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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项 2019 年度 

申报项目答辩评审专家名单 

【评审分组】：第 1 组 

1.1.1 增龄相关健康状况的调控和干预研究 

1.2.1 营养、运动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和干预作用 

1.2.2 心理调适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和干预作用 

1.3.1 老年人中医健康状态辨识和中医体质辨识的临床前研究 

1.疾病临床前状态（亚健康）多学科定量分析及干预策略研究 

 

序号 姓名 职称 所在单位 

1 张志勉 主任医师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 吴锦晖 主任医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3 罗怀容 教授 西南医科大学 

4 陈宁 教授 武汉体育学院 

5 冯晴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 

6 李莉 主任医师 新疆医科大学 

7 王向东 研究员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8 刘颖 研究员 北京市体育科学研究所 

9 方震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10 胡川闽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 

11 王平 教授 湖北中医药大学 

12 欧阳亚涛 主任医师 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 

13 罗瑛 教授 昆明理工大学 

14 施洪飞 教授 南京中医药大学 

15 王静 主任护师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16 郑澜 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17 董志芳 研究员 重庆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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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分组】：第 2 组 

2.1.1 运动促进健康精准监测关键技术和专用芯片的研发 

2.1.2 健康体检大数据云平台 

2.1.3 健康大数据疾病预测预警及干预技术研究 

3.1.1 老年人多病共患临床大数据综合管理共享平台建设 

2.2.1 穿戴式睡眠监测与精神状态调控 

2.2.2 穿戴式呼吸监测与心肺耦合增强产品 

2.2.8 快速尿液/汗液生化检测系统 

 

序号 姓名 职称 所在单位 

1 王念峰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 

2 周凡 教授 中山大学 

3 安宁 教授 合肥工业大学 

4 邱海波 教授 东南大学 

5 牛刚 研究员 北京牛牛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6 谢国明 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 

7 许颖 主任技师 成都医学院 

8 王勇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9 毛红菊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10 侯江红 主任医师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1 陈清财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12 陈波 教授 大连大学 

13 张蔷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4 赵立 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5 盛司潼 教授 深圳市华因康高通量生物技术研究院 

16 何朝珠 教授 南昌大学 

17 沙宪政 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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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分组】：第 3 组 

2.2.3 人工智能辅助视力障碍人群视觉增强技术及产品研发 

2.2.4 听力筛查及听力障碍智能康复辅具 

2.2.5 发声与言语功能障碍康复训练系统 

2.2.6 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康复训练系统 

2.2.7 循环系统智能康复辅具 

4.1.1 东部地区康复辅具应用示范 

4.1.2 中部地区康复辅具应用示范 

4.1.3 西部地区康复辅具应用示范 

4.2.1 医养结合服务模式与规范的应用示范 

 

序号 姓名 职称 所在单位 

1 何本祥 主任医师 成都体育学院 

2 张永德 教授 哈尔滨理工大学 

3 燕铁斌 教授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4 韩燮 教授 中北大学 

5 李成伟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 

6 周剑 主任医师 北京中医药大学 

7 华清泉 教授 武汉大学 

8 张玉莲 主任护师 陕西省中西医结合研究所 

9 李茂全 研究员 成都医学院 

10 孙磊 研究员 北京市创伤骨科研究所 

11 王玉波 主任医师 北京老年医院 

12 肖昌炎 教授 湖南大学 

13 杨磊 教授 苏州大学 

14 冯珍 教授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 郭险峰 主任医师 北京积水潭医院 

16 黄怀 主任医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17 李永勤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 

 

  



 

4 

 

【评审分组】：第 4 组 

3.1.2 老年骨骼系统退行性病变的防控技术研究 

3.1.3 老年肾脏功能减退的防控技术研究 

3.1.4 老年女性盆底功能障碍的评估与干预技术研究 

3.1.5 老年听觉系统功能减退的干预技术研究 

3.1.6 老年睡眠障碍调控干预技术措施研究 

3.1.7 老年常见感染性疾病的防控技术研究 

3.1.8 老年常见病多重用药风险管控体系的研究 

3.2.1 肌少症干预技术措施研究 

 

序号 姓名 职称 所在单位 

1 杜晓刚 主任医师 重庆医科大学 

2 赵敏 主任医师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 骞爱荣 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4 王进 主任医师 航天中心医院 

5 赵飞骏 教授 南华大学 

6 余方友 教授 温州医科大学 

7 闫宇翔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 

8 公维军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9 胡连栋 教授 河北大学 

10 王黎明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 

11 袁伟杰 主任医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12 江文 主任医师 湖南师范大学 

13 栾萍 主任医师 深圳大学 

14 陈昌斌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15 陆芳 研究员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16 李申龙 主任医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7 王俏 研究员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