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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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奖：社会公益类 

项目名称 

（中文） 
反流性食管炎中医证型研究及和胃降逆中药作用机理探讨 

主要完成人员 叶蔚、王小奇、刘彬彬、刘庆生、姚嘉明、周平、叶彬、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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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流性食管炎/中医证型；反流性食管炎/中医药疗法；细胞周期蛋白类 

学科分类

名称 

1 中西医结合临床 代码 100602 

2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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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周期调控因子在不同中医证型反流性食管炎表达的研究（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

2009CA86）2、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 COX-2 及 E-cadherin 表达的研究（浙江省中

医药科技计划 2008CB053）3、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 cyclin D1、CDK4 及 p16 表

达的研究（杭州市卫生科技计划 2008B0062） 

论文（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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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1595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08.8 完成：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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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知识产权情况：反流性食管炎是由于胃内容物（包括十二指肠液）长

期反流入食管内所造成的食管黏膜破损。本课题通过观察不同中医证型反流性食管炎食管

黏膜组织中 cyclin D1、CDK4、p16、PCNA 等细胞周期调控因子表达，来探讨反流性食管

炎中医证型的本质；并观察和胃降逆中药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食道粘膜 COX-2、E-cadherin

及 cyclin D1、CDK4 、p16 表达的影响，探讨和胃降逆中药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的作用机理。

发表论文 8 篇。 

技术指标：本课题通过观察不同中医证型反流性食管炎食管黏膜组织中 cyclin D1、CDK4、

p16、PCNA 等细胞周期调控因子表达，同时观察和胃降逆中药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食道

粘膜 COX-2、E-cadherin 及 cyclin D1、CDK4 、p16 表达的影响，从分子生物学的水平、

细胞周期调控因子的角度来探讨反流性食管炎中医证型的本质及探讨和胃降逆中药治疗

反流性食管炎的作用机理。通过中医证型标准临床分组，观察反流性食管炎患者的临床症

状、内镜分级及食管黏膜病理学改变；采用免疫组化法测定食管黏膜组织 CDK4、CyclinD1、

p16、PCNA 的表达。同时以中药和胃降逆方治疗，观察反流性食管炎患者治疗前后的临

床症状、内镜分级及食管黏膜病理学改变，并采用免疫组化法测定食管黏膜组织 COX-2、

E-cadherin 及 cyclin D1、CDK4 、p16 的表达。结果表明（1）不同中医证型的反流性食管

炎主要临床症状（烧心、反酸、胸骨后疼痛、反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且内镜分级和病

理学分级存在着差异。（2）不同中医证型的反流性食管炎细胞周期因子 CDK4、cyclin D1、

PCNA、p16 表达存在着差异。（3）和胃降逆中药能明显改善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症状、

内镜分级及食管粘膜组织病理学改变。（4）和胃降逆中药能明显降低反流性食管炎食管粘

膜组织 COX-2 的表达，升高 E-cadherin 的表达，降低 CDK4、cyclin D1 的表达，是其治疗

反流性食管炎的作用机理。 

应用推广及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该项目研究了反流性食管炎的不同中医证型，为进一

步研究开发抗反流性食管炎中医药治法提供可靠的实验基础，并将和胃降逆中药推广使

用。项目负责人多次在浙江省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年会、浙江省中医药继续教育培训班上授

课，将该研究成果向国内同行进行推广。本研究已发表相关论文 8 篇，曾先后在国家级及

省级学术会议上进行交流，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和胃降逆中药治疗反流性食管炎有明显

的疗效，在我院制成和胃降逆中药颗粒剂，在医院推广应用，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三、主要科技创新 
 

