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类）提名书
(2023年度)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专业评审组：                                              序号： 

                                                          编号：  

推荐单位 

或推荐专家 

浙江省中医药学会 

项目 

名称 

项目名称 胃癌前病变中医证型研究及益气活血方作用机理探讨 

公布名 胃癌前病变中医证型研究及益气活血方作用机理探讨 

主要完成人 刘庆生、蔡丹莉、俞建顺、王小奇、桑怡、邱静 

主要完成单位 杭州市中医院、浙江省中医院 

项目密级 无 定密日期  

保密期限(年)  定密机构(盖章)  

学科分类 

名称 

1 中西医结合临床 代码 100602 

2 中医内科学 代码 100506 

3  代码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 卫生和社会工作 

所属国家重点发展领域 无 

任务来源 省科技计划 

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和编号：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基于 Hedgehog信号通路探讨 MNNG 诱发新生大鼠胃癌前病变的分子机制及中

药的干预作用（LY12H290004）；浙江省中医药科技计划项目：不同中医证型胃癌前病变与胃粘膜

DNA 甲基化水平差异研究（2012ZB108）；杭州市科技计划项目：胃粘膜病变演化过程中 HIF-1 信

号通路的表达及中药干预作用（20130733Q18）；杭州市医药卫生科技计划重点项目：缺氧诱导因

子 1a 调控 Hedgehog 信号对胃癌前病变的分子机制研究及中药干预作用（2016Z09）；教育部产学

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益气活血方对胃癌前病变作用机制研究（202101160005） 

已呈交的科技报告编号：DJ101002021Y0498 

授权发明专利（项） 1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项） 0 

项目起止时间 起始：2012 年 1月 1日    完成：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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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意见 

（适用于单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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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庆生 联系电话 85827896 

电子邮箱  传    真  

推荐意见：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申报书以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符合申报要求。 

本项目部分成果已经转化为国家发明专利 1项，学术专著 1部，中英文论文 12余篇。 

该成果进一步阐明益气活血方治疗胃癌前病变的作用机制，项目组从文献研究、动物实验、临床

观察、组织细胞等多方面进行实验设计，丰富了中医药防治胃癌前病变的理论基础，这对揭示中

医药阻断或逆转胃癌前变化的分子机理，进而有效地防治胃癌的发生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也为

寻找胃癌防治的新的作用靶点，进一步开发复方中药临床治疗胃癌前病变的中药新药提供重要的

实验基础和理论依据。也具有社会与经济双重效益，有助于中医药走向世界，值得推广应用，同

意推荐。 

 

 

 

 

 
 

 

 

 

 

 

 

 

 

 

推荐该项目申报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类）  二   等奖，（ 接受/不接受）

降级评审。 

 

声明：本单位遵守《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

遵守评审工作纪律，所提供的提名材料真实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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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材料虚假或

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调查处理。 
 

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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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意见 

（适用于院士提名） 

姓    名  身份证号  

院    士  学    部  

最 高 奖 □是           □否 年    度  

工作单位  

职    称  学科专业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责任专家 □是           □否 

提名意见： 
 

 

 

 

 

 

  

 

 

 

 

 

 

 

 

 

 

 

 

 

提名该项目申报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类）     等奖，（接受/不接受）降

级评审。 
 

 

声明：本人遵守《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

守评审工作纪律，所提供的提名材料真实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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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积极调查处理。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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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简介 

胃癌是发病率及死亡率均非常高的恶性肿瘤，居所有恶性肿瘤第二位，早期诊

断和早期治疗是目前提高胃癌存活率的惟一有效措施，因此探究以上病变的发生机

制，寻找治疗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是临床医学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课题组发

