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度重庆医科大学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新实验项目立项名单公示
项目负
项目负责人 项目其他成员信息（姓名+专业+学 指导教 指导教师所
项目名称
责人姓
专业/学号 号）
师姓名 在学院
名
苗文腾 儿科学 2018223226
基于GPR109A介导的NF-κB通路抑
临床一系 王思源 临床二系 2019220981
实验教学管
SRIEP202101 徐睿晨
刘含登
制探究丁酸钠保护肠壁屏障以缓
2019220133 许文欣 临床一系 2020220676
理中心
解PD症状的作用机制
徐境一 临床一系 2020220673
DUSP1及PPBP异常表达介导滋养细
临床医学
SIEP202102 蔡钦宇
崔瀚霖 2019级法医学 2019221744 刘太行 基础医学院 胞分化障碍参与胎儿宫内生长受
2018220849
限的机制探究
刘艺霖 临床医学 2019220244
临床医学 于昊平 临床医学 2019223841
实验教学管 短链脂肪酸介导的哮喘小鼠DNA甲
SIEP202103 王俊鳕
李晓愚
2018223344 钟霁媛 临床医学 2020220107
理中心
基化调控机制研究
庄琳熹 临床医学 2020220717
临床医学
2019221969
喻慧琳 格汝娜姆 朱露琦 2020级生物医学工程
莪术油通过PI3K/Akt/eNOs信号通
实验教学管
SIEP202104 、格汝 2020级临床 余灵茜 2019级儿科学
赵婷婷
路改善小鼠银屑病模型皮损及作
理中心
娜姆 医学（五年 2019221438
用机制研究
制二系）
2019221883
王诗君/2019220112/2019级临床医
基于不同纳米微尺度银粒子共反
临床医学 学（五年制一系）
实验教学管 应物的单一发光体电致化学发光
SIEP202105 袁坤
臧广超
2018223716 瞿路/2018223077/2019级临床医学
理中心
比率活细胞传感器用于PLC早期预
（五年制一系）
测
基于PPM1L-TAK1-AMPK信号通路探
基础医学 诸梦琴 麻醉学 2019220866
SIEP202106 任婧怡
王美姣 基础医学院 究槲皮素干预PCOS-IR的作用及分
2018222289 官彤 临床医学 2019220033
子机制
公共卫生与
临床医学
钟朝晖 管理学院
生命早期环境暴露在儿童哮喘发
SIEP202107 邓云天
王硕 临床医学 2018220126
2018220711
张军 生命科学研
病中的作用及其致病机制
究院
预防医学 陶丽 卫生检验与检疫学
不同饮食蛋白质对帕金森病小鼠
郭赜铭 2019221890 2019222053
实验教学管
SIEP202108
汪洋
肠微生态的影响及其与病情的关
张怡然 预防医学 朱宣润 卫生检验与检疫学
理中心
联性
2019221975 2019222078
邓浩铭 针灸推拿专业 2019223755
智能医学工
基于VggBone神经网络模型实现x
医学信息学
黄海琳 智能医学工程 2019223763
SIEP202109 邓禧炜
程
贺向前
线手腕骨的智能骨龄评估系统识
院
李宇凌 智能医学工程 2019223768
2019223757
别
刘仁达 智能医学工程 2019223771
聂丹 麻醉医学 2019220793
麻醉医学 胡雨晴 麻醉医学 2019220738
第一临床学 DMT1介导星形胶质细胞铁死亡参
SIEP202110 陈朵
律峰
2019220703 窦枢豪 麻醉医学 2019220715
院
与七氟醚导致PND的机制研究
付翠英 麻醉医学 2019220717
吴文生 临床药学 2018222889
药学院
SE-03化合物对TNBS诱导的大鼠溃
临床药学
罗映
SIEP202111 王诗剑
王竞
临床药学 2018222883 何
实验教学管 疡性结肠炎的治疗作用及作用机
2018222886
吕明其
丹
临床药学 2018222844
理中心
制研究
临床医学 蔡钰 临床医学 2018223621
实验动物中 中药成分厚朴酚抑制非小细胞型
SIEP202112 段妍岑
谭冬梅
2018223638 薛凡雨 儿科学 2019221429
心
肺癌脑转移的实验研究
临床医学
（5+3）二系
加沙姑补 临床医学一系
陈文轩 2018210091
尼卡地平联合硝酸甘油对妊娠期
SIEP202113
2019221895
胡晶 检验医学院
罗小英 临床医学
血液高凝状态及妊娠结局的影响
王雪静 口腔医学 2020220162
（5+3）一系
2018210043
项目编号