1. 立项背景 

反流性食管炎(reflux esophagitis，RE)是由于胃内容物（包括十二指肠液）长期反流入食

管内，所造成的食管黏膜破损。其典型临床症状有烧心、反酸、胸骨后灼痛、反食等，也

可影响咽喉、气管引起一系列食管外症状。近年来，国内反流性食管炎的发病率有不断增

高的趋势。目前普遍认为：反流性食管炎→Barrett 食管→食管腺癌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而这个过程中细胞因子、粘附分子及细胞周期调控因子起着重要的作用。环氧合酶-2(COX-2)

被认为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早期事件。由 COX-2 调控诱发了细胞增殖蛋白、癌基因蛋白、抑

癌基因蛋白及某些细胞周期蛋白等多基因参与的变化，导致了肿瘤的发生发展。有研究认

为 E-钙粘蛋白（E-cadherin）也受到 COX-2 的调控，E-cadherin 缺失将有利于肿瘤细胞的侵

袭。而 cyclin D1、CDK4、p16、PCNA 等细胞周期调控因子在细胞增殖调控中也起着重要

的作用，因此，COX-2、E-cadherin 及 cyclin D1、CDK4、 p16 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反流性食

管炎食管黏膜的表达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其研究也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新热点。我们通过观

察不同中医证型反流性食管炎食管黏膜组织中 cyclin D1、CDK4、p16 等细胞周期调控因子

表达，从分子生物学的水平来探讨反流性食管炎中医证型的本质。并观察中药和胃降逆法

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食道粘膜 COX-2、E-cadherin 及 cyclin D1、CDK4、 p16 表达的影响，

探讨和胃降逆法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的可能作用机理，寻找其作用靶点。 

 

2. 科技创新内容 

创新点一：通过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症状、内镜分级及食管粘膜组织病理学改变来观察不

同中医证型的反流性食管炎，并探讨反流性食管炎的中医证型本质。 

发表论文： 

叶蔚,刘庆生,张洁,叶彬,王小奇. 不同中医证型反流性食管炎与食管黏膜内镜分级的关系探

讨，中华中医药学刊，2011，29（10）：2302-2303 

叶蔚,姚嘉明,刘彬彬,刘庆生,王小奇. 反流性食管炎不同中医证型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研究。中

华中医药学刊，2013,31（3）：531-532 

刘彬彬,叶蔚. 反流性食管炎及其并发症的中医辨证论治思路。. 中华中医药学刊，2011，29

（10）：2275-2277    

叶斌,叶蔚. 中医升降理论在反流性食管炎及其并发症中的应用。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2，18（3）：292-293   

 



创新点二：通过观察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症状、内镜分级及食管粘膜组织病理学改变，发

现和胃降逆中药对反流性食管炎有明显的临床疗效。 

发表论文： 

叶蔚,王小奇,姚嘉明,刘彬彬. 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临床症状及内镜分级的影响。中华

中医药学刊，2014，32（3）：524-526 

 

创新点三：研究发现不同中医证型的反流性食管炎细胞周期因子 CDK4、cyclin D1、PCNA、

p16 表达存在着差异，参与了不同中医证型反流性食管炎的发生、发展。并从分子生物学角

度探讨了和胃降逆中药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和胃降逆中药能明显降低

反流性食管炎食管粘膜组织 COX-2 的表达，能明显升高反流性食管炎食管粘膜组织

E-cadherin 的表达；同时和胃降逆中药能明显降低反流性食管炎食管粘膜组织 cyclin D1、

CDK4 的表达。 

发表论文： 

叶蔚,刘彬彬,姚嘉明,刘庆生,王小奇. 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食管粘膜环氧合酶-2、

E-钙黏蛋白表达的影响。中国中医药科技，2015，22（2）：128-129,163 

叶蔚,刘彬彬,刘庆生,任兴昌,王小奇. 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食管粘膜 cyclin D1、

CDK4 表达的影响。中国中医药科技，2015，22（4）：363-364,410 

 

