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2022年青海省卫生健康系统指导性计划课题

序号 课题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申报单位
课题负责

人

1 2022-wjzdx-01 基于曼切斯特疼痛管理模式（MPMM）的外科患者术后疼痛
护理管理方案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人民医院 罗明琴

2 2022-wjzdx-02 肝硬化门静脉高压Tips术后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效
果与安全性的队列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人民医院 李延贞

3 2022-wjzdx-03 白介素6、高迁移率族蛋白B1与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相关性研
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人民医院 何五建

4 2022-wjzdx-04 司美格鲁肽对不同体重指数2型糖尿病合并MAFLD患者肝脏
脂肪含量的影响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人民医院 宋  康

5 2022-wjzdx-05 血氧饱和度测定联合心脏听诊技术在青藏高原先天性心脏疾
病筛查中应用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人民医院 邵  岩

6 2022-wjzdx-06 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脐带血源外泌体LRG1和ECM1生物活性的
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人民医院 李玉琴

7 2022-wjzdx-07 西宁地区司美格鲁肽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临床疗效观察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人民医院 姚勇利

8 2022-wjzdx-08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后消化道重建 Giraffe 重
建与管型胃食管吻合的临床疗效随机对照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人民医院 范增鹏

9 2022-wjzdx-09 超声测量ONSD与ETD及颈动脉宽度比值用于高海拔地区颅脑
损伤患者ICP监测的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人民医院 刘晓琴

10 2022-wjzdx-10 NLR/PLR/MHR/LMR联合ESRS对头晕患者发生脑小血管病的
相关因素分析及预测价值的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人民医院 郝贵生

11 2022-wjzdx-11 青海地区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与结直肠息肉的相关性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人民医院 逯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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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22-wjzdx-12 胃肠道肿瘤患者术后医院感染危险因素预测模型构建与评价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人民医院 刘玉芹

13 2022-wjzdx-13 基于降尿酸活性、TLC、HPLC质量控制的高海拔藏药木藤蓼
药品评价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人民医院 史生辉

14 2022-wjzdx-14 西维来司他钠通过巨噬细胞M1M2极化改善高原肺水肿的机
制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人民医院 赵  妮

15 2022-wjzdx-15
高原地区肝破裂二期微创取纱垫及止血与传统小切口开腹纱
垫取出术对比分析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人民医院 齐普良

16 2022-wjzdx-16 二甲双胍与2型糖尿病线粒体功能的相关性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人民医院 罗  玮

17 2022-wjzdx-17 基于历史视域的青海河湟地区中医药学发展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中医院 李亚伟

18 2022-wjzdx-18 探讨陆氏咳喘方调控雷帕霉素靶蛋白水平（mTOR）对高海
拔地区哮喘的影响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中医院 李  强

19 2022-wjzdx-19 地域特色中医辨证施术方案在高原地区消渴病常见证型护理
中的应用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中医院 李英杰

20 2022-wjzdx-20 基于网络药理学及分子对接技术研究干姜、炙甘草治疗胃癌
的作用机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中医院 牛晓骥

21 2022-wjzdx-21 集束化护理干预措施预防高海拔地区卧床患者下肢深静脉血
栓（DVT）的形成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中医院 郝晓瑜

22 2022-wjzdx-22 丁桂止痛散直流电离子导入治疗带状疱疹神经痛的临床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中医院 张承杰

23 2022-wjzdx-23 DXA在青海地区绝经后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发生骨质疏松症危
险因素分析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中医院 方  靖

24 2022-wjzdx-24 青海地区新冠肺炎流行影响因素研究及大数据信息技术在疫
情防控中的应用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曹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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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22-wjzdx-25 青海省艾滋病综合防治卫生经济学评价模式研究及应用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匡嘉影

26 2022-wjzdx-26 基于社会性别视角下青海省农村留守妇女艾滋病行为干预策
略调查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积平

27 2022-wjzdx-27 青海省高校青年学生艾滋病相关风险意识及网络交友行为调
查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马海军

28 2022-wjzdx-28 青海省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耐药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孙玉兰

29 2022-wjzdx-29 青海省HIV/AIDS合并高血压和糖尿病人的CD4T淋巴细胞计
数和病毒载量变化特征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贾  清

30 2022-wjzdx-30 工业车辆排气管局部调整设计及其在作业场所抑 （杨）尘效
果实证性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治华

31 2022-wjzdx-31 不同生物性鼠疫菌脂多糖的关键基因与毒力表型的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 张  丽

32 2022-wjzdx-32 羊种布鲁氏菌VirB8基因缺失株构建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 王建玲

33 2022-wjzdx-33 青海成人大骨节病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改变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 周  昕

34 2022-wjzdx-34 青海高原牧区居民饮茶行为模式调查与适宜熬煮方式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 陈  萍

35 2022-wjzdx-35 多房棘球蚴病动物模型多组学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 张  青

36 2022-wjzdx-36 西宁地区妊娠合并心脏病风险评估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妇幼保健院 何蓉梅

37 2022-wjzdx-37 青海省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发病现状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妇幼保健院 徐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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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022-wjzdx-38 青海省儿童布鲁氏菌病流行特征及临床特点分析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沈国武