基础医学院
兴奋抑制失衡导致的
李英博
实验教学管 GABAR/NMDAR-mTOR信号通路的再
余丽娟
理中心
失衡诱发自闭症的机制和干预研
生物医学工
曹文杰 生物医学工程 2019223051
杨增涛 程学院
罗俊杰 中医学 2018222646
超声针灸——无针“声”有针
王华 生物医学工
余茂楠 针灸推拿 2019222659
程学院
盛思悦 2020级口腔 2020220149
第二临床医 基于血流限制技术的运动处方训
莫玄珏 2020级康复 2020221288
冯雅丽
学院
练用于提高大学生身体素质
李邦霞 2020级康复 2020221276
陶司辰 2020级临床一系
谭红英 临床药学 2018222878
药学院
刘颖菊
CQMUH-011药物对小鼠溃疡性结肠
李晨希 临床药学 2018222853
实验教学管
吕明其
炎的疗效探究
李慧慧 临床药学 2018222855
理中心
段红英2018级临床2018220381
超短限时进食对代谢综合征模型
张壕 2019级临床2019220151
余维华 基础医学院
鼠肠道菌群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唐艺菲2018级临床2018220960
徐双2018级临药2018222891
龙琴琴 中药制药 2019222872
玫瑰花颗粒联合针刺疗法对抑郁
曹纬国 中医药学院
赵薇 中药制药
2019222897
症小鼠的治疗效果及其作用机制
肖悦 中药制药
2019222890
王畅 临床二系 2018223495
植物乳杆菌的分离驯化及其应用
公共卫生与
张心怡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白群华
于外用制剂促进慢性骨髓炎创面
管理学院
2018223508
愈合的研究
陆枢英 预防医学 2019221915
李欣宇 儿科学 2019221344
L-33/ST2L信号通路对阿尔兹海默
李沁兰 儿科学 2019221340
冉建华 基础医学院
病小鼠NF-κB通路的影响
李思奥 儿科学 2019221342
周启伦 儿科学 2019221459
HIF-1α激活Nrf2信号通路改善
胡凤颖 影像学 2019221131
李静 基础医学院
CKD认知功能障碍的作用机制研究
王雅晨 口腔医学 2018221495
牛磺酸对水通道蛋白4的表达调控
郭可云 中医学 2019223405
甘胜伟 基础医学院
在胆红素脑病治疗中的意义研究
杨博翔 中西医结合 2018222579
李弘博 医学影像学 2020221374
康京艺 口腔医学 2018221463
CPXM1在多囊卵巢综合征胰岛素抵
文晓婷 口腔医学 2019221524
王美姣 基础医学院
抗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王雨珊 口腔医学 2020220164
胡家欢 口腔医学技术 2019221553
基于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和网络
朱国萁 基础医学 2020221779
实验教学管
陈婷婷
药理学分析筛选上呼吸道病毒治
陈奕好 生物信息学2019221823
理中心
疗分子靶点
骆力博 医学实验技术 2020221834
实验教学管 丝素导电复合膜的构建及汗液葡
刘方欣
邓紫欣 医学影像学 2020221344
理中心
萄糖检测的研究
徐芷琪 药学 2020222327
\
实验教学管 基于二甲双胍的具有生物检测功
甘勇军
李昂 药物制剂 2020222349
理中心
能的荧光探针的设计合成与性能
孙嘉乐 麻醉学 2019220810
季铵盐/蚕丝蛋白包裹银金属有机
实验教学管
臧广超
韩昌浩 临床医学 2018220878
框架/雌激素核壳式自组装复合微
理中心
周春阳 基础医学 2020221776
球用于全层组织的创伤修复
白岩 药学 2020222294
实验教学管 宫颈癌早筛试剂的设计合成与应
甘勇军
曾世杰 药学 2020222297
理中心
用研究
余红
麻醉医学 2018223447 王
实验教学管 葡萄糖/CDX双靶向钙超载纳米载
梦恬 临床医学（中外）
姚国庆
理中心
体对脑胶质瘤治疗的研究
2020220065
熊志渝 临床医学 2018220986
医学信息学 基于机器学习的慢性萎缩性胃炎
熊欣然 医学信息工程 2019223743 王佳
院
患者患胃癌风险评估模型研究

