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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 2019 年度申报项目

答辩评审专家名单（一） 

【评审分组】：第 1 组 

1.1.1民间医药特色技术收集评估方法与推广应用机制研究 

1.2.1重大疾病中医异病同治的病因病机与诊治方案的创新研究 

1.3.1引经与调节气机中药药性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1.3.2名优中成药作用机制解析创新方法研究 

1.5.1中医古籍整理与专题文献研究 

 

序号 姓名 职称 所在单位 

1 张毅 主任医师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2 吴升平 主任医师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3 刘红宁 教授 江西中医药大学 

4 王之虹 教授 长春中医药大学 

5 孙明杰 研究员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 

6 房繄恭 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7 蔡晶 教授 福建中医药大学 

8 范恒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9 魏成功 主任医师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10 周玲 研究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11 黄学宽 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 

12 张莹雯 教授 武汉大学 

13 徐惠波 主任药师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14 李蓉涛 教授 昆明理工大学 

15 许婧 研究员 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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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分组】：第 2 组 

1.4.1临床优势病种相关腧穴功能及其效应机制研究 

1.4.2经脉现象产生机制与临床应用的创新研究 

5.2.1若干针灸优势病种腧穴配伍等国际标准研制 

5.2.2针灸国际临床研究管理规范及毫针、艾灸等操作规范研制 

 

序号 姓名 职称 所在单位 

1 周建伟 研究员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2 印大中 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3 王超 主任医师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4 陈日新 主任医师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5 严兴科 教授 甘肃中医药大学 

6 邱模炎 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7 庞军 主任医师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 苏帆 教授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9 高秀梅 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10 朱英 主任医师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11 王映辉 研究员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12 乌兰 主任医师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13 罗焕敏 教授 暨南大学 

14 游自立 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 

15 王永祥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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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分组】：第 3 组 

2.1.1糖尿病或其并发症的有效中西医结合防治方案的疗效评价研究 

2.2.1慢性肾脏病等三类难治性疾病中医药治疗方案的优选及临床评价研究 

2.3.1有潜在临床优势的慢性肠胃病等中医新治法、新方药、新技术的临床探索性

研究 

2.3.2中医药治疗优势病种证据系统建设及转化应用研究 

4.3.1临床精准用药及其方法学研究 

 

序号 姓名 职称 所在单位 

1 张占军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2 第五永长 教授 陕西中医药大学 

3 阳晓 教授 中山大学 

4 谈勇 教授 南京中医药大学 

5 陈小刚 教授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

医药研究院） 

6 许学猛 主任医师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东省中医药工程技

术研究院） 

7 吕明 主任医师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8 张晓哲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9 樊均明 主任医师 成都医学院 

10 王键 教授 安徽中医药大学 

11 王宇红 研究员 湖南中医药大学 

12 万英 主任医师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中医研究所 

13 李显筑 主任医师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14 江宇泳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地坛医院 

15 孙万森 主任医师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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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分组】：第 4 组 

2.4.1心脑血管疾病等病症中医健康状态监测、预警与防控模 

2.4.2腹型肥胖、临界高血压等病症中医干预及管理技术的研究 

2.4.3儿童青少年近视中西医结合综合防控有效方法、技术和配套产品研究 

2.5.1太极拳等传统运动疗法对慢性疾病功能康复效果的临床研究 

2.6.1辨证论治个体诊疗能力提升的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 

5.1.1中医信息等国际标准研制与实施效果评价研究 

 

序号 姓名 职称 所在单位 

1 陈凯先 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2 范慧敏 教授 同济大学 

3 项颗 主任医师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4 吕泽平 主任医师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5 李金学 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6 贺佳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7 陈贵海 教授 广西中医药大学 

8 赵永厚 主任医师 黑龙江神志医院有限公司 

9 王东生 教授 中南大学 

10 杨杰 主任医师 北京中腾佰脉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1 张长城 教授 三峡大学 

12 吕立江 教授 浙江中医药大学 

13 宋鸿权 主任医师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 黄小波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5 刘中勇 教授 江西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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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分组】：第 5 组 

3.1.1高品质道地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示范研究 

3.2.1中药的分子标识研究及其信息平台建设 

3.2.2中药组学方法学创新研究 

秦巴山区高品质中药材规模化生产示范研究（定向） 

 

序号 姓名 职称 所在单位 

1 张陆勇 教授 广东药科大学 

2 李圣波 研究员 山东亚特生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 丁建宝 
（研究员级、教

授级）高工 
宁夏五行科技有限公司 

4 梁宗锁 教授 浙江理工大学 

5 董诚明 教授 河南中医药大学 

6 郭巧生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 

7 徐飞 主任药师 吉林省药品检验所 

8 王建农 研究员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9 杨世林 研究员 江西本草天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 姜宏梁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11 李轩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12 周光飚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13 顾政一 研究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物研究所 

14 张留记 研究员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15 贺学礼 教授 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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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分组】：第 6 组 

4.1.1中药信息化与连续化先进制造关键技术研究 

4.1.2基于特种膜的中药绿色制造技术与专属装备研究 

4.2.1经典名方标准颗粒制备与标准研究 

4.2.2中药材净切关键技术与相关智能设备研究 

 

序号 姓名 职称 所在单位 

1 李为理 主任药师 辽宁好护士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张国林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3 张理星 研究员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4 杨小玲 
（研究员级、

教授级）高工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5 李喜香 主任药师 甘肃省中医院 

6 杨伟俊 研究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物研究所 

7 崔秀明 研究员 昆明理工大学 

8 张立群 主任药师 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9 石晓峰 研究员 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 

10 周欣 教授 贵州师范大学 

11 吴纯洁 研究员 成都中医药大学 

12 王英平 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13 高文远 教授 天津大学 

14 蒋伟哲 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 

15 田景振 教授 山东中医药大学 

 

 

 

 