39 2022-wjzdx-39 心理干预联合精细化护理在创伤患儿围手术期中的应用效果
与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周星星

40 2022-wjzdx-40 青海省中高海拔地区脑瘫患儿血清维生素 D水平调查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金红芳

41 2022-wjzdx-41 阶梯式饮食管理联合个性化护理对过敏性紫癜患儿治疗及预
后效果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 张  慧

42 2022-wjzdx-42 西宁地区ARNI对急诊PCI术后HFrEF患者左室重构及MMP-9
水平的影响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桑明敏

43 2022-wjzdx-43 西宁地区非瓣膜性房颤患者经TCD对脑动脉微栓子监测分析
及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马生龙

44 2022-wjzdx-44 西宁地区房颤患者首次CPVI射频消融术后远期复发的相关影
响因素分析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高   琴

45 2022-wjzdx-45 高原地区双腔起搏器植入术后新发心房颤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王  红

46 2022-wjzdx-46
低氧环境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侧枝循环建立与

低氧诱导因子(HIF-1α)､一氧化氮(NO)､细胞黏附因子
(ICAM1)的相关性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王  强

47 2022-wjzdx-47 高原地区覆膜支架腔内隔绝术治疗B型主动脉夹层的临床研究
及效果分析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赵名贤

48 2022-wjzdx-48 高原地区主动脉夹层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分析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李国杰

49 2022-wjzdx-49 吸附型血液灌流技术在高原重症心脏手术体外循环中应用的
效果观察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祁恒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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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022-wjzdx-50 青海地区全胸腔镜与传统开胸二尖瓣置换手术效果的比较研
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曲  毅

51 2022-wjzdx-51 高原地区围术期多模式血液管理在心血管外科手术中限制性
输血的临床应用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傅建学

52 2022-wjzdx-52 PVL联合ABI指数测定对高原地区人群下肢动脉粥样硬化闭塞
后侧枝循环形成的随访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党玉梅

53 2022-wjzdx-53 双源CT-FFR联合冠状动脉周围衰减指数对青海地区冠心病的
评估及预测价值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罗  焕

54 2022-wjzdx-54 三维自动右室定量（3D Auto RV）技术评价房间隔缺损介入
封堵治疗前后右心功能变化的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宁  伟

55 2022-wjzdx-55 心肌声学造影（MCE）在慢性冠脉综合征（CCS）患者诊疗
决策中的作用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尹慧娟

56 2022-wjzdx-56 西宁地区中青年人群自发性颈动脉夹层致缺血性脑卒中的超
声分析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赵国强

57 2022-wjzdx-57 4C延续护理模式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合并肺动脉高压
及红细胞增多患者的护理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柯向群

58 2022-wjzdx-58 基于跨理论模型由护士主导的高原地区慢性心衰患者容量管
理方案的构建及应用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 关玉琴

59 2022-wjzdx-59 藏医药综合方案治疗高原肺心病的临床疗效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藏医院 索南达杰

60 2022-wjzdx-60 藏医“靶斗”疗法对甲状腺结节患者的疗效观察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藏医院 拉浪多杰

61 2022-wjzdx-61 青海地区使用含贝达喹啉方案治疗耐多药、广泛耐药结核病
的观察性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戴景涛

62 2022-wjzdx-62 回顾性分析构建骨结核分期系统以及青海地区骨结核病的地
理分布调查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谢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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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2022-wjzdx-63 青海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胸部影像动态变化分析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余英芳

64 2022-wjzdx-64 CTJ-A型结肠灌注透析治疗机在重症肝炎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保成兰

65 2022-wjzdx-65 高原地区凝血酶喷洒、灌注治疗食道胃底静脉破裂出血止血
治疗预后及再出血的临床观察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辛晓恩

66 2022-wjzdx-66 高海拔地区内镜治疗在肝硬化门脉高压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
（EVB）的一级预防的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黄  群

67 2022-wjzdx-67 高原地区早期肝癌微波消融局部微环境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与
肝内复发转移的相关性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 更藏尖措

68 2022-wjzdx-68 有氧运动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GAD-7、PHQ-9评分的影响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 胡德玉

69 2022-wjzdx-69 甲状腺癌患者外周血CTC及其FN1 mRNA表达与发生颈部淋
巴结转移癌的相关性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 石元同

70 2022-wjzdx-70 青海不同海拔地区藏族2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抵抗与代谢指标
的相关性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 李玉英

71 2022-wjzdx-71 瑞宁TM代谢指数在2型糖尿病患者心血管不良事件预测中的
应用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 陈映存

72 2022-wjzdx-72 高原红细胞增多症模型大鼠骨髓CD71+ 有核红细胞线粒体动
力学的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王生艳

73 2022-wjzdx-73 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通过miR-127调控HIF-1α/VEGF信
号通路对高原心脏病作用的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索生红

74 2022-wjzdx-74 高原地区血站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实验室检测平台的
建立与输血相关治疗

指导性课题 青海省血液中心
李向国、
党英男

75 2022-wjzdx-75 探讨omentin-1、IL-17在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诊断和病情评估中
的价值