SIEP202114 米运帷

麻醉学
马渝珠 麻醉学 2018220602
2018220604 毛瑶瑶 麻醉学 2018220603

SIEP202115 刘艺凡

生物医学工
程
2019223066

SIEP202116 郁积尧

康复治疗学
2020221310

SIEP202117

临床药学
2018222850

江屹

SIEP202118 刘宇佳

2019级法医
学
/2019221759

SIEP202119 潘茂淇

中药制药
2019222877

食品卫生与
SIEP202120 孟千千
营养
2018223492

SIEP202121 李汶希

儿科学
2019221343

SIEP202122 刘青林

麻醉医学
2019220776

SIEP202123 董泽琳

临床医学
2019220363

SIEP202124

口腔医学
2018221479

彭杰

SIEP202125 戴文滢

基础医学
2020221739

精神医学
2020220939
药学
SIEP202127 徐春花
2020222326
SIEP202126 隋玖锡

SIEP202128 佘科鹏

麻醉学
2019221181

SIEP202129

白岩

药学
2020222294

SIEP202130

余红

麻醉医学
2018223447

智能医学工
程
2020级智能
谢羽思2020级医学信息工程
SIEP202132 刘雨陇 医学工程 刘
2020223787
2020223685
SIEP202131

王臻

韩宝如

医学信息学
院

基于机器学习的心血管疾病预警
系统

麻醉学
罗涛 麻醉学 20019220545
甄子睿 2019220858/
唐鸿 第一临床学
SIEP202133
程滢 麻醉学 2019220711
/宗乐
徐昉 院
麻醉学
仲维葳 麻醉学 2019220861
2019220868
汤臻迪 临床医学（儿科）（5+3）
临床医学
2018210154
（儿科医学
刘天昱 临床医学（儿科）（5+3）
SIEP202134 李善
方向）
冉建华 基础医学院
2018210148
（5+3）
卢丹 2019级儿科学 2019221367
2018210144
孙晨 2019级儿科学 2019221390
基础医学院
儿科学
张子歆 儿科学 2018222831
李英博
SIEP202135 许晴
实验教学管
2018222994 张博华 麻醉学 2018223000
吕明其
理中心
李若疑2020220133
SIEP202136 何之睿 2019221475 李凯乐2019221486
李杰 口腔医学院
万俊汝2019221521
吴校华 中西医临床医学
针灸推拿学 2018222573
SIEP202137 赖丹丹
杨宗纯 中医药学院
2018222161 郑雨芝 临床医学
2019220503
王洋 针灸推拿学 2018221921
卫生检验与 唐棚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8223548
公共卫生与
SIEP202138 王昊
高洁莹
检疫
程琳豪 卫生检验与检疫
管理学院
2018223549 2019222023
龚雨涵 医学影像学 2020221351
医学影像学
第二临床学
SIEP202139 韩骏雯
黄文瀚
耿海燕 医学影像学 2020221350
2020221352
院
陆懿 医学影像学 2020221395
李诗雨 麻醉学 2018220579
第二临床学
临床医学 赵诗怡 儿科学 2020221670
吴冬梅
SIEP202140 涂浩淼
院
2019220972 郑霁桐 儿科学 2020221672
贺桂琼
基础医学院
陈林源 中药制药专业 2018222794
韩雯昱 预防医学 2020221883
临床医学 戚远杰 临床医学 2020220627
公共卫生与
SIEP202141 张涵
范尧
2019220489 芦琪乐 预防医学 2020221917
管理学院
刘 雨 预防医学 2020221915
陈樱樱卫生检验与检疫2018223517
卫生检验与
公共卫生与
龙玥含卫生检验与检疫2018223540
SIEP202142 刘宇杰
检疫
肖虹
管理学院
姚涛涛卫生检验与检疫2019222067
2018223538
汪婷 卫生检验与检疫2019222055
徐学昌 2019222063 卫生检疫与检
2019级卫生
公共卫生与
疫
SIEP202143 邹悦 检验与检疫
尹琦
管理学院
黄睿阳 2020222020 卫生检疫与检
2019222080
疫
刘孟格 2019222038 卫生检验与检
卫生检验与 疫
公共卫生与
SIEP202144 刘孟格
检疫
梁瀚文 2019222034 卫生检验与检 尹琦
管理学院
2019222038 疫
廖江渝 2019222035 卫生检验与检
护理学
张湘秋渝 护理学 20192233650
SIEP202145 范纪莉
孔令娜 护理学院
2019223400 余艳红 护理学 2020223499
王峥2019223619
护理学
张钰豪2020223510
SIEP202146 吴晨馨
黄苗 护理学院
2019223622 吴沁颖2019223623
杨睿泽2019221530
唐思豪 2018210054
SIEP202147 陈俊龙 2018210009
赵耀武 2018210082
刘文杰 医学影像学 2019221158
临床医学
陈渊 临床药学
2019222381
SIEP202148 王当当
（5+3）
胡荠元 临床医学（5+3）
2018210058
2019210097