现胃癌前病变属脾胃气虚，瘀血阻滞之证；“虚”是本质，“瘀”是核心，益气活

血是其基本治法，据此拟定益气活血复方中药，由党参、黄芪、三七、当归、砂仁、

佛手、莪术等组成。临床实践中应用已有十多年，在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异型

增生中已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达76.8%。为进一步阐明益气活血方治疗胃

癌前病变的作用机制，课题组获得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多项课题资助，从文献

研究、临床观察、动物整体水平、组织等多方面进行设计，获得以下结论： 

创新点一：不同中医证型胃癌前病变与胃黏膜 DNA 甲基化水平存在差异。项目

组通过对胃癌前病变患者进行中医辨证分型，以胃黏膜 DNA 甲基化水平作为研究的

切入点，通过对癌基因 c-myc、抑癌基因 P16、DNA 错配修复基因 hMLH1DNA 的甲

基化分析寻求不同证型差异产生的可能原因，探寻 DNA 甲基化对机体状态可能产生

影响的分子机制。创新点二：短期灌服 MNNG 成功诱导了新生大鼠胃癌前病变模

型，以 HIF-1α/Shh 信号通路为切入点，阐明了胃癌前病变发病的新机理。选择 3

日龄雄性 SD 大鼠，MNNG 诱发新生大鼠胃癌前病变模型，大鼠胃粘膜组织出现

萎缩，腺体排列稍紊乱，细胞腺体囊状扩张，并出现轻度异型增生。以 HIF-1ɑ调控

Shh 信号通路为切入点，说明低氧状态下，HIF-1ɑ的高表达，活化了 Shh 信号通路，

继而导致胃粘膜细胞增殖以致胃癌发生，为深入研究胃癌前病变发病机理提供理依

据。创新点三：丰富了胃癌前病变中医理论，提供了胃癌前病变中医药治疗的新思

路。课题组长期开展的胃癌前病变相关临床研究发，基于“久病必虚，久病入络”

中医理论，自拟益气活血方，属自主知识产权，动物实验表明该复方中药可对胃癌

前病变大鼠部分逆转胃黏膜的病理组织学变化。临床研究表明益气活血方可明显改

善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的临床症状如腹胀、腹痛、纳差等，改善胃黏膜组织病理学

及抗门螺旋杆菌感染有明显的临床疗效。 

课题组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项，发表学术论文 12篇，培养硕士研究生 3名，参

编专著 1 部。该理论以及复方中药在 5 家单位推广应用，未见明显不良反应，获得

较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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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科技创新 

1. 主要科技创新（限 5 页） 

创新点一：胃癌前病变发病机制创新。 

前期研究表明，胃黏膜细胞的异型增生与胃癌的发生息息相关，但其具体机制

尚未完全阐明。查阅文献发现：MNNG 对人胃粘膜上皮 GES-1 细胞具有损伤作用，

而 HIF-1α 表达增高，会激活 Shh 信号通路，该通路在 MNNG 转化 GES-1 细胞系恶

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课题组大胆创新，首次利用 MNNG 诱发的新生大鼠胃癌

前病变模型，以缺氧诱导因子 lα(HIF-1α)调控 Sonic Hedgehog(Shh)信号通路为切入

点，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免疫印迹等方法研究 MNNG 如何改

变 HIF-1α 的表达模式，进而影响 Shh 信号通路，导致胃黏膜细胞增殖。该成果证实

了低氧状态下，HIF-lα 的高表达，活化了 Shh 信号通路，导致胃粘膜细胞增殖，进

而引起胃癌发生的新机制。创新性提出干预 HIF-1α/Shh 表达将成为抑制胃黏膜细胞

增殖，预防胃癌发生的新思路。 

代表性论文： 

1.益气活血法对胃癌前病变大鼠胃黏膜组织病理学的影响,浙江中西医结合杂

志,2012,22（12）926-928.刘庆生,王小奇,桑怡,徐红,张洁,叶蔚. 

2.益气活血法对胃癌前病变大鼠血清细胞因子的影响,中华中医药学刊,2014,32(5)：

1161-1163,刘庆生,蔡丹莉,叶彬,桑怡,陈芝芸. 

