神经节及外周血的 NO，TNF- ，IL-6 浓度水平。并且可上调椎间盘中 AQP-1、

AQP-3 及 AQP-5 的表达，延缓椎间盘的退变，且较腰痛宁组有更好的效果。 

应用推广及效益情况：强筋壮骨祛风合剂是杭州市中医院专治腰腿痛的院内制剂，以

“肾主骨”理论为指导，结合“补肾益气，活血通络，标本兼治”原则，针对椎间盘退变

“多虚多瘀”的病机特点，治疗腰腿痛临床疗效显著，安全可靠，临床上已开展应用多年。

据统计，2015 年共售 1533 瓶，总创收 628530 元。2016 年共售 1626 瓶，总创收 901813 

元。2017 年共售 2175 瓶，总创收 1209822 元，每年可产生持续而可观的经济效益。此

外，课题组用现代分子生物学阐述其作用机理，为强筋壮骨祛风合剂的有效性进行了实验

室佐证，对于提高中医药在延缓椎间盘退变及防治椎间盘退变髓核突出诱发慢性炎症刺激

的疼痛提供了坚实的实验基础和理论依据。课题组发表学术论文 8 篇，其中 SCI 收录 1 

篇（影响因子，IF=1.7），一级 2 篇，培养研究生 3 位。参加学术交流 1 次。 

 

 

 

 



 

三、主要科技创新 
 

1.立项背景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由于腰椎间盘各部分（髓核、纤维环及软骨板），尤其是髓核，在

不同程度的退行性改变后，在外力等因素作用下，导致椎间盘纤维环破裂，髓核组织突出

（或脱出）于椎管内，压迫或产生慢性炎症刺激神经根，而产生腰部疼痛。强筋壮骨祛风

合剂是杭州市中医院专治腰腿痛的院内制剂，由黄芪，当归，怀牛膝，巴戟，穿山甲，防

风，蜈蚣，全蝎等组成。具有补肾壮骨、益气活血、通络止痛之功效。并经多年临床运用

证实，对于慢性下腰痛和坐骨神经痛有着显著疗效；但目前尚不明确强筋壮骨祛风合剂是

否是通过抑制背根神经节酸敏感离子通道表达，以及影响椎间盘水通道蛋白，从而延迟椎

间盘退变时间及缓解慢性疼痛症状。课题组对此展开了研究。 

2.科技创新内容 

（1）项目中的强筋壮骨祛风合剂是杭州市中医院骨伤科章煜铭老主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

摸索研制而成，在临床实践中得到验证，对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椎间盘源性腰腿痛疗

效显著，强筋壮骨祛风合剂首先由本课题组提出并创新性的通过 ASICs、AQPs 双信号传导

通路探讨其对椎间盘退变髓核致炎大鼠背根神经节的表达影响，在国内外尚未报道。 

学科分类：中医骨伤科学 

发表论文： 

1、 Upregulation of nuclear factor κ B and acid sensing ionchannel 3 in dorsal 

root ganglion following application of nucleus pulposus onto the nerve root in 

rats. 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王栋、潘浩、朱杭、诸力、何永江、王坚、贾高

永.2017,16(4):4309-4314. 

2、 髓核致炎大鼠背根神经节中 NF-kB 和 ASICs 上调机制的探讨. 浙江医学. 朱杭、林

士明、王栋、诸力、何永江、王坚、潘浩.2018-40(02):116-120+125. 

 

（2）强筋壮骨祛风合剂可通过抑制大鼠背根神经节中 3 型酸敏感离子通道（ASIC3）的表

达； 

学科分类：中医骨伤科学 

 



发表论文： 

1、强筋壮骨祛风合剂对髓核致炎大鼠背根神经节中 3 型酸敏感离子通道影响.中医正骨.