双歧杆菌全肽聚糖通过调控ROS释
放影响NASH巨噬细胞极化的作用
机制研究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
征患者中星形胶质细胞损伤标记
物的变化及相关分析
CTNND2通过影响β-catenin的核
转位导致自闭症的机制及干预研
究
负载BMP4的PCL/β-TCP复合静电
纺丝支架用于颅骨缺损修复与再
生
癫狂梦醒汤联合利培酮对MK-801
诱导精神分裂症大鼠的影响
植物性食品中新烟碱类农药残留
检测方法建立及应用于摄入累积
风险评价
骨髓来源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对
阿尔茨海默症神经损伤修复的积
极影响
LXRs在慢性脑低灌注所致视网膜
病变中的作用

基于音乐治疗的延续性护理对产
妇产后抑郁情绪的干预研究

重庆市南岸区细菌性痢疾诊断准
确性研究
新型生物膜抑制剂Butenolide增
效万古霉素对抗耐药金黄色葡萄
球菌生物膜感染的活性研究
新型抗生物膜药物Butenolide增
效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对抗铜绿
假单胞菌生物膜感染的活性研究
和机制初步研究
基于健康生态学模型的社区老年
糖尿病患者衰弱影响因素研究
健康信息素养对医学本科生新冠
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

癫痫中炎性通路对于星形胶质细
余维华 基础医学院 胞上AQP-4和Kir4.1表达异常和功
能失耦联的机制探讨
张莹 基础医学院

MicroRNA-29b靶向P53
调节卵巢癌的Warburg效应

SIEP202149

SIEP202150

SIEP202151

SIEP202152

SIEP202153

刘伊琳 医学影像学 2019221163
2019级医学 钟山英 临床医学（5年制）一系
汪思宇
影像学
2019220334
2019220637 杨洋 临床医学（5年制）一系
2019220481
张雨晨 法医学 2018222104
临床医学 王越 法医学
2018222342
任琳琳
2018220453 陈秋晓 生物信息学 2018222393
王蕊 法医学
2020221722
鞠欢 临床医学(5+3)二系
临床医学
2018210099
张惠之 (5+3)一系
陈柳汛 临床医学(5+3)
2018210077
2017210014
基础医学 刘毅 基础医学 2019221710
马懿芝
2019221712 王笑 临床医学 2018220305
吕佳蔚
2019221711 沈林 基础医学 2019221714
临床医学五 彭章鑫 临床医学五年制
彭天虞
年制
2019220259
2019220258 冉羽霏 临床医学五年制

SIEP202154 焦晗蕾 2020222964 彭元2020223005
穆枭林 临床医学 2019221372
儿科学
魏博达 儿科学 2019221416
SIEP202155 文哲
2019221417 张懿溪 儿科学 2019221449
文渚媛 儿科学 2020221620
麻醉学
皮鹏2019220799
SIEP202156 孙湛
2019220811 王文欣2020220948
平媛 医学检验技术 2019222310
医学检验技
潘兴 医学检验技术 2019222308
SIEP202157 江山
术
唐鸿溶 医学检验技术 2019222330
2019222272
普廷会 医学检验技术 2019222311
口腔医学 谭苗 口腔医学2018221486
SIEP202158 唐嘉蔚
2018221488 廖思琪 口腔医学2020220139
临床医学 胡巧怡 麻醉医学 2020220401
SIEP202159 李韵
2019220233 莫言 临床医学 2019220254
药学
冉越 临床药学2020222260
SIEP202160 李馨
2020222311 张淋 临床药学2020222283
陆波 临床医学 2019220248
临床医学
SIEP202161 刘郁童
魏诗芮 临床医学 2019220119
2019220245
张婧 临床医学 2019220152
SIEP202162 冉雨萌