总结： 

本课题通过观察不同中医证型反流性食管炎食管黏膜组织中 cyclin D1、CDK4、p16、

PCNA 等细胞周期调控因子表达，来探讨反流性食管炎中医证型的本质；并观察和胃降逆

中药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食道粘膜 COX-2、E-cadherin 及 cyclin D1、CDK4 、p16 表达的影

响，探讨和胃降逆中药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的作用机理。通过中医证型标准临床分组，观察

反流性食管炎患者的临床症状、内镜分级及食管黏膜病理学改变；采用免疫组化法测定食

管黏膜组织 CDK4、CyclinD1、p16、PCNA 的表达。同时以中药和胃降逆方治疗，观察反

流性食管炎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内镜分级及食管黏膜病理学改变，并采用免疫组化

法测定食管黏膜组织 COX-2、E-cadherin 及 cyclin D1、CDK4 、p16 的表达。结果表明（1）

不同中医证型的反流性食管炎主要临床症状（烧心、反酸、胸骨后疼痛、反食）存在着不

同的差异，且内镜分级和病理学分级存在着差异。（2）不同中医证型的反流性食管炎细胞

周期因子 CDK4、cyclin D1、PCNA、p16 表达存在着差异。（3）和胃降逆中药能明显改善

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症状、内镜分级及食管粘膜组织病理学改变。（4）和胃降逆中药能明

显降低反流性食管炎食管粘膜组织 COX-2 的表达，升高 E-cadherin 的表达，降低 CDK4、



cyclin D1 的表达，是其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的作用机理。 

 

3. 国内外同类技术的主要参数比较 

国内同类技术参数比较：本研究研究了不同中医证型反流性食管炎与食管黏膜内镜分级的

关系，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症状及食管黏膜内镜分级的影响。和胃降逆法对

反流性食管炎患者食管黏膜 cyclin D1、CDK4、环氧合酶-2、E-钙黏蛋白表达的影响。山东

中医药大学探讨反流性食管炎(RE)食管黏膜在胃镜下的分级与中医辨证分型的关联性。山

西大医院探讨了食管癌变过程中细胞周期蛋白 B1(CyclinB1)、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 1 的

变化及其相关细胞周期调控因子 p53、Rb 的表达及相互关系。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探讨

了 P16、P53、PCNA 基因表达在反流性食管炎、Barrett 食管和食管腺癌中的临床生物学行

为之间的关系。西安交通大学第二医院探讨了环氧合酶-2(COX-2)、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

及细胞周期蛋白 D1(Cyclin D1)这 3 项指标在反流性食管炎的发生、发展及癌变过程中的变

化情况。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妇幼保健院观察了连萸清降汤联合西药治疗反流性食管炎

的疗效及对 P16、P53、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表达的影响。 

国外同类技术参数比较：国外有采用免疫组化、形态鉴定的方法分析了巴雷特食管患者中

18 成恶性肿瘤患者 PCNA、p53、c-erbB-2、CEA、EMA 等抗体的表达情况。也有构建了十

二指肠内容物反流性食管炎大鼠模型，并研究了 2，6-二甲基亚硝基吗啉对 cyclin D1 和 p53

表达的影响及其致食管癌作用。研究了反流性食管炎细胞生长和 Wnt 信号通路调节过程中

抑制因子 Dkk1 的生物学功能。 

经分析比较：在所检索的国内外文献中，反流性食管炎食管黏膜在胃镜下的分级与中医辨

证分型的关联性研究已有报道。细胞周期调控基因 CyclinD1、CDK4 及抑癌基因 p53、p16、

p21 的变异与表达在反流性食管中的研究已有报道。和胃降逆法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的研究已

有报道。COX-2、PCNA、claudin-1 在反流性食管炎大鼠模型食管粘膜表达的研究中已有报

道。但是该研究研究了和胃降逆法治疗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食管粘膜组织 COX-2、

E-cadherin 及 cyclin D1、CDK4、p16 表达的影响，该研究内容在所检国内外文献中，未见

其他单位或个人述及。 

 

 

 

  