3.益气活血方对胃癌前病变大鼠NF-κB、cyclinD1 和p16 表达的影响,中华中医药

学刊,2014,32(8):1979-1982,刘庆生,蔡丹莉,陈芝芸,叶彬,来丽群,桑怡. 

4.Dynamic changes of Sonic Hedgehog signaling pathway in gastric mucosa of rats with 

MNNG‐induced gastric precancerous lesions ,Cellular physiology 10(2018)1-8. 

Danli Cai, Jianshun Yu,Jing Qiu, Beihui He, Zhiyun Chen,Maoxiang Yan, Qingsheng Liu.   

5.益气活血方对胃癌前病变大鼠胃黏膜 Sonic Hedgehog 信号通路的影响，中华中医

药杂志，2021,36(1):446-451,钱素婷,俞建顺,蔡丹莉,何蓓晖,严茂祥,陈芝芸,邱静,

刘庆生. 

6.HIF-1α/Sonic Hedgehog 信号通路在大鼠胃黏膜病变演化过程中的动态表达,中国

细胞生物学学报,2021,(5):1012-1020,钱素婷,俞建顺,邱静,陈芝芸,刘庆生. 

项目组选择 3 日龄雄性 SD 大鼠，MNNG 诱发新生大鼠胃癌前病变模型，大鼠

胃粘膜组织出现萎缩，腺体排列稍紊乱，个别细胞腺体囊状扩张，并出现轻度异型

增生。以缺氧诱导因子 1ɑ（HIF-1ɑ）调控 Sonic Hedgehog（Shh）信号通路为切

入点，证实了低氧状态下，HIF-1ɑ的高表达，活化了 Shh 信号通路，继而导致胃粘

https://chkdx.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8&CurRec=6&DbCode=CHKJ&dbname=CHKJLAST&filename=XBZZ202105013&urlid=&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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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细胞增殖以致胃癌发生，参与胃癌前病变的发生、发展，为深入研究胃癌前病变

发病机理提供理依据。 

创新点二：胃癌前病变防治理论创新。 

项目组通过梳理文献研究和长期开展的胃癌前病变相关临床研究，发现脾胃虚

弱为胃癌前病变发生的主要病机，瘀血阻络为其病理关键。而不同中医证型的胃癌

前病变又与胃黏膜 DNA 甲基化水平息息相关。对胃癌前病变患者进行中医辨证分

型，以胃黏膜 DNA 甲基化水平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证实了癌基因 c-myc、抑癌基因

P16、DNA 错配修复基因 hMLHIDNA 的甲基化与胃癌前病变不同证型存在差异。

胃癌前病变出现的中医证型和临床表现并不相同，这些表型能从基因学方面来阐释

胃癌前病变证候本质。为进一步探寻 DNA 甲基化对机体状态可能产生影响的分子机

制奠定基础，为中医中药早期干预逆转 DNA 甲基化，防止病情演变提供理论依据。 

代表性论文： 

1.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证型与病理、 HP 感染关系分析 ,浙江临床医学

2015,17(12):2121-2123,刘庆生,桑怡,蔡丹莉,陈芝芸,来丽群,张洁. 

2.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证型与胃粘膜 C-mycDNA 甲基化水平差异研究,中华中医药

学刊 2016,34(1):132-135,刘庆生,桑怡,蔡丹莉,陈芝芸,来丽群,张洁. 

3.胃粘膜 P16、hMLH1DNA 甲基化水平与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证型差异研究,浙江

临床医学杂志,2017,19(12):2206-2208,刘庆生,邱静,蔡丹莉,桑怡,陈芝芸.  

4.Difference in DNA methylation levels of gastric c-myc, p16, and hMLH1amo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yndromes for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Danli Cai, Zhiyun 

Chen, Xiaobing Dou, Jing Qiu, Qingsheng Liu,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21 (2018) 82–87. 