临床医学 盛四维 临床医学 2019220436
2019220434 任渝 临床医学 2019220435

精神医学
2018220717
麻醉医学
SIEP202164 陈嫒旎
2019220701
吴苏圣 精神医学
SIEP202165
爱
2018220764
临床医学
SIEP202166 张洪源
2019220321
SIEP202163 黄霆越

黄霆越 精神医学 2018220717
汤翼 临床医学 2018220290
刘展睿 麻醉医学 2018220595
罗艺灵 麻醉医学 2020220444
吴苏圣爱 精神医学 2018220764
谢永昕 精神医学 2018220765
石晓熳 儿科学 2018221356

李云 临床医学 2018222859
宇文天 临床医学 徐思九 临床医学 2019220472
SIEP202167
翊
2019220486 杨鑫 临床医学 2019220480
舒丹婷 儿科（5+3）2019210163

杨生永 基础医学院

RNA编辑酶ADAR1调控人乳腺癌细
胞“分子警察”p53表达的机制

黄春霞 基础医学院

海马CA3区通过恢复CA1区促进抑
郁模型小鼠抑郁状态改善的研究

陆蔚天 基础医学院

白杨素通过下调MEG3甲基化抑制
胶质母细胞瘤的增殖

甘胜伟 基础医学院

N-乙酰-5-羟色胺下调星形胶质细
胞AQP4对胆红素脑病的治疗作用
及其机制研究

卢楠 基础医学院

新冠病毒样颗粒的制备

杨宇君 检验医学院

用于全血循环肿瘤细胞透光性分
析的微流控芯片研究

胡晶 检验医学院

Venetoclax联合白藜芦醇方案对
AML小鼠的疗效观察以及Mcl-1和
Bcl-2水平影响

杨生永 基础医学院

联合不同吸附原理合成的短肽为
配基的新型吸附剂对LDL吸附性能

检验医学院
刘明伟
医学信息学
陈龙聪
院

智能POCT功能设计与开发研究

李杰 口腔医学院
生命科学研
究院
实验教学管
罗娟
理中心
陈昶

刘含登

实验教学管
理中心

刘含登 实验教学管
丁嵩涛 理中心
实验教学管
理中心
实验教学管
李晓愚
理中心
实验教学管
秦启忠
理中心
实验教学管
师海蓉
理中心
秦启忠

张玉婵

实验教学管
理中心

BMP-8a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
分化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研究
妊娠糖尿病的性激素代谢特征谱
研究
新型呋喃类子宫癌新药候选药物
的合成研究
益生菌产GABA经肠-迷走神经BLA-DMN-vmPFC/CEa轴抗pSer129a-syn改善PD小鼠症状研究
肠道菌群代谢物TMAO通过cAMPPKA通路影响促炎因子表达缓解PD
症状机制研究
抑郁症导致前列腺增生的机制探
究
GPCR43介导的丁酸钠炎症抑制作
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机制研究
PM2.5染毒对卵巢微环境的影响
小胶质细胞介导IL-1β/NFκB通
路在阿尔兹海默症的治疗前景
一触即发：基于分子印迹技术的
柔性可穿戴电化学葡萄糖传感器