四、第三方评价 

评价结论、检测结果等（限 1200字） 

本项目通过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和杭州市卫生局组织专家验收（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

划项目验收证书：浙中科验字【2012】第 117 号；浙中科【2013】第 138 号；杭州市卫生

科技计划验收证书），验收意见汇总如下： 

1、提供的验收资料齐全，实验资料客观、数据可靠，符合验收要求。 

2、本课题通过观察不同中医证型反流性食管炎食管黏膜组织中 cyclin D1、CDK4、

p16、PCNA 等细胞周期调控因子表达，来探讨反流性食管炎中医证型的本质；并观察和

胃降逆中药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食道粘膜 COX-2、E-cadherin 及 cyclin D1、CDK4 、p16

表达的影响，探讨和胃降逆中药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的作用机理。通过中医证型标准临床分

组，观察反流性食管炎患者的临床症状、内镜分级及食管黏膜病理学改变；采用免疫组化

法测定食管黏膜组织 CDK4、CyclinD1、p16、PCNA 的表达。同时以中药和胃降逆方治疗，

观察反流性食管炎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内镜分级及食管黏膜病理学改变，并采用免

疫组化法测定食管黏膜组织 COX-2、E-cadherin 及 cyclin D1、CDK4 、p16 的表达。结果

表明（1）不同中医证型的反流性食管炎主要临床症状（烧心、反酸、胸骨后疼痛、反食）

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且内镜分级和病理学分级存在着差异。（2）不同中医证型的反流性食

管炎细胞周期因子 CDK4、cyclin D1、PCNA、p16 表达存在着差异。（3）和胃降逆中药能

明显改善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症状、内镜分级及食管粘膜组织病理学改变。（4）和胃降逆

中药能明显降低反流性食管炎食管粘膜组织 COX-2 的表达，升高 E-cadherin 的表达，降

低 CDK4、cyclin D1 的表达，是其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的作用机理。 

3、课题组已有 8 篇相关论文发表。论文参加全国及省级会议交流 6 次，并在省级继

续教育班推广。培养硕士研究生 6 名。 

4、该项目经费到位及时，使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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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    3100    3200    

             

             

             

             

             

             

             

合  计 2700    3100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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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研究不同中医证型反流性食管炎细胞周期调控因子表达及运用和胃降逆中药

对反流性食管炎进行治疗，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该项目研究了反流性食管炎的不同中医证型，为进一步研究开发抗反流性食管炎中医

药治法提供可靠的实验基础，并将和胃降逆中药推广使用。项目负责人多次在浙江省中医

药学会脾胃病年会、浙江省中医药继续教育培训班上授课，将该研究成果向国内同行进行

推广。本研究已发表相关论文 8 篇，曾先后在国家级及省级学术会议上进行交流，受到与

会专家的好评。课题研究过程中已培养硕士研究生 6 名。 

和胃降逆中药治疗反流性食管炎有明显的疗效，在我院制成和胃降逆中药颗粒剂，在

医院推广应用。近年年来每年应用约 3000 剂，产生了较好的间接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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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流性食管炎中医证型研究及

和胃降逆中药作用机理探讨 

2018

年 

浙江省中医药科

学技术奖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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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蔚  排    名 第一 身份证号 33010219740

5071533 
出生年月 1974年 5月 出 生 地 浙江温岭 民    族 汉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科副主任 文化程度 博士 最高学位 博士 

所学专业 中医内科学 现从事专业 中西医结合消化内科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2006.6 

电子信箱 yewei7752@16

3.com 
办公电话 85827656 移动电话 13018989296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消化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85827656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4 年度杭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一） 

2016 年度浙江省中医药科技创新三等奖（排名第一）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08.8 截止：2013.12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负责本项目的总体设计、前期的资料收集与文献检索、后期研究结果资料的汇总、分析及