王栋、潘浩、朱杭、诸力、何永江、王坚、贾高永.2017-29（1):18-22+26 

 

（3）强筋壮骨祛风合剂上调椎间盘水通道蛋白（AQP1、AQP3 和 AQP5）的表达，延缓椎间

盘的退变； 

学科分类：中医骨伤科学 

发表论文： 

1、 强筋壮骨祛风合剂对腰椎间盘退变 ＡＱＰ１和ＡＱＰ５表达的干预作用.中国中医骨

伤科杂志.唐成坤、潘浩、王栋、林士明、陶其杰、贾高永、朱杭. 2017-25(3):1-5 

（4）强筋壮骨祛风合剂可以提高大鼠机械刺激缩足阈值（PWT），从而缓解慢性疼痛症状。 

发表论文： 

1、3 型酸敏感离子通道在髓核致炎大鼠背根神经节中的表达研究.浙江医学. 林士明、陈

亦鹏、潘浩、王栋、贾高永、胡庆丰.2017-39(24):2205-2209 

2、3 型酸敏感离子通道与腰椎神经根病疼痛相关机制论述.浙江医学. 唐成坤、林士明、

杨成、陶其杰、王栋、贾高永、潘浩. 2017-39(16):1390-1394 

综上，本项目研究结合了多种现代细胞分子生物学技术，从蛋白、基因水平来阐述强

筋壮骨祛风合剂延缓椎间盘退变及防治椎间盘退变髓核突出诱发慢性炎症刺激的疼痛具体

机制，旨在指导临床实践，并为开发研制新的制剂，进一步推广临床应用打下基础。 

3.国内外同类技术的主要参数比较 

(在国内所检相关文献中，建立新型大鼠腰椎间盘突出症大鼠模型已有报道，探讨蛇床

子素和中药根痛消方对椎间盘突出症大鼠模型产生作用的机制已有报道，研究水通道蛋白 

AQP1、AQP3 在人腰椎间盘退变中的表达及意义已有报道，通过建立炎性神经痛大鼠模型，

探索髓核致炎后大鼠背根神经节 3 型酸敏感离子通道(ASIC3)的表达及其与痛敏形成的关

系亦已有报道；委托项目通过建立腰椎间盘退变髓核致炎大鼠背根神经节模型，证实抑制

酸敏感离子通道三型（ASIC3）减弱髓核组织对背根神经节炎症损伤而致的痛觉过敏，通过

中药强筋壮骨祛风合剂抑制背根神经节 ASIC3 的表达，提高椎间盘内水通道蛋白一型

（AQP-1）、三型（AQP-3）及五型（AQP-5）的表达，探讨强筋壮骨祛风合剂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LDH）的分子机制，这在上述所检相关文献中未见述及。)  



四、第三方评价 

评价结论、检测结果等（限 1200字） 

2017 年 9 月，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委托杭州市卫计委组织专家对杭州市中医院承

担的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计划项目“ 基于 ASICs、AQPs 双信号传导通路探讨强筋

壮骨祛风合剂对椎间盘退变髓核致炎大鼠背根神经节的表达影响”（编号： 2015ZA157）

进行了验收，验收组审阅了项目组的工作报告及相关技术资料，经汇总形成以下验收意见： 

一、该项目提供的资料齐全，数据可靠，符合验收要求。 

二、该项目通过从 SD 大鼠尾椎间盘获取髓核置于 L5 背根神经节，建立腰椎间盘

突出症神经根致炎动物模型，围绕椎间盘退变性炎性疼痛，选择椎间盘髓核中主要水分转

运蛋白 AQPs，与疼痛经典信号通路 ASICs，将两者进行了相关性研究，发现退变髓核

中 AQP-1 和 AQP-3 的表达，与 ASIC3 存在相关性。ASIC3 可通过影响椎间盘内 

AQP-1 和 AQP-3 的表达调控椎间盘的退变。酸性微环境的变化和炎症物质的堆积，可

能加速椎间盘的退变并加剧疼痛。中药强筋壮骨祛风合剂通过抑制 ASIC3 的表达，可引

起 AQP-1 和 AQP-3 负反馈反应，其镇痛和延缓椎间盘退变的双重作用，体现了中医标

本兼治的原则。 

三、项目组已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 4 篇，期中 1 篇发表在 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 ,IF=1.7；参加学术交流 3 次，培养研究生 2 名。 

四、项目资助经费 3 万元，配套资金 3 万，经费到位及时，使用基本合理。 

验收组认为，该项目已经完成了合同规定的各项要求及指标，同意通过验收。 

 