SIEP202168

SIEP202169
SIEP202170

SIEP202171

SIEP202172

SIEP202173

SIEP202174

SIEP202175
SIEP202176
SIEP202177

SIEP202178

SIEP202179

SIEP202180

SIEP202181

SIEP202182

黄薪玉 临床(5+3一体化）
2019210026
临床医学 刘尧
医学影像学
（儿科方 2019221162
实验教学管
杨镇阁
汤军
向）5+3 吴昊
理中心
医学实验技术
2018210169 2019221809
杨鑫
临床医学
2019220480
麻醉医学 张沁柔 口腔医学 2018221515
实验教学管
刘宇婷
余丽娟
2019221760 张鑫怡 口腔医学 2018221518
理中心
中药学
实验教学管
严娇
王可心 中药制药学 2020222911
侯毅
2020222854
理中心
临床医学（5
年制二系）
张雯茜 2020级临床医学（5年制一
2019220901
侯雨江
系） 2020220700
实验教学管
赵婷婷
2020级临床
林子菡
肖畅 2020级医学影像学
理中心
医学（中外
2020221448
合作办学）
2020220035
中药学
何江 中药学 2019222807
实验教学管
廖龙欢
刘莉
2019222816 李霖 中药学2019222813
理中心
实验教学管
应用统计学 付文斌 应用统计学 2019222200金 刘方欣 理中心
董腾蛟
2019222197 卓恒 生物医学工程2018223264
雷迅 公共卫生与
管理学院
临床医学5+3
江悦铭 临床医学5+3一体化
实验教学管
文佳颖
李晓愚
一体化
2019210100
理中心
2019210116
杨睿泽2019221530
实验教学管
任心怡 2019221509 卢韦聿2019221495
余丽娟
理中心
陈祺峰2019221467
王鹏然2020222271
曹嘉骏 2020222296
唐强 药学院
杨行2020222278
临床药学
王梓璠
王晨宇 临床药学 2019223691
甘宗捷 药学院
2019222437
信息管理与
刘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
王健龙
2019223681
2019223693
医学信息学
王晨宇 临床药学 2019223691
吕亚兰
院
梁礼芳
王婉梦婷 智能医学工程
临床医学
2020223698
2018222859
段一凡2018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8223154
医学信息学
医学信息学
张立吉2018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王瑞琦
院
王佳 院
2018223199
2020223743
冯渤曦2018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8223155
宋雨霏 针灸推拿学 2018222479
针灸推拿学 赵樱芝 针灸推拿学 2019222670
曾茂
王淑美 中医药学院
2018222433 秦蔚 中西医临床 2019222733
陈艳 针灸推拿学 2017223432
唐漫2019级针灸推拿学2019222636
针灸推拿学 王梓萌2019级中医学2019222972
邓欣雨
何先元 中医药学院
2019222565 马春花2019级中西医临床学
2018221739
智能医学工
医学信息学
牛辰宇
张雯 医学信息工程 2019223750
王佳
程
院

唑来膦酸盐通过调节糖代谢影响
软骨发育的研究

JAZF1在多囊卵巢综合征胰岛素抵
抗发生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木犀草素与二甲双胍共晶提高木
犀草素口服生物利用度的实验研

莪术油在PI3K-Akt-mTOR通路对银
屑病HaCaT细胞的作用及其调控机
制初探

重庆市道地药材科普教育实验室
建设——以石柱黄连为例
基于医学大数据的CGP患者相关胃
癌风险模型构建和预测研究
肠道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对急性
肾损伤相关作用和机制研究
DBI在PCOS高雄激素血症发病中的
作用和机制研究
一类结肠癌新药候选药物的设计
与合成
2-氨基-1,3,4,噁二唑新合成方法
的研究

基于文献数据挖掘选择性5-羟色
胺再摄取抑制剂潜在不良反应

基于集成学习的乳腺癌诊断预测
模型研究

五苓散治疗小鼠PC-3前列腺癌合
并高尿酸血症作用及机制研究

九制黄精对CUMS抑郁大鼠的预防
效果研究
基于真实世界数据的慢性胃炎不
同阶段危险因素分析及危险评估

龚章莎 中药学2019222801
晏梅 中药学 2019222836
郭姝含 中药学2019222805
胡靖 针灸推拿学 2018222446
刘巧 中西医临床专业医学
2018222548
刘雁文 中西医临床专业医学
2018222549
杜飞龙 中西医临床专业医学
2018222531
冯原 预防医学 2019221879
陈 馨 中西医临床2019222685
陈小波 中西医临床2019222684
彭荟竹 中西医临床2019222728
邓思宇 生物信息 2019221824