数据统计及撰写论文与总结报告。运用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进行治疗，观察治

疗前后的临床症状、内镜分级及食管黏膜病理学改变，并进行评估，采用免疫组化法测定

食管黏膜组织 COX 2、E-cadherin 及 cyclin D1、CDK4 、p16 的表达，从分子蛋白水平阐述

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治疗的作用机制。发表《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食管

粘膜环氧合酶-2、E-钙黏蛋白表达的影响》、《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食管粘膜 cyclin 

D1、CDK4 表达的影响》等多篇论文，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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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姓    名 王小奇 排    名 第二 身份证号 33010219590

6151516 

出生年月 1959年 6月 出 生 地 浙江杭州 民    族 汉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群众 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科主任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所学专业 中医内科学 现从事专业 中西医结合消化内科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1983.7 

电子信箱  办公电话 85827651 移动电话 18958077691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消化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85827656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4 年度杭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二） 

2016 年度浙江省中医药科技创新三等奖（排名第二）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08.8 截止：2013.12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负责本项目中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病例的收集，研究结果资料的汇总、分析及数据统

计，运用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进行治疗，观察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内镜分级

及食管黏膜病理学改变。发表《不同中医证型反流性食管炎与食管黏膜内镜分级的关系探

讨》等多篇论文，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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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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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3） 

姓    名 刘彬彬 排    名 第三 身份证号 
37070219830

9280321 

出生年月 1983年 9月 出 生 地 山东潍坊 民    族 汉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群众 技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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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医结合消化内科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2012.6 

电子信箱 576000374@qq

.com 
办公电话 85827656 移动电话 18958046781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消化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85827656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6 年度浙江省中医药科技创新三等奖（排名第三）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08.8 截止：2013.12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负责本项目中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病例的收集，研究结果资料的汇总、分析及数据统

计，运用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进行治疗，观察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内镜分级

及食管黏膜病理学改变。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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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姓    名 刘庆生 排    名 第四 身份证号 37010219790

4174550 

出生年月 1979年 4月 出 生 地 山东乳山 民    族 汉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民革党员 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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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医结合消化内科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2004.6 

电子信箱 7394822@qq.c

om 
办公电话 85827656 移动电话 13858050422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老年病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85827656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5 年度浙江省中医药科技创新三等奖（排名第一）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08.8 截止：2013.12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负责本项目中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病例的收集，研究结果资料的汇总、分析及数据统

计，运用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进行治疗，观察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内镜分级

及食管黏膜病理学改变。发表论文《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食管粘膜 cyclin D1、

CDK4 表达的影响》，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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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5） 

姓    名 姚嘉明 排    名 第五 身份证号 33050119820

9070816 

出生年月 1982年 9月 出 生 地 浙江湖州 民    族 汉 

性    别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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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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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医结合消化内科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2008.6 

电子信箱 
Turtle82@163

.com 
办公电话 85827656 移动电话 13757162858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消化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85827656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16 年度浙江省中医药科技创新三等奖（排名第四）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08.8 截止：2013.12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负责本项目中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病例的收集，运用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进行

治疗，观察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内镜分级及食管黏膜病理学改变，并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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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平 排    名 第六 身份证号 33010319620

8040043 

出生年月 1962年 8月 出 生 地 浙江杭州 民    族 汉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农工党员 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科副主任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学士 

所学专业 中医内科学 现从事专业 中医内科学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1985.7 

电子信箱  办公电话 85827656 移动电话 13033610878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老年病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85827656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2008 年度杭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二） 

2008 年度浙江省中医药科技创新三等奖（排名第二） 

参加本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08.8 截止：2013.12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负责本项目中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病例的收集，研究结果资料的汇总、分析及数据统

计，运用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进行治疗，观察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内镜分级

及食管黏膜病理学改变。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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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7） 

姓    名 叶彬 排    名 第五 身份证号 33068219780

9177819 

出生年月 1978年 9月 出 生 地 浙江上虞 民    族 汉 

性    别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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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所学专业 中医内科学 现从事专业 中西医结合消化内科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2002.7 