创新点三：胃癌前病变治疗方法创新。 

项目组长期开展的胃癌前病变相关临床研究发现脾胃虚弱为其主要病机，瘀血

阻络为其病理关键，基于“久病必虚，久病入络”中医理论，提出了胃癌前病变属

脾胃气虚，瘀血阻滞之证，“虚”是本质，“瘀”是核心，益气活血是胃癌前病变

的基本治法，自拟益气活血方，属自主知识产权，动物实验证实该复方中药可对 

MNNG 诱导大鼠胃黏膜过度增殖的细胞进展为胃癌前病变使之失去活性，可以逆转

胃黏膜的病理组织学变化。临床研究证明益气活血方可明显改善慢性萎缩性胃炎患

者的临床症状如腹胀、腹痛、纳差等，改善胃黏膜组织病理学，抗门螺旋杆菌感染

有明显的临床疗效。该成果基于益气活血的治疗原则，首次发现了益气活血中药复

方可逆转胃癌前期的病理状态，从而达到预防胃癌的目的，丰富了“益气活血”中医

理论治疗胃癌前病变，预防胃癌发生的科学内涵，为胃癌前病变中医药治疗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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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新思路。 

发明专利： 

一种益气活血的复方胃药及其制备方法，2018 年 08月 31日，专利号：ZL 2014 1 

0044172.9，发明人：刘庆生、蔡丹莉、王小奇. 

代表性专著： 

《俞氏消化病学》2016 年 4月,510千字，P205-216.王小奇、刘庆生编委。 

代表性论文： 

1.中医药治疗胃癌前病变研究进展,新中医,2019 ,51(2):22-24,邱静,刘庆生. 

2.益气活血方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临床疗效观察,浙江临床医学,2019,21(3):331-333,

邱静，俞建顺,张洁,桑怡,刘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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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局限性（限 1页） 

前期的中医药研究基础及背景提示，益气活血方作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方

制剂，临床总有效率为 76.8%。动物实验中已报道有显著的防治胃癌前病变作用，

但其作用机制及靶点尚不明确，限制了其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和成果进一步转化。

申请人主持的多项研究表明说明益气活血方在胃癌前病变疾病治疗中可能存在的多

靶点效应，但是其确切作用机制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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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观评价 

经文献查新发现：检索近 20年国内文献，在所检国内文献范围内，关于 MNNG 

对人胃粘膜上皮 GES-1 细胞的损伤及其对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的影响的研究已

有报道；关于 Shh 信号通路在 MNNG 转化 GES-1 细胞系恶变中的作用机制的研究

已有报道；关于益气活血方治疗气虚血瘀型慢性萎缩性胃炎，改善胃黏膜腺体萎缩

的研究已有报道；关于中药治疗脾胃虚弱型幽门螺杆菌及胃黏膜损伤的研究已有报

道。 

经比对分析，委托单位开展的“胃癌前病变中医证型研究及益气活血方作用机

理探讨”项目，（1）通过对胃癌前病变患者进行中医辨证分型，以胃黏膜 DNA甲基

化水平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对癌基因 c-myc、抑癌基因 P16、DNA 错配修复基

因 hMLH1DNA 的甲基化分析寻求不同证型差异产生的可能原因，探寻 DNA 甲基

化对机体状态可能产生影响的分子机制；2）短期灌服 MNNG 成功诱导了新生大鼠

胃癌前病变模型，以 HIF-1α/Shh 信号通路为切入点，阐明了胃癌前病变发病的新机

理。以 HIF-1ɑ 调控 Shh 信号通路为切入点，说明低氧状态下，HIF-1ɑ 的高表达，活

化了 Shh 信号通路，继而导致胃粘膜细胞增殖以致胃癌发生；3）基于“久病必虚，

久病入络”中医理论，自拟益气活血方，属自主知识产权，动物实验表明该复方中

药可对胃癌前病变大鼠部分逆转胃黏膜的病理组织学变化，除查新委托单位及查新

委托项目合作单位公开的文献外，在国内所检其他文献中未见述及。 

消化道早癌的发生机制及中医药防治研究一直是课题组的稳定发展方向之一，

申请人前期在胃癌前病变的发生机制、中药药效药理学等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工作。

