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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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中 Luminal A、B 型的患者约占 75%~80%，其获得内分泌治疗的同时也导致血

管舒缩功能障碍，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总生存期。 

本课题试验入组 150 例经病理明确的 Luminal A 型和 Luminal B 型绝经前女性乳腺癌

患者。将上述入组的患者，输入预先设计好的 access 数据库中，其数据库字段包括患者

一般信息（年龄、身高、体重、体重指数、月经情况）；临床表现（包括舌脉象）；中医

证型；实验室检查及辅助检查；完整的病理诊断；手术及术后放化疗、内分泌治疗情况等

临床相关数据。制定中医辨证用表，分析中医证型变化及与潮热相关性。将入选病例随机

分为两组，试验组 60例，对照组不少于 60例。试验组：二至丸合桂枝汤加减，每日一剂；

对照组：谷维素 2#  po  tid ；4 周为一个疗程，连服用至少三个疗程。观察治疗前后

Kupperman 绝经指数（KMI）中潮热积分，血清生殖激素水平（FSH、LH、E2），外周血 5

一羟色胺及抑制素 B，乳腺组织 Ki-67细胞变化，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观察两者对乳

腺癌内分泌治疗所致的潮热症状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并探讨中医药干预绝经前乳腺癌内

分泌治疗后潮热症状的作用机制。临床研究结果表明二至丸合桂枝汤加减治疗可有效缓解

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后潮热等类更年期症状，能降低患者的血清 LH 

和 PRL 水平。同时潮热等症状的血管舒缩功能障碍可能与血清 P 检测值的升高和血清 T

检测值的降低有关，血清生殖激素水平的动态变化可作为潮热辨证分型和中医药治疗的重

要依据。2组均未见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因此二至丸合桂枝汤对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

治疗后潮热具有明显疗效，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研究建立了 Luminal A、B型乳腺癌患者临床资料数据库，为 Luminal A、B型乳腺癌

患者的科研研究提供数据。本研究得到的结果能够为绝经前 Luminal A、B 型乳腺癌患者

内分泌治疗后潮热症状的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本剂型用药简单，在不增加患者负担的

前提下提高疗效，体现了中医药方法的优越性，目前已在临床使用 6百多例，值得临床及

基层医院的推广。本研究可以作为中医适宜技术项目推广，并举办相应的培训。 

 

 

 

 

 



 

三、主要科技创新 
 

1.立项背景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世界每年约有 120 万妇女发生乳腺癌，其中

50 万因其死亡。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是高发区，据统计，美国妇女 9人中将有 1人在其

一生中患乳腺癌。亚洲是低发区，但其发病率逐年升高，且有年轻化趋向，绝经前占半数

以上。在我国京、津、沪地区，乳腺癌是发病率第一位的女性恶性肿瘤。乳腺癌中，Luminal 

A、B 型的患者约占 75%~80%，其获得内分泌治疗的同时也导致血管舒缩功能障碍，严重影

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总生存期，临床亟待解决。近二十年来,大规模循证医学证据已经证

实,包括他莫昔芬及第三代芳香化酶抑制剂在内的内分泌治疗能够显著降低激素受体阳性

的乳腺癌患者术后复发转移的风险,据临床资料统计,口服他莫昔芬 5 年能够使乳腺癌患者

的复发率和死亡率分别减少 47%和 26%。     

内分泌治疗是目前乳腺癌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特别是对于 Luminal A、B型乳腺癌患

者，有助于提高疗效和延长生存期。对绝经前患者常用药物有他莫昔芬、戈舍瑞林等，主

要是抑制卵巢产生雌激素。绝经前女性用他莫昔芬出现雌激素缺乏，这时会出现血管舒缩

症状，多数妇女的生活质量因此而下降。严重的血管舒缩症状对绝经前妇女生活质量的影

响大于绝经后妇女。如联用戈舍瑞林，则因其诱导卵巢衰竭，体内雌激素达到绝经后水平，

导致更严重的血管舒缩症状。频繁的潮热症状出现的同时伴有一些身心症状，如肌紧张、

疲乏、易怒、头痛、肌肉关节疼痛及抑郁。 

潮热是一种常见的发生于应用他莫昔芬治疗的乳腺癌患者的副反应。从 1980年开始，

包含雌孕激素的激素补充治疗（HRT）被视为短期缓解症状及长期预防的特异性治疗。最近

随机双盲对照的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应用 HRT5年以上总体获益不再明显，且会导致早发的