电子信箱  办公电话 85827656 移动电话 13738038350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消化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85827656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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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8 截止：2013.12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负责本项目中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病例的收集，研究结果资料的汇总、分析及数据统

计，他运用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进行治疗，观察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内镜分

级及食管黏膜病理学改变。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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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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8） 

姓    名 张洁 排    名 第八 身份证号 33010619760

8080048 

出生年月 1976年 8月 出 生 地 浙江杭州 民    族 汉 

性    别 女 政治面貌 民进 技术职称 副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 科主任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最高学位 硕士 

所学专业 中医内科学 现从事专业 中西医结合消化内科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2000.7 

电子信箱 Jiejie_z@126.c

om 
办公电话 85827656 移动电话 13968103339 

工作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二级单位 消化科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 联系电话 85827656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体育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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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8 截止：2013.12 

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创造性贡献（限 300字） 

主要负责本项目中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病例的收集，研究结果资料的汇总、分析及数据统

计，她运用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进行治疗，观察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内镜分

级及食管黏膜病理学改变。在该项技术研发工作中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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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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杭州市中医院 

排    名 第一 法人代表 张永华 所在地 杭州 

单位性质 全民事业 传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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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yewei7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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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临床和实验条件；3.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均来自本单位，为项目提供了人员支持；4.对

本项目研究提供技术支持和相关专业知识咨询；5.和胃降逆方作为院内协定方，在本单位

运用取得很好的疗效；6.本学科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专科、杭州市医学重点学

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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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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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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研究了反流性食管炎的不同中医证型，为进一步研究开发抗反流性食管炎中医药治

法提供可靠的实验基础，制成的和胃降逆中药颗粒剂在医院推广应用，产生了较好的经济

效益。建议推荐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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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蔚 ,王小奇 ,

刘彬彬,姚嘉明 

 反流性食管炎中医证候特点探

析/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3,31

（ 7 ）：

1570-157

1 

2013.7 0 

 

 

10 

 叶蔚,王小奇,

姚嘉明,刘彬彬 

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临

床症状及内镜分级的影响/中华

中医药学刊 

 

2014，32

（ 3 ）：

524-526 

2014.3 0 

 

 

 

6 

叶蔚 ,刘庆生 ,

张洁 ,叶彬 ,王

小奇 

不同中医证型反流性食管炎与

食管黏膜内镜分级的关系探讨/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1，29

（10）：

2302-230

3 

 

2011.

10 
0 

 

 

13 

叶蔚 ,刘彬彬 ,

姚嘉明 ,刘庆

生,王小奇 

. 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患

者食管粘膜环氧合酶-2、E-钙黏

蛋白表达的影响/中国中医药科

技 

 

2015，22 

（2）：

128-129,

163 

 

2015.3 0 

 

 

 

 

6 

叶蔚 ,刘彬彬 ,

刘庆生 ,任兴

昌,王小奇 

. 和胃降逆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患

者食管粘膜cyclin D1、CDK4表达

的影响/中国中医药科技 

 

2015，22

（4）：

363-364,

410 

 

2015.7 0 

 

 

 

2 



 

23 

叶蔚 ,姚嘉明 ,

刘彬彬 ,刘庆

生,王小奇 

反流性食管炎不同中医证型幽

门螺杆菌感染的研究/中华中医

药学刊 

 

2013,31

（ 3 ）：

531-532 

 

2013.3 0 

 

 

11 

刘彬彬,叶蔚 

反流性食管炎及其并发症的中

医辨证论治思路/中华中医药学

刊 

2011，29

（10）：

2275-227

7  

2011.1

0 
0 

 

 

12 

叶斌,叶蔚 

中医升降理论在反流性食管炎

及其并发症中的应用/中国中医

基础医学杂志  

2012，18

（ 3 ）：

292-293 

201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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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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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