本项目组从文献研究、动物整体水平、组织、细胞系以及临床疗效观察等多方面进

行实验设计，根据中医理论、文献报道和临床经验总结，脾胃以中央土以灌四傍，

元气既虚，必不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为瘀为理论基础，确立胃癌前病变“虚”

是本质，“瘀”是核心，益气活血法是胃癌前病变的基本治则。根据文献研究采用

改良实验方法短期灌服 MNNG 成功诱导了新生大鼠胃癌前病变模型，动物实验中

发现益气活血方可能通过下调 CyclinD1，上调 p16，抑制 NF-κB 活化等改善 MNNG

诱导胃癌前病变大鼠胃组织的粘膜炎症、萎缩及异型增生等程度，减轻胃粘膜组织

过度增殖。课题组既往研究发现 MNNG 诱导胃癌前病变大鼠胃黏膜组织存在胃黏膜

内皮细胞损伤，血流减缓导致局部的缺血、淤血和水肿等，这亦说明胃组织受损及

继发炎症时，均伴随缺氧现象。经过益气活血方的干预胃癌前病变模型组大鼠胃粘

膜几乎在所有观察时相点，胃粘膜内在 HIF-1α/Shh 信号通路中起正调节作用的

HIF-1α、VEGF、CTGF、iNOS、Shh、Smo、Gli1 基因和蛋白的表达水平均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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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相的正常组增加，而起负调节作用的 Ptch1 和 SuFu 表达水平则下降，同时存在下

游靶基因 CyclinD1、CyclinE1 和 c-Myc 表达增加。系统研究益气活血方防治胃癌

前病变的分子机制和作用靶点，为中药早期介入 PLGC 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11 

六、推广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请依据客观数据和情况准确填写，不做评价性描述。） 

1．推广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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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三年经济效益                                                

单位：万元人民币 

自 然 年 
完成单位 其他应用单位 

新增销售额 新增利润 新增销售额 新增利润 

     

     

     

累    计     

主要经济效益指标的有关说明：  

其他经济效益指标的有关说明： 

 

 

 

 

 

 

 

                                  

注：新增销售额指完成单位技术转让收入及应用单位应用本项目技术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销售额；

新增利润指新增销售额扣除相关产品或服务的成本、费用和税金后的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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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效益 

 

本研究项目从临床和基础实验两方面进行研究，揭示益气活血方对胃癌前病变

的作用。 

临床研究中梳理总结了中医理论相关文献，拟定益气活血方组成，作为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院内制剂，临床观察其在腹胀、腹痛等临床症状和胃镜组织病理学临

床总有效率为 76.8%，并申请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实验研究显示动物实验中发现益气活血方可能通过下调 CyclinD1，上调 p16，

抑制 NF-κB 活化等改善 MNNG 诱导胃癌前病变大鼠胃组织的粘膜炎症、萎缩及异型

增生等程度，减轻胃粘膜组织过度增殖。益气活血方的干预胃癌前病变模型组大鼠胃

粘膜几乎在所有观察时相点，胃粘膜内在 HIF-1α/Shh 信号通路中起正调节作用的

HIF-1α、VEGF、CTGF、iNOS、Shh、Smo、Gli1 基因和蛋白的表达水平均较同

时相的正常组增加，而起负调节作用的 Ptch1 和 SuFu 表达水平则下降，同时存在下

游靶基因 CyclinD1、CyclinE1 和 c-Myc 表达增加。系统研究益气活血方防治胃癌前

病变的分子机制和作用靶点，为中药早期介入 PLGC 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本项目研究有助于揭示胃癌前病变发病机制，丰富中医药防治胃癌前病变理论

基础，有望阐明益气活血方防治胃癌前病变的可能的作用机制，具有社会与经济的

双重效益。 



 

 14 

七、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不超过 1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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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发明专利

有效状态 

授 权 发

明专利 

一种益气

活血的复

方胃药及

其制备方

法 

中国 ZL201

41004

4172.