中风及静脉血栓形成，而且随着应用时间的延长，发生乳腺癌的风险增加。雌激素对乳腺

癌具有负面作用，其证据源于体外实验中雌激素对乳腺癌细胞系作用，近期的流行病学调

查发现长期应用 HRT 可使患乳腺癌的风险增加也支持此观点。鉴于该问题的诸多不确定性，

多数临床医生选择其他的治疗方法，而且既往确诊乳腺癌的妇女也不愿冒复发风险而接受 

HRT 。因此列为首选的 HRT 疗法不适用于乳腺癌相关潮热症状的治疗。其它如可乐定、大

剂量维生素 E及黄体酮却治疗效果均受到质疑。 

近年，大量文献报道了中药防治潮热症状的疗效与安全性，中药在有效、低毒方面显

示出特殊的优势。但因治疗乳腺癌相关潮热不同于普通更年期潮热，其治疗难度更大，在

改善症状的的同时应考虑乳腺癌本身的因素。目前对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导致的潮热症状的

防治，尚无随机对照大样本的研究报道。 

 

2.科技创新内容 

创新点： 

首次通过细针活检乳腺组织 Ki-67细胞用以评估中药干预前后乳腺的安全性。 

首次选用外周血 5 一羟色胺及抑制素 B 对中医药干预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后潮热的作用

机制进行研究。 

通过 Kupperman绝经指数（KMI）中潮热积分，生殖激素，乳腺组织 Ki-67细胞等指标

进行分析中医药干预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后潮热症状的疗效及安全性。 

发表论文： 

1.二至丸合桂枝汤对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治疗后潮热患者生殖激素、改良

http://wenwen.soso.com/z/Search.e?sp=S%E4%B9%B3%E8%85%BA%E7%99%8C&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http://wenwen.soso.com/z/Search.e?sp=S%E6%81%B6%E6%80%A7%E8%82%BF%E7%98%A4&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http://wenwen.soso.com/z/Search.e?sp=S%E5%8F%91%E8%BE%BE%E5%9B%BD%E5%AE%B6&ch=w.search.yjjlink&cid=w.search.yjjlink


Kupperman 评分和 ki67 表达的影响.中国医药导报.杨慧芬 罗华 杨欧欧 胡祖健 何俊玲 

徐海滨 2016,卷期：第 13 卷第 36期,页码：175页 

2.二至丸合桂枝汤对绝经前 Luminal型乳腺癌内分泌治疗患者 5-羟色胺及抑制素 B水

平的影响研究.新中医.杨慧芬 罗华 杨欧欧 胡祖健 何俊玲 徐海滨.2016,卷期：第 48 卷

第 12期,页码：140页 

3.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患者血清生殖激素水平与内分泌治疗后血管舒缩功能障碍

的相关性研究.浙江创伤外科.杨慧芬 罗华 杨欧欧 胡祖健 何俊玲 徐海滨.2016,卷期：第

21 卷第 1期,页码：第 1 页 

4.二至丸合桂枝汤对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后潮热症状的安全性和

临床疗效的研究.浙江中医杂志.杨慧芬 罗华 杨欧欧 胡祖健 何俊玲 徐海滨.2015,卷期：

第 50卷第 9期,页码：第 625页 

    

 3.国内外同类技术的主要参数比较 

本研究对绝经前 Luminal A、B型乳腺癌患者采用二至丸合桂枝汤治疗，通过细针活检

乳腺组织 Ki-67 细胞，外周血 5 一羟色胺及抑制素 B 变化来评价干预后乳腺癌内分泌治疗

后潮热的作用机制及安全性，通过 Kupperman 绝经指数（KMI）中潮热积分，生殖激素，乳

腺组织 Ki-67 细胞等指标进行分析二至丸合桂枝汤治疗干预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后潮热症状