查新结果如下：在国内所检相关文献中，建立新型大鼠腰椎间盘突出症大鼠模型已有

报道，探讨蛇床子素和中药根痛消方对椎间盘突出症大鼠模型产生作用的机制已有报道，

研究水通道蛋白 AQP1、AQP3 在人腰椎间盘退变中的表达及意义已有报道，通过建立

炎性神经痛大鼠模型，探索髓核致炎后大鼠背根神经节 3 型酸敏感离子通道(ASIC3)的

表达及其与痛敏形成的关系亦已有报道；委托项目通过建立腰椎间盘退变髓核致炎大鼠背

根神经节模型，证实抑制酸敏感离子通道三型（ASIC3）减弱髓核组织对背根神经节炎症

损伤而致的痛觉过敏，通过中药强筋壮骨祛风合剂抑制背根神经节 ASIC3 的表达，提高 

椎间盘内水通道蛋白一型（AQP-1）、三型（AQP-3）及五型（AQP-5）的表达，探讨强

筋壮骨祛风合剂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LDH）的分子机制，这在上述所检相关文献中未见

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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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3 0 0 0 1626 0 0 0 2175   0 0 0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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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筋壮骨祛风合剂是杭州市中医院专治腰腿痛的院内制剂，由黄芪，当归，怀牛膝，

巴戟，穿山甲，防风，蜈蚣，全蝎等组成。具有补肾壮骨、益气活血、通络止痛之功效。

本项目组研究表明强筋壮骨祛风合剂可通过抑制大鼠背根神经节中 3 型酸敏感离子通道

（ASIC3）的表达，上调椎间盘水通道蛋白（AQP1、AQP3 和 AQP5）的表达，以及提高大

鼠机械刺激缩足阈值（PWT），从而延缓椎间盘的退变并缓解慢性疼痛症状。用现代分子

生物学阐述其作用机理，为强筋壮骨祛风合剂的有效性进行了实验室佐证，对于提高中医

药在延缓椎间盘退变及防治椎间盘退变髓核突出诱发慢性炎症刺激的疼痛提供了坚实的

实验基础和理论依据。 

推广情况：本项目在杭州市中医院医院推广应用多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发表学术论文 8 篇，其中 SCI 收录 1 篇（影响因子，IF=1.7），培养研究生 3 位。 

社会效益：强筋壮骨祛风合剂以“肾主骨”理论为指导，结合“补肾益气，活血通络，

标本兼治”原则，针对椎间盘退变“多虚多瘀”的病机特点，治疗腰腿痛临床疗效显著，

安全可靠，具有较好的推广性。通过在各级医疗机构推广运用，可以提高腰椎间盘突出症

和腰椎间盘源性腰腿痛的临床疗效，减轻患者疾病痛苦和家庭负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有良好的推广运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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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ASICs、AQPs 双信号传导

通路探讨强筋壮骨祛风合剂对

椎间盘退变髓核致炎大鼠背根

神经节的表达影响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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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姓    名  潘浩 排    名 1 身份证号 
33072219660

7264011 

出生年月 1966-7-26 出 生 地 浙江永康 民    族 汉族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技术职称 主任中医师 

行政职务 
科室副主

任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所学专业 中医骨伤科 现从事专业 中医骨伤科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1996-7-1 

电子信箱 
harper196

6@163.com 

@163，。 

办公电话 0571-85827702 移动电话 13336038133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骨伤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 号杭州市中医院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8

96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 号杭州市中医院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3 年 颈胸段脊柱不稳和内固定方法的生物力学研究 杭州市卫

生科技创新二等奖； 2013 年颈胸段脊柱不稳和内固定方法的生物

力学研究 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三等奖；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5-5-31 截止：2017-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课题负责、设计。 该课题针对强筋壮骨祛风合剂对椎间盘退变髓核致炎大鼠背根神经节的

表达影响这样一个问题，初步阐发强筋壮骨祛风合剂作用机制。对应创新点 1、2、3 作为

通讯作者发表论文《Upregulation of nuclear factor κ  B and acidsensing ionchannel 

3 in dorsal root ganglion following application of nucleus pulposus onto the 

nerveroot in rats》、《强筋壮骨祛风合剂对髓核致炎大鼠背根神经节中 3 型酸敏感离

子通道影响》等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0%。列第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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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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姓    名  王栋 排    名 2 身份证号 
33042419890