付利娟 中医药学院

苍附导痰丸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大
鼠模型子宫功能和性激素水平的
影响研究

王淑美 中医药学院

健脾除痰解毒方对肺腺癌A549小
鼠免疫功能影响研究

王淑美 中医药学院

地骨皮的降糖作用

SIEP202183

郭雪

2019222806

SIEP202184

刘倩

中西医临床
专业医学
2018222547

SIEP202185

丁政

中西医临床
医学
2019222688

SIEP202186

李浩

中药制药 陈继建 中药制药 2020222874许娅
杨军宣 中医药学院
2018222805 宁
中药
2020222853

儿科5+3
2018210176
卫生检验与
SIEP202188 张元洁
检疫
2018223570
SIEP202187

SIEP202189

SIEP202190

SIEP202191

SIEP202192

SIEP202193

SIEP202194

SIEP202195

朱淩

金璐瑶 儿科5+3 2018210142

李禄全
儿科学院
詹学

基于中药特征指纹图谱融合一测
多评技术的小柴胡颗粒质量控制
技术与标准研究
构建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动
物模型新方法：DSS结合贫血-输

付文丽 卫生检验与检疫
公共卫生与 灵菌红素抑制肺炎克雷伯菌生物
李迎丽
2019222025
管理学院
膜形成的机制研究
陈可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20222065
冉悦力 临床医学 2017223514
联用湿润烧伤膏与骨髓间充质干
法医学
李汶蔓 麻醉学 2019221755
细胞条件培养基对糖尿病皮肤溃
刘子熠
李剑波 基础医学院
2019221762 刘婷 法医学 2019221758
疡大鼠IL-8和VIM因子表达的影响
刘飞耀 基础医学 2019221707
及损伤时间推断研究
曹利杰2019级生物信息学
2019221821
医学检验技 陈钰伶2019级医学检验技术
NGF含量与糖尿病合并抑郁症发生
陈钰伶
术
杨美 基础医学院
2019222247
发展的关系研究
2019222247 冉玉琴2019级临床医学五年制
2019220963
刘豪2019级医学影像学
临床医学
付培姗 临床医学 2018222920
气动撞击机致大鼠重复性轻度创
（5+3一体
孙银松
潘宇蒙 临床医学 2019222533
黄娟 基础医学院
伤性脑损伤动物模型的建立
化）
何玟瑾 临床医学 2020220572
2018210051
医学检验技 付兰雅 医学检验技术2018223018
FabT对肺炎链球菌感受态调控的
术
叶丝雨 临床医学2019220314
胡樱
张雪梅 检验医学院
机制研究
2018223033 李佳岚 临床医学2019222281
徐亚梅 临床医学2019221958
南烨 医学检验技术 2020223001
医学检验技 尹世媚 医学检验技术 2020223052
透明防雾薄膜的开发及其在内镜
王艺纯
术
张容 医学检验技术 2019222368
邹远 检验医学院
镜头中的应用
2020223027 彭丹柯 临床医学（中外合作）
2020220051
药学
腱-骨界面高仿生复合支架促进骨
张子阳
张丽娟、药物制剂、2019222496
白燕 药学院
2019222551
缺损再生修复的研究
何丽婷 2020级医学信息工程
2020223763
刘慧 2019级医学信息工程
信息管理与
医学信息学
2019223733
文馨茹 信息系统
侯筱蓉
“有我”心理app
院
于洋 2019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9223697
2019223700
全妮 2019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9223687

雷洲 2018210002临床医学（5+3
一体化）一系
基于肠微生态的滋阴与温阳的治
张佳艺 2018222690中医学
张智涵 2018210006临床医学（5+3 苏咏梅 中医药学院 法对帕金森病小鼠的治疗作用的
对比研究
一体化）一系
汪钦佩 2018210003临床医学（5+3
一体化）一系
刘焱 2017级儿科学 2017221451
2018级儿科
实验教学管
王薪茹 2018级儿科学 2018221380
SIEP202197 江欣怡
学
汪洋
儿童营养早餐搭配科普
理中心
王南笛 2018级儿科学 2018221375
2018221286
曾祥安 2019级儿科学 2019221268
王豪基2018221226康复治疗学
实验教学管
儿科学
汪洋
张莉娅2018221238 康复治疗学
SIEP202198 赵宇
理中心
新媒体交互下的医学创新科普
2018222596 刘博文2019223680儿科学
姜瑶
思政学院
陈沿宇2019221276 儿科学
2018210139
临床医学
甘唐翘
SIEP202196
（儿科医学
楚
方向）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