的疗效及安全性。上述特点在所检其他同类相关文献中未见述。 

目前存在的困难是缺乏对该中药方剂的研究设计、长期应用时的毒副作用及相关的作

用机制的研究，这些将阻碍该中药制剂的进一步推广。 

改进措施：在临床进行相应的系验统性观察，特别是对 Luminal A、B 型乳腺癌客观指

标方面进行系统研究，以后可结合动物实验进行深入观察，希望能得到相关基金的进一步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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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经前 Luminal A、B 型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

后潮热症状及中医药干预的临床研究”（编号：2014ZB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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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研究概况及研究成果。  

本项目试验入组 150例经病理明确的 Luminal A型和 Luminal B型绝经前女性乳腺癌

患者。将上述入组的患者，输入预先设计好的 access 数据库中，其数据库字段包括患者

一般信息（年龄、身高、体重、体重指数、月经情况）；临床表现（包括舌脉象）；中医

证型；实验室检查及辅助检查；完整的病理诊断；手术及术后放化疗、内分泌治疗情况等

临床相关数据。制定中医辨证用表，分析中医证型变化及与潮热相关性。将入选病例随机

分为两组，试验组 60 例，对照组不少于 60 例，以 1：1 比例平均分配，考虑不超过 20%

的退出率，总的病例数确定为 150 例。试验组：二至丸合桂枝汤加减，每日一剂；对照

组：谷维素 2#  po  tid ；4 周为一个疗程，连服用至少三个疗程。观察治疗前后

Kupperman 绝经指数（KMI）中潮热积分，血清生殖激素水平（FSH、LH、E2），外周

血 5 一羟色胺及抑制素 B，乳腺组织 Ki-67 细胞变化，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二至丸合桂枝汤加减治疗可有效缓解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后潮热等

类更年期症状，能降低患者的血清 LH 和 PRL 水平。同时潮热等症状的血管舒缩功能障

碍可能与血清 P 检测值的升高和血清 T 检测值的降低有关，血清生殖激素水平的动态变

化可作为潮热辨证分型和中医药治疗的重要依据。2 组均未见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本研究相关成果可以应用于临床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后潮热的治疗，

本剂型能够在不增加患者负担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临床疗效。同时本研究不仅从症

状，Kupperman 绝经指数（KMI）中潮热积分方面，并且从生殖激素水平（FSH、LH、

E2），外周血 5 一羟色胺及抑制素 B，乳腺组织 Ki-67 细胞方面探讨中药治疗作用机理，

为临床推广提供理论依据。 

三、项目组已有四篇相关论文在 1.二至丸合桂枝汤对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患者

内分泌治疗后潮热症状的安全性和临床疗效的研究《浙江中医杂志》2.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患者血清生殖激素水平与内分泌治疗后血管舒缩功能障碍的相关性研究《创伤外

科》3.二至丸合桂枝汤对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内分泌治疗患者 5-羟色胺及抑制素 B

水平的影响研究《新中医》4.二至丸合桂枝汤对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治疗后潮热患者

生殖激素、改良 Kupperman 评分和 ki67 表达的影响《中国医药导报》杂志发表， 

四、项目自筹经费 3 万元，到位及时，使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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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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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0  0 0  230 0  0  0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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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建立了 Luminal A、B型乳腺癌患者临床资料数据库，为 Luminal A、B型乳腺

癌患者的科研研究提供数据。 

本研究得到的结果能够为绝经前 Luminal A、B型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后潮热症状

的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本剂型用药简单，在不增加患者负担的前提下提高疗效，体现了中医药方法的优越性，

目前已在临床使用 600多例，值得临床及基层医院的推广。 

本研究可以作为中医适宜技术项目推广，并举办相应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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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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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慧芬 排    名 1 身份证号 
33032519730

5190127 

出生年月 73.5.19 出 生 地 瑞安 民    族 汉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群众 技术职称 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无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所学专业 中医外科 现从事专业 乳腺病专业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2010 

电子信箱 
yanghyeboon

@163.com 
办公电话 85827519 移动电话 13819189903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乳腺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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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2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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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4-07 截止：2017-06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本项目的第一负责人，负责课题总设计，病例收集，总结及发表论文，推广中药制剂

