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 目 名 称 申 报 单 位 申报人

1 单核细胞来源外泌体通过HMGB1介导重症中暑大鼠肝损害的机
制研究

清远市人民医院 张明

2 全飞秒激光小切口透镜取出术对视网膜神经血管安全性评价及
视觉效果分析

清远市人民医院 刘家艳

3 早孕期超声筛查胎儿严重先心病的研究 清远市人民医院 陈银缨

4 清远地区金黄色葡萄球菌基因检测及耐药相关性研究 清远市人民医院 王欢

5 外泌体LncRNA在脓毒症中的作用 清远市人民医院 杨经文

6 肝癌衍生生长因子的siRNA(HDGF-siRNA)对大肠癌肝转移的影
响。

清远市人民医院 杨荣娇

7 姜黄素对缺血性脑损伤大鼠的神经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 清远市人民医院 张忠胜

8 食道超声引导下经皮封堵治疗先心病的临床研究 清远市人民医院 朱海锋

9 超声测量下腔静脉内径呼吸变异度联合血乳酸评估神经重症患
者容量反应性的研究

清远市人民医院 雷伟健

10 0- 6岁清远地区早产儿中医体质辨证分析及体质分型治疗的疗效
观察

清远市人民医院 虞斌

11 一项前瞻性双盲对照试验：亚麻醉剂量艾司氯胺酮对抗丙泊酚
引起的呼吸抑制

清远市人民医院 刘卫华

12 血清IL-33、TIMP、YKL-40与支气管哮喘预后的相关性分析 清远市人民医院 李东敏

13 羟氯喹联合激素治疗IgA肾病的随机对照临床观察研究及其疗效
的影响因素的探讨

清远市人民医院 谭嘉臻

14 中药及单体对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及生物膜抑制作用研究 清远市人民医院 杜良琴

15 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脊髓损伤的疗效及对人体内 IL- 17 信号相
关分子表达的影响

清远市人民医院 陈勇

16 可溶性生长刺激表达基因2蛋白在不同病因心力衰竭中的预测价
值

清远市人民医院 王书林

17 大蒜素对多重耐药菌抑制及机制研究 清远市人民医院 徐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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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申 报 单 位 申报人

18 基于标准CT图像纹理分析和机器学习对骨质疏松患者骨折前风
险的精准预测方法研究

清远市人民医院 彭旭红

19 尺桡动脉穿支皮瓣与腹部带蒂皮瓣在手和腕部软组织缺损中的
应用与比较研究

清远市人民医院 陈国天

20 卒中绿色通道专职护士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溶栓治疗中的
应用

清远市人民医院 毛旭娣

21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改善睡眠障碍患者的最佳方案研究 清远市人民医院 刘锦仪

22 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监测新生儿窒息患儿肾血流动力学变
化的研究

清远市人民医院 廖高庆

23 曲马多联合罗哌卡因行肋间神经阻滞用于肺癌患者术后镇痛的
临床研究

清远市人民医院 梁计焕

24 内科胸腔镜联合快速现场评价与经皮穿刺闭式胸膜活检术在胸
腔积液诊治价值的比较

清远市人民医院 廖小雯

25 多学科协作模式下肺部手术病人肺康复护理体系的构建与临床
应用

清远市人民医院 陆惠慧

26 股骨头坏死患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和骨代谢指标相关性研究 清远市人民医院 王湘江

27 手术联合新型敷料在老年慢性难愈性创面的序贯性治疗 清远市人民医院 姚玉婷

28 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Ki-67增殖指数与放疗疗效的相关性研究 清远市人民医院 王馨

29 诱导化疗及同步放化疗联合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治疗局部晚
期鼻咽癌的临床疗效观察

清远市人民医院 李志英

30 基于膀胱安全容量为基础的间歇性导尿对脊髓损伤神经源性膀
胱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的研究

清远市人民医院 杨月楼

31 小切口腕横韧带加掌腱膜扩大切开与常规腕横韧带切开正中神
经减压治疗腕管综合症临床愈后效果比较

清远市人民医院 曹卫权

32 运用Lorenz散点图鉴别心房颤动伴室性早搏与伴室内差异性传
导

清远市人民医院 彭鼎

33 改良括约肌间瘘管结扎+直肠瓣推移术式在前侧位经括约肌肛瘘
中的临床研究

清远市人民医院 陈国星

34 以奥马哈系统为框架的肝硬化腹水患者延续护理模式构建与应
用

清远市人民医院 黄春梅

35 高危新生儿医院-家庭早期干预管理模式研究 清远市中医院 彭虹



序号 项 目 名 称 申 报 单 位 申报人

36 自体表皮再生技术治疗膝关节皮肤挫擦伤的临床研究 清远市中医院 罗振强

37 亚麻醉剂量盐酸艾司氯胺酮联合臂丛神经阻滞在小儿上肢手术
的临床研究

清远市中医院 李立婷

38 经解剖学合谷穴区远端桡动脉入径行冠状动脉介入诊疗的安全
性和可行性研究

清远市中医院 祝鹏

39 健脾消滞方治疗脾虚气滞型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临床疗效分析 清远市中医院 冯祥兴