321003X 

出生年月 1989-3-21 出 生 地 浙江嘉兴 民    族 汉族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技术职称 医师 

行政职务 无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所学专业 中医骨伤科 现从事专业 中医骨伤科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2016-7-01 

电子信箱 
wd1989@vip.

qq.com  
办公电话 0571-85827702 移动电话 13615717858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骨伤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 号杭州市中医院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8

96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 号杭州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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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30 截止：2017-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负责实验造模，免疫检测，数据收集与整理。对应创新点 1和 2发表论文《Upregulation 

of nuclear factor κ B and acidsensing ionchannel 3 in dorsal root ganglion 

following application of nucleus pulposus onto the nerveroot in rats》和《强筋

壮骨祛风合剂对髓核致炎大鼠背根神经节中 3 型酸敏感离子通道影响》。在该项技术研发

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0%，列第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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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姓    名 林士明 排    名 3 身份证号 
33032619930

708223X 

出生年月 1993-7-8 出 生 地 浙江温州 民    族 汉族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技术职称 研究生 

行政职务 无 文化程度 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所学专业 中医学 现从事专业 中医骨伤科 

毕业学校 温州医科大学 毕业时间 2016-7-1 

电子信箱 124761796@qq.com 办公电话 
0571-85827

702 
移动电话 18267850020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骨伤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杭州市中医院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8

96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杭州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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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7-31 截止：2017-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负责实验造模，免疫检测，数据收集与整理。对应创新点 4 发表论文《3 型算敏感离子通

道在髓核致炎大鼠背根神经节的表达研究》。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

工作总量的 30%，列第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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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七、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4） 

姓    名 胡庆丰 排    名 4 身份证号 
36213219721

0250350 

出生年月 1972-10-10 出 生 地 浙江永康 民    族 汉族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技术职称 主任中医师 

行政职务 
杭州市中医

院十支部书

记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所学专业 中医骨伤科学 现从事专业 中医骨伤科学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1997-7-1 

电子信箱 
huqingfeng258@1

63.com 
办公电话 0571-85827702 移动电话 18958058018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骨伤科 

通讯地址 杭州体育场路 453号杭州市中医院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8

96 

通讯地址 杭州体育场路 453号杭州市中医院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3 年 颈胸段脊柱不稳和内固定方法的生物力学研究 杭州市卫

生科技创新二等奖； 2013 年颈胸段脊柱不稳和内固定方法的生物

力学研究 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三等奖；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5-6-30 截止：2017-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负责论文撰写、造模指导。对应创新点 4 作为通讯作者发表论文《3 型酸敏感离子通

道在髓核致炎大鼠背根神经节中的表达研究》。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总量的 30%，列第 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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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员情况表 （5） 

姓    名  朱杭 排    名 5 身份证号 
33010219711

1110613 

出生年月 1971-11-11 出 生 地 浙江杭州 民    族 汉族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群众 技术职称 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科室助理 文化程度 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所学专业 临床医学 现从事专业 骨外科学 

毕业学校 浙江大学 毕业时间 1997.7 

电子信箱 
13958015488

@qq.com 
办公电话 0571-85827702 移动电话 13958015488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骨伤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杭州市中医院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8

96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杭州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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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30 截止：2016-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科研秘书，实验管理与指导。对应创新点 1发表论文《髓核致炎大鼠背根神经节中 NF-κB 

和 ASICs 上调机制的探讨》。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0%，

列第 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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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姓    名 诸力 排    名 6 身份证号 
33010619740

9242796 

出生年月 1974-9-24 出 生 地 浙江杭州 民    族 汉族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技术职称 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临床医学 文化程度 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所学专业 临床医学 现从事专业 骨外科学 

毕业学校 天津医科大学 毕业时间 1998-7-1 

电子信箱 
haibin0512@

126.com 
办公电话 0571-85827715 移动电话 18958077681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骨伤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杭州市中医院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8