在临床中应用。该课题证明了二至丸合桂枝汤对乳腺癌内分泌治疗后潮热的确切疗效，作

用机制及安全性。发表论文 4 篇 1.二至丸合桂枝汤对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患者内分泌

治疗后潮热症状的安全性和临床疗效的研究《浙江中医杂志》2.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

患者血清生殖激素水平与内分泌治疗后血管舒缩功能障碍的相关性研究《创伤外科》3.二

至丸合桂枝汤对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内分泌治疗患者 5-羟色胺及抑制素 B 水平的影响

研究《新中医》4.二至丸合桂枝汤对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治疗后潮热患者生殖激素、

改良 Kupperman评分和 ki67 表达的影响《中国医药导报》。在该技术研发工作投入的工作

量占本人总工作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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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七、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2） 

姓    名  罗华 排    名 2 身份证号 
43052419780

7034595 

出生年月 78.7.3 出 生 地 湖南邵阳 民    族 汉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群众 技术职称 中级 

行政职务 无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所学专业 肿瘤学 现从事专业 乳腺病专业 

毕业学校 浙江大学 毕业时间 2010 

电子信箱 
Luohua0313@

163.com 
办公电话 85827519 移动电话 18658864950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乳腺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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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2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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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4-07 截止：2017-06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本项目的第二负责人，负责课题总结及数据统计以及发表论文。第二作者发表论文 4

篇 1.二至丸合桂枝汤对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后潮热症状的安全性和临

床疗效的研究 2.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患者血清生殖激素水平与内分泌治疗后血管舒缩

功能障碍的相关性研究 3.二至丸合桂枝汤对绝经前 Luminal型乳腺癌内分泌治疗患者 5-羟

色胺及抑制素 B 水平的影响研究 4.二至丸合桂枝汤对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治疗后潮热

患者生殖激素、改良 Kupperman 评分和 ki67表达的影响。在该技术研发工作投入的工作量

占本人总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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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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3） 

姓    名 杨欧欧 排    名 3 身份证号 
3310031982120

30045 

出生年月 1982.12 出 生 地 台州黄岩 民    族 汉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群众 技术职称 主治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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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学 现从事专业 乳腺外科 

毕业学校 浙江大学 毕业时间 2007年 

电子信箱 yoo_aggie123@163.com 办公电话 85827715 移动电话 13116782962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乳腺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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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2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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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4-07 截止：2017-06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本项目的第三负责人，负责课题病例收集，查阅相关文献，数据统计。参与论文发表，

在该技术研发工作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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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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4） 

姓    名 胡祖健 排    名 4 身份证号 
36213219721

0250350 

出生年月 1972.10 出 生 地 江西于都 民    族 汉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群众 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无 文化程度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所学专业 肿瘤学 现从事专业 肿瘤外科 

毕业学校 浙江大学 毕业时间 2003 

电子信箱 hzj_56@hotmail 办公电话 85827708 移动电话 13867420929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乳腺科 

通讯地址 杭州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85827708 

通讯地址 杭州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8582708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杭州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浙江省中医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4-07 截止：2017-06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本项目的第四负责人，负责课题病例收集，查阅相关文献，数据统计。参与论文发表，

在该技术研发工作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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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俊玲 排    名 5 身份证号 
33072419740

2194328 

出生年月 74.2.19 出 生 地 浙江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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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所学专业 外科学 现从事专业 乳腺病专业 

毕业学校 浙江大学 毕业时间 1997.7 

电子信箱 
hjlcyq@163.

com 
办公电话 85827519 移动电话 13819102190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乳腺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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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2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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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4-07 截止：2017-06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本项目的第五负责人，负责课题病例收集，查阅相关文献，数据统计。参与论文发表，

在该技术研发工作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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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海滨 排    名 6 身份证号 
33010319620

6190013 

出生年月 1962.6 出 生 地 浙江省台州市 民    族 汉族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乳腺外科主

任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所学专业 临床医学 现从事专业 乳腺外科 

毕业学校 浙江医科大学 毕业时间 19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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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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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2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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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三等奖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4-07 截止：2017-06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本项目的第六负责人，负责课题病例收集，数据统计，结论分析，参与论文发表，在