40 经脐单孔腹腔镜阑尾切除与传统三孔腹腔镜阑尾切除术的临床
对比研究

清远市中医院 邓志福

41 碳青霉烯类药物的管理与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氏菌、铜绿
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耐药相关性研究

清远市中医院 卢永亮

42 DAA入路加压空心钉结合内侧支撑钢板治疗pauwels Ⅲ型股骨颈
骨折的临床研究

清远市中医院 吕兴元

43 基于化学成分研究制川乌煮散剂量和工艺 清远市中医院 向燕芬

44 复方儿咳颗粒制备工艺及质量标准研究 清远市中医院 饶剑花

45 益气排毒方治疗糖尿病肾病脾肾气（阳）虚证的临床研究 清远市中医院 郑壁伟

46 清远名中医学术思想传承数据库的构建 清远市中医院 沈祖泓

47 脂蛋白磷脂酶A2、D-二聚体水平和老年人颈动脉斑块相关性研
究

清远市中医院 林英健

48 封闭负压引流技术联合刃厚皮片移植术对比烧伤膏湿润疗法联
合微粒皮移植术对溃疡感染创面转归的临床研究

清远市中医院 冷墨玲

49 医护家庭一体化管理模式对极低出生体重儿出院后生长发育的
影响研究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 余碧仪

50 课题达成型品管圈在构建妇科腹腔镜围手术期加速康复模式中
的应用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 王焕金

51 腹腔镜子宫骶韧带悬吊术治疗盆腔器官脱垂临床疗效分析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 陈玉霞

52 瘢痕子宫再次妊娠在助产士门诊全程连续性孕期管理对分娩结
局影响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 邵焕仪

53 早期康复训练对预防PICU获得性肌无力的影响研究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 李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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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消融子宫病灶联合内膜治疗子宫腺肌病
的临床疗效分析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 唐愿映

55 CD138与CD38在慢性子宫内膜炎不孕症中的表达意义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 崔艳萍

56 清远市孕产妇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行为应对和心理反应调
查研究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 廖国平

57 妇幼健康服务机构转介专案服务及管理模式的研究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 龚燕虹

58 筋膜牵拉配合定点旋转法治疗产后腰椎小关节紊乱的增效作用
研究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 李汝章

59 胃肠动力治疗仪联合穴位治疗预防剖宫产术后肠梗阻的临床效
果观察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 严艺苑

60 宫腔球囊填塞联合子宫下段环扎术治疗剖宫产术中大出血的临
床研究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 刘银春

61 基于医疗设备全生命周期设备精细化管理的应用思考 可行性研
究报告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 汤健锋

62 地佐辛超前镇痛在妇科腹腔镜手术中的应用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 徐敏杰

63 无偿献血者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流行病学调查 清远市中心血站 梁小宇

64 清远市建筑陶瓷制品行业防尘设施调查及其控制效果评价 清远市慢性病防治医院 卢建国

65 刮痧联合调神针法对中风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影响的临床
研究

清远市慢性病防治医院 吴名德

66 综合护理对耐多药肺结核患者治疗依从性行为干预的研究 清远市慢性病防治医院 刘凤宜

67 复方丙酸氯倍他索软膏与卡泊三醇序贯疗法治疗寻常型银屑病
的临床观察

清远市慢性病防治医院 陈小英

68 清远山羊标准化养殖模式探索与推广 清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志敬

69 甲状腺ACR TI-RADS分级联合超声造影在甲状腺结节定性诊断
中的价值分析

清远市清城区人民医院 黄莉梅

70 精细化管理模式下门诊患者候药时间及门诊药房药品资金周转
率的探讨

清远市清城区人民医院 梁志强

71 老年钙化性心瓣膜病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清远市清城区人民医院 黄昌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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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脊柱内镜镜下Endo-PLIF技术在腰椎退变性疾病中临床应用 清远市清城区人民医院 胡向阳

73 认知康复锻炼护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应用研究 清远市第三人民医院 周丽萍

74 社会认知交互训练联合运动疗法在双相情感障碍缓解期患者中
的应用

清远市第三人民医院 黄伟波

75 全面综合护理对抑郁症患者护理满意度和病情的改善分析 清远市第三人民医院 徐华玲

76 棕榈酸帕利哌酮注射液和口服奥氮平片治疗精神分裂症的 疗效
、安全性以及社会功能的比较：一项随机对照研究

清远市第三人民医院 汤翠青

77 基于循征构建精神科护理质量敏感性指标在医联体医院精神科
护理的临床应用

清远市第三人民医院 邓爱萍

78 3-6岁儿童体脂率与骨龄的相关性研究
清远市清城区洲心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陆水英

79 社区家庭医生团队在高血压防控管理中的效果评价
清远市清城区横荷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杨丽芬

80 清新区居民十年恶性肿瘤流行病学监测分析 清远市清新区人民医院 廖博贤

81 个案管理在基层综合医院脑卒中康复期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清远市清新区人民医院 朱金萍