9 

2018

-08-

03 

3054154 杭 州

市 中

医院 

刘 庆

生、蔡

丹莉、

王 小

奇 

有效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用于推荐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的情况，已征得未列

入项目主要完成人的权利人（发明专利指发明人）的同意。 

 

                                    第一完成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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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姓    名 刘庆生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9.04 出 生 地 山东乳山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370102197904174550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无 

技术职称 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 最高学历 硕士研究生 最高学位 硕士 

毕业学校 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时间 2004.07 所学专业 中西医结合 

电子邮箱 7394822@qq.com 办公电话 85827896 移动电话 13858050422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邮政编码 310007 

工作单位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杭州市中医院 行政职务 科教部主任 

二级单位 无 党    派 党员/民革 

完成单位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杭州市中医院 
所 在 地 杭州 

单位性质 事业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2.1.1   至  2022.12.31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本人在主要科技创新点 1-3 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主要贡献为主持参评项目所涉及资助课题规划

设计、组织实施、数据统计、质量控制、验收报告撰写、相关知识产权申请、论文发表以及创

新点的凝练工作.本人在该项成果研发工作中投入工作量占本人工作总量的 70%。 发明专利：一

种益气活血的复方胃药及其制备方法，排 1；核心期刊发表与该项目相关的论文 10 篇，SCI 论

文 2篇如《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证型与胃粘膜 C-mycDNA 甲基化水平差异研究》排 1，等；参编

与该项目相关专著 1部《俞氏消化病学》排 3。 

 

曾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中华中医药学

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

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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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

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

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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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完成人无违纪

违规现象，本单位对其被提名无异

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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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杭州市中医院 

排    名 1 法定代表人 涂晓 所 在 地 杭州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传    真 057185827896 邮政编码 3100007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453号 

联 系 人 刘庆生 单位电话 057185827896 移动电话 13858050422 

电子邮箱 7394822@qq.com 

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情况的贡献： 

 

单位在本项目开展所需的场地、物资、研究人员时间以及科研成果的产出等给与充分的保障和

支持。 

 

 

声明：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遵守《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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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

理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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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件 

一、必备附件 

1．核心知识产权证明 

2．应用证明 

3．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 

4.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及情况汇总表 

5. 提名专家意见表 

二、其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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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应用证明 

项目名称  

应用单位  

单位注册地址  

应用起止时间  

经济效益（万元） 

自 然 年 新增销售额 新增利润 

   

   

   

累    计   

所列经济效益的有关说明及计算依据： 

 

 

具体应用情况： 

应用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应用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社会公益类和国家安全类项目如无经济效益，可不填经济效益相关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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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本项目由刘庆生、蔡丹莉、俞建顺、王小奇、桑怡、邱静共同合作完成。刘庆