该技术研发工作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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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昆仑 排    名 7 身份证号 
37283319770

9050012 

出生年月 1977.9 出 生 地 山东省临沂市 民    族 汉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群众 技术职称 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无 文化程度 硕士 最高学位 硕士研究生 

所学专业 外科学 现从事专业 乳腺外科 

毕业学校 浙江大学 毕业时间 200609 

电子信箱 sukunlun820

@163.com 
办公电话 85827708 移动电话 15825512926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乳腺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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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2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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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三等奖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4-07 截止：2017-06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本项目的第七负责人，负责课题数据统计，结论分析，在该技术研发工作投入的工作

量占本人总工作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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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姓    名 杜晶晶 排    名 8 身份证号 
33010619791

0031220 

出生年月 1979.10 出 生 地 杭州 民    族 汉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党员 技术职称 主管护师 

行政职务 
外一科、乳腺

科副护士长 
文化程度 本科 最高学位 无 

所学专业 护理 现从事专业 护理 

毕业学校 杭州师范大学 毕业时间 2009.1 

电子信箱 
1213412784@

qq.com 
办公电话 85827712 移动电话 18057191855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乳腺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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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2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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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4-07 截止：2017-06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本项目的第八负责人，负责课题病例收集，数据统计，汇总。在该技术研发工作投入

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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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姓    名 孔飞 排    名 9 身份证号 
33042519700

210002x 

出生年月 1970.2 出 生 地 杭州 民    族 汉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群众 技术职称 主管护师 

行政职务 无 文化程度 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所学专业 护理 现从事专业 护理 

毕业学校 杭州师范大学 毕业时间 2015.1 

电子信箱 
824850530@q

q.com 
办公电话 85827519 移动电话 15988899912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乳腺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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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2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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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4-07 截止：2017-06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本项目的第九负责人，负责课题病例表格填写，数据汇总。在该技术研发工作投入的

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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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    真 057185219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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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电子信箱 yanghyebo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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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和推广应用提供了保障条件和配套支持，包括

以下几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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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为杭州市重点专科，杭州市中西医结合乳腺病诊疗中心，为项目的进一步推

广提供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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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中医院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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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邮箱 yanghyeboon@163.com 传    真 057185219481 

推荐意见（限 150字） 

乳腺癌中 Luminal A、B 型的患者约占 75%~80%，其获得内分泌治疗的同时也导致血管

舒缩功能障碍，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总生存期。本剂型用药简单对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治疗后潮热具有明显疗效，目前已在临床使用 600 多例，具有临床推广价值。建

议推荐为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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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慧芬 罗华 杨欧欧 

胡祖健 何俊玲 徐海

滨 

《二至丸合桂枝汤对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患者内分

泌治疗后潮热症状的安全性

和临床疗效的研究》，刊物

名称：浙江中医杂志 

2015 卷

期：第 50

卷第 9期,

页码：第

625页 

 

2015.9  

 

杨慧芬 罗华 杨欧欧

胡祖健 何俊玲 徐海

滨 

《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

患者血清生殖激素水平与内

分泌治疗后血管舒缩功能障

碍的相关性研究》，刊物名

称：浙江创伤外科 

2016, 卷

期：第 21

卷第 1期,

页码：第 1

页 

 

2016.1  

 

杨慧芬 罗华 杨欧欧

胡祖健 何俊玲 徐海

滨 

《二至丸合桂枝汤对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内分泌治

疗患者 5-羟色胺及抑制素 B

水平的影响研究》，刊物名

称：新中医 

2016, 卷

期：第 48

卷 第 12

期,页码：

140页 

 

2016.12  

 

杨慧芬 罗华 杨欧欧

胡祖健 何俊玲 徐海

滨 

《二至丸合桂枝汤对绝经前

Luminal 型乳腺癌治疗后潮

热患者生殖激素、改良

Kupperman评分和 ki67表达

的影响》，刊物名称：中国

医药导报 

2016, 卷

期：第 13

卷 第 36

期,页码：

175页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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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