82 不切开股外侧肌的前外侧入路在髋关节置换手术中的应用研究 清远市清新区人民医院 林庆培

83 无纺布联合充气式升温机在老年患者术中保暖的应用研究 清远市清新区人民医院 李翠芳

84 清新区中小学生近视流行病学调查及干预效果的研究
清远市清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李静华

85 瘢痕子宫二次剖宫产修剪子宫下段瘢痕在子宫切口憩室中的评
价应用及临床处理分析

英德市中医院 罗素阳

86 英德市恶性肿瘤死亡状况分析及疾病负担研究 英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孙蕊蕊

87 英德市钉螺复现后血吸虫病发生和流行风险研究 英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黎伟全

88 英德地区育龄人群地中海贫血流行现状及基因型分布的研究
英德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
苏明珍

89 云南白药+宫颈LEEP刀术术后创面愈合疗效的研究
英德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
刘灶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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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地塞米松辅助左布比卡因硬膜外麻醉对无痛分娩疼痛强度和持
续时间的影响

英德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

向斯雅

91 一氧化氮呼气检查在儿科呼吸道疾病系列研究
英德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
林少珠

92 术中实时超声辅助定位下清除脑内血肿 广东省英德市人民医院 朱道平

93 生长抑制因子-4与缺氧诱导因子在子宫颈鳞癌的表达及相关性研
究

广东省英德市人民医院 李玉娣

94 英德市家属对“中风120”认知水平及脑梗死院前延误就诊影响因
素分析

广东省英德市人民医院 刘仕武

95 PTA治疗联合喜疗妥乳膏外用治疗AVF狭窄和维护AVF功能疗效
研究分析

广东省英德市人民医院 朱玉莉

96 超声引导下髂腹下、髂腹股沟神经及腹横肌平面联合阻滞在老
年腹股沟疝修补术中的临床应用

广东省英德市人民医院 谭军源

97 皮损内注射曲安奈德序贯CO2点阵激光在增生性瘢痕患者治疗
中的应用研究

广东省英德市人民医院 李贤周

98 基于多状态Markov模型和生活质量在结直肠癌术后化疗患者疾
病进程转归研究

广东省英德市人民医院 梁红丽

99 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术+胆总管一期缝合临床应用 广东省英德市人民医院 郭晓华

100 微创联合负压引流法在乳腺脓肿的应用研究 广东省英德市人民医院 林元沛

101 基于中医辩证论治的分期中药熏洗对肛肠手术患者术后创面愈
合及疼痛的影响

连州市中医院 姚群

102 用右美托咪定联合罗哌卡因进行超声下神经阻滞复合浅全麻技
术在老年骨科手术中的应用

连州市人民医院 房艳荣

103 经后路椎旁肌间隙入路椎弓根钉系统治疗单节段胸腰椎骨折的
应用及临床疗效

连州市人民医院 郭亮亮

104 应用自体富血小板血浆修复慢性难愈性创面的临床研究 连州市人民医院 万富贵

105 以超声监测为导向的胃肠营养在ICU有创通气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连州市人民医院 邓虹

106 不同年龄组STEMI患者急诊PCI术后无复流现象相关风险因素分
析

连州市人民医院 黄华亮

107 基层医院运用RSR法在住院科室按病种分值付费综合评价中应
用

连州市人民医院 欧阳玉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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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运用漫画宣教图片在手术患者术前访视中的应用 连州市人民医院 李勇珍

109 内镜辅助下甲状腺手术在山区基层医院的应用与研究 连州市人民医院 禤建锋

110 能量波及频率对ESWL治疗尿路不同成分结石的临床分析
连州市连州镇中心卫生院（连

州市北湖医院）
黄晓川

111 孕期优生健康教育对产科门诊孕产妇心理状态及分娩情况的干
预价值

连州市连州镇中心卫生院（连
州市北湖医院）

邵志蓉

112 新型胃癌筛查评分系统在佛冈地区早期胃癌筛查中的应用价值
研究

佛冈县人民医院 曹证福

113 PEEP变化对氧合、呼吸系统顺应性（CRS）和死腔与潮气体积
比（VD/VT）的相关性研究

佛冈县人民医院 陈雨彬

114 全乳晕入路与胸乳入路腔镜甲状腺手术临床对比应用研究 佛冈县中医院 邝炜坚

115 清热消癜汤联合甲强龙治疗过敏性紫癜对患儿免疫功能及肾功
能的影响

佛冈县中医院 钟英花

116 老年性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的精准骨水泥注入及分布临
床研究

阳山县人民医院 崔晓乐

117 远程动态实时监测在山区基础医院胸痛中心建设中的价值 阳山县人民医院 黄文芳

118 连南瑶族自治县泌尿系结石成分分析及预防 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黄建峰

119 连南县域医共体模式下的儿童青少年近视筛查与防控研究 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管国奇

120 血液透析联合血液滤过开展对瑶族地区尿毒症患者皮肤瘙痒的
治疗效果观察

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伍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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