96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杭州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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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30 截止：2016-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负责实验进度安排与监督。对应创新点 1 和 2 参与论文《Upregulation of nuclear 

factor κ B and acid sensing ionchannel 3 in dorsal root ganglion following 

application of nucleus pulposus onto the nerve root in rats》、《髓核致炎大鼠背

根神经节中 NF-kB 和 ASICs 上调机制的探讨》等.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

本人工作总量的 20%，列第 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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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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姓    名 何永江   排    名 7 身份证号 
33072519760

5214516 

出生年月 1976-5-21 出 生 地 浙江义乌 民    族 汉族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技术职称 主治中医师 

行政职务 无 文化程度 硕士 最高学位 硕士研究生 

所学专业 中医骨伤科学 现从事专业 中医骨伤科学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1998-7-1 

电子信箱 
dabadou@163

.com 
办公电话 0571-85827702 移动电话 13018989299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骨伤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杭州市中医院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0571-858278

96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杭州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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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30 截止：2016-12-31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免疫检测安排。对应创新点 1和 2参与论文《Upregulation of nuclear factor κ B and 

acid sensing ionchannel 3 in dorsal root ganglion following application of nucleus 

pulposus onto the nerve root in rats》、《髓核致炎大鼠背根神经节中 NF-kB 和 ASICs 

上调机制的探讨》等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30%。列第 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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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单位 传    真 0571-85219481 

联 系 人 张来 办公电话 0571-85827896 移动电话 13588727528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 号杭州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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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本项目的完成单位，为项目的研究、实践和推广应用提供了保障条件和配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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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主要参加人员均来自本单位，为项目提供

人员支持；4.对本项目研发主要成果提供技术支持、相关专业知识咨询；5.强筋壮骨祛风

合剂院内自制合剂已在单位临床应用数年，取得很好的疗效；6.本学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十一五、十二五”重点专科建设基地，杭州市医学重点学科二类。近年来取得了显著

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为项目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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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筋壮骨祛风合剂以“肾主骨”理论为指导，结合“补肾益气，活血通络，标本兼治”

原则，针对椎间盘退变“多虚多瘀”的病机特点，治疗腰腿痛临床疗效显著，安全可靠，

具有较好的推广性。通过在各级医疗机构推广运用，可以提高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椎间盘

源性腰腿痛的临床疗效，减轻患者疾病痛苦和家庭负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良好的推

广运用前景。建议推荐为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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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栋、潘浩、朱杭、

诸力、何永江、王

坚、贾高永 

Upregulation of nuclear 

factor‑ κ  B and acid 

sensing ion channel 3 in 

dorsal root ganglion 

following application of 

nucleus pulposus onto 

the nerve root in 

rats/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 

2017 ， 

16(4) 

： 

4309-4

314 

2017

-09-

01 

 

 

林士明、陈亦鹏、

潘浩、王栋、贾高

永、胡庆丰 

3 型酸敏感离子通道在髓

核致炎大鼠背根神经节中

的表达研究/浙江医学 

2017-3

9(24)：

2205-2

2091 

2017

-12-

30 

 

 

王栋、潘浩、朱杭、

诸力、何永江、王

坚、贾高永 

强筋壮骨祛风合剂对髓核

致炎大鼠背根神经节中 3 

型酸敏感离子通道的影响/

中医正骨 

2017-2

9（1) ： 

18-22+

26 

 

2017

-01-

20 

 

 

唐成坤、潘浩、王

栋、林士明、陶其

杰、贾高永、朱杭 

强筋壮骨祛风合剂对腰椎

间盘退变 ＡＱＰ１ 和 Ａ 

ＱＰ５ 表达的干预作用/

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 

2017-2

5（3）：

1-5 

2017

-03-

15 

 

 

唐成坤、林士明、

杨成、陶其杰、王

栋、贾高永、潘浩 

3 型酸敏感离子通道与腰

椎神经根病疼痛相关机制

论述/浙江医学 

2017-39 

（16 ）： 

1390-13

94 

2017

-08-

30 

 

 

朱杭、林士明、王

栋、诸力、何永江、

王坚、潘浩 

髓核致炎大鼠背根神经节

中 NF-κ B 和 ASICs 上调机

制的探讨/浙江医学 

2018-40

(02):11

6-120+ 

125 

2018

-01-

30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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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