生为本项目第一完成人，负责项目总体规划以及方案设计实施，主持整体研究工作，

统筹协调项目组成员按设计要求和研究进度认真完成该项目，对项目总结报告撰写、

创新点凝练、知识产权申请保护以及论文发表作出了贡献，该项目附件材料中均有

第一完成人参与。 

蔡丹莉为本项目第二完成人，动物实验方面参与了该项目动物模型的建立、标

本的采集工作，临床研究部分参与了中医理论文献的收集整理，临床研究病例的收

集以及临床验证工作。在本项目相关成果中参与了专利的申请，第一作者撰写了 2

篇 SCI论文，参与了 6篇中文核心期刊的撰写工作。 

俞建顺为本项目第三完成人，主要负责动物实验工作，负责动物实验、标本采

集和蛋白组学和基因芯片检测工作，并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协助完成了总结报告

撰写。在本项目相关成果中参与 1篇 SCI论文统计学分析，4篇中文核心期刊信号通

路方面的撰写工作。 

王小奇为本项目第四完成人，主要负责核心组方中医理论部分的凝练和临床研

究工作，负责了临床研究病例的收集和胃镜下胃粘膜组织标本的采集工作。在本项

目相关成果中参与了专利的申请，参与了专著慢性萎缩性胃炎部分的撰写工作。 

桑怡为本项目第五完成人，主要负责部分动物造模和临床研究工作，负责胃癌

前病变中医证型调查问卷的设计、调查，内镜下胃粘膜组织标本收集和 DNA甲基化

检测工作，参与了益气活血方复方中药的临床验证工作。在本项目相关成果中撰写

研究报告 1份，参与了 4篇中文核心期刊的撰写工作。 

邱静为本项目第六完成人，主要参与动物标本检测研究工作和临床研究的 病例

总结、论文撰写工作。在本项目相关成果中撰写研究报告 1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 2篇，参与了 2篇 SCI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的撰写工作。 

  

承诺：本人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对本项目完成人合作关系及上述内容的真实

性负责，特此声明。 

第一完成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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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号 
合作

方式 
合作者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证明材料 备注 

1 专利 刘庆生,蔡丹莉,王小

奇 

2012.01-至

今 

一种益气活

血的复方胃

药及其制备

方法 

 负责专利

说明书撰

写以及技

术路线的

制定。 

2 论文 刘庆生,蔡丹莉,桑怡 2012.01-至

今 

慢性萎缩性

胃炎中医证

型与胃粘膜

C-mycDNA 甲

基化水平差

异研究 

 负责数据

统计、论文

撰写。 

3 论文 刘庆生,蔡丹莉,桑怡 2012.01-至

今 

慢性萎缩性

胃炎中医证

型与病理、HP

感染关系分

析 

 负责数据

统计、论文

撰写。 

4 论文 刘庆生,蔡丹莉,桑怡,

邱静 

2012.01-至

今 

胃粘膜 P16、

hMLH1DNA 甲

基化水平与

慢性萎缩性

胃炎中医证

型差异研究 

 负责数据

统计、论文

撰写。 

5 论文 刘庆生,蔡丹莉,邱静 2012.01-至

今 

Difference 

in DNA 

methylation 

levels of 

gastric 

c-myc, p16, 

and 

hMLH1amo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yndromes 

for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负责数据

统计、论文

撰写。 

6 论文 刘庆生,王小奇,桑怡 2012.01-至

今 

益气活血法

对胃癌前病

变大鼠胃黏

膜组织病理

学的影响 

 负责数据

统计、论文

撰写。 

7 论文 刘庆生,蔡丹莉,桑怡 2012.01-至

今 

益气活血法

对胃癌前病

变大鼠血清

细胞因子的

影响 

 负责数据

统计、论文

撰写。 

8 论文 刘庆生,蔡丹莉,桑怡 2012.01-至

今 

益气活血方

对胃癌前病

变大鼠 NF-κ

B、cyclinD1 

 负责数据

统计、论文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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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p16 表达

的影响 

9 论文 刘庆生,蔡丹莉,俞建

顺,邱静 

2012.01-至

今 

Dynamic 

changes of 

Sonic 

Hedgehog 

signaling 

pathway in 

gastric 

mucosa of 

rats with 

MNNG‐

induced 

gastric 

precancerou

s lesions 

 负责数据

统计、论文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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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提名专家意见表 

 

 

专家签名(要求专家亲笔签名,五位): 

序号 姓 名 单 位 签 名 

1 沈宝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2 徐经世 安徽中医药大学  

3 窦晓兵 浙江中医药大学  

4 陈芝芸 浙江省中医院  

5 施军平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