指导性课题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祁  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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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负责

人

76 2022-wjzdx-76 高海拔地区脾下极栓塞治疗肝硬化合并脾功能亢进的疗效与
安全性的队列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汪浩杰

77 2022-wjzdx-77 基于网络药理学探讨固本消癥膏改善晚期胃癌化疗引起的癌
性疲乏的疗效及其机制的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魏文娥

78 2022-wjzdx-78 基于证据的青海地区NICU母乳喂养质量改进策略 指导性课题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杨丹丹

79 2022-wjzdx-79 小细胞肺癌患者IL-1β、IL-6、IL-8与ProGRP表达水平、PD-
1/PDL1的疗效及临床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肖  菡

80 2022-wjzdx-80 SIRT1、6在胎膜早破孕妇胎膜组织中的表达及意义 指导性课题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宋   熲

81 2022-wjzdx-81 口腔数码摄影课程设置与教学设计在口内临床住培教学中的
应用 指导性课题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李志艳

82 2022-wjzdx-82 PDCA循环下阶段性目标教学在麻醉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
的应用  指导性课题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唐   璟

83 2022-wjzdx-83 高原地区慢性鼻窦炎与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红十字医院 马佐鹏

84 2022-wjzdx-84 青海地区地区ANA和TGF-β在宫颈癌患者中的表达及临床意
义

指导性课题 青海红十字医院 丁   鑫

85 2022-wjzdx-85 高原低氧环境下有氧糖酵解酶、HIF-1α及P53突变与子宫内
膜癌的相关性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红十字医院 康   燕

86 2022-wjzdx-86 白藜芦醇经由ZEB1/PI3K/Akt信号通路调控非小细胞肺癌侵袭
转移的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红十字医院 刘志波

87 2022-wjzdx-87 高海拔地区老年患者运动锻炼对衰弱及心功能改善的积极作
用

指导性课题 青海红十字医院 陈永新

88 2022-wjzdx-88 高海拔地区老年人睡眠障碍与骨质疏松相关性及影响因素 指导性课题 青海红十字医院 冯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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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2022-wjzdx-89 高海拔地区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LSG）前后生活质量评
估：一项前瞻性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红十字医院 周   庆

90 2022-wjzdx-90 高原地区应用IQQA-3D全定量手术规划对精准胸腔镜肺段切
除术的影响

指导性课题 青海红十字医院 马胡赛

91 2022-wjzdx-91 医护技协同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延伸护
理构建中的应用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红十字医院 李旭凌

92 2022-wjzdx-92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并发肺栓塞的相关机制研
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红十字医院 孙智娜

93 2022-wjzdx-93 不同标本类型联合检测HCMV-DNA在青海地区新生儿人类巨
细胞病毒感染中的应用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红十字医院 王春玮

94 2022-wjzdx-94 信迪利单抗联合白蛋白紫杉醇、S-1和抗血管TKI一线转化治
疗潜在可切除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胃癌的临床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红十字医院 朱朝勇

95 2022-wjzdx-95 青藏高原胃癌患者术后并发症对患者生命质量影响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红十字医院 支永发

96 2022-wjzdx-96 基于DRGs付费的临床路径管理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红十字医院 李永秀

97 2022-wjzdx-97 高原地区CGF应用于牙周加速成骨正畸的临床研究 指导性课题 青海红十字医院 陈亚琼

98 2022-wjzdx-98 基于图卷积网络的高原地区肺系疫病智能诊疗模型 指导性课题 青海康乐医院 赵   文

99 2022-wjzdx-99 西宁地区LMWH联合LDA及G-CSF治疗免疫异常所致反复性
流产的临床应用

指导性课题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柳金凤

100 2022-wjzdx-100 心肺康复训练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 NT-proBNP，LDL-
C，apoA-1及心肺功能恢复效果的研究

指导性课题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巩  芳、邹

家勇

101 2022-wjzdx-101 高海拔地区多中心血液透析患者贫血相关危险因素的分析 指导性课题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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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2022-wjzdx-102 高海拔地区内镜下精准食管胃曲张静脉断流术 （ESVD）的临
床应用研究

指导性课题 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李建周

103 2022-wjzdx-103 高原地区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营养 状态调
查及干预性研究

指导性课题 西宁市湟源县人民医院 黄  炯

104 2022-wjzdx-104 高原地区儿童干眼症患病情况调查及危险因素分析 指导性课题 西宁爱尔眼科医院 朱新萍

105 2022-wjzdx-105 MR高分辨颅内血管壁成像在高海拔地区中老年人群脑动脉硬
化疾病中的应用研究

指导性课题 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生美

106 2022-wjzdx-106 菊苣酸调控PI3K/AKT/mTOR-HIF-1ɑ信号维持软骨细胞线粒
体自噬稳态进而缓解高原骨性关节炎的研究

指导性课题 海南州共和县中医院 周鑫叠

107 2022-wjzdx-107 CYBA基因C242T SNP及香烟烟雾介导高原肺心病人群血管衰
老的机制研究

指导性课题 海南州人民医